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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隨著我國產業型態轉型為以高科技及服務業為主，勞

工普遍面臨之健康危害問題亦有別於傳統之噪音引起的聽

覺受損、職業引起的皮膚疾病等職業健康危害，如近年腰

椎椎間盤突出、腕隧道症候群、腱鞘炎等骨骼肌肉職業疾

病、過勞、心理壓力疾患等新型態之職業疾病亦有逐年成

長之趨勢，凸顯職業病議題之重要性。

　　職業病之診斷，需由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視個人工

作現場之環境、製程及暴露情形等，評估該疾病與工作是

否具因果關係，並參考各職業病認定參考指引及職業病診

斷原則進行評估與診斷。惟長期以來，與國際職業病之發

生率比較，我國之職業疾病發生率明顯偏低，為解決我國

職業病低估問題及提昇國內職業疾病診斷率，本會爰將常

見職業病之案例彙編成冊，提供各科別醫師診斷參考，並

將職業病診斷原則臚列如下，期能透過各科別醫師之診斷

或轉介，提升職業病之發現率，進而採取相關之預防措

施，並提供政府機關政策制訂之參考，以保障所有勞工之

勞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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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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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肌肉骨骼疾病
腕道症候群

案例一

工作內容

　　個案是34歲女性，自行開業從事洗衣店工作約10年，

每週工作七天，每天工作超過十小時。洗衣店工作內容包

含：衣服分類、刷洗衣物、刷除棉絮毛球、整燙衣服、摺

衣服和包裝。以整燙衣服為例，個案平均一天約需花費4

至6小時進行整燙衣服，整燙時需拿重達2公斤重的熨斗進

行整燙工作，而毛線衣物不可直接接觸衣物，更需懸空距

離0.5公分整燙。

發病過程

　　個案自民國88年起從事洗衣店工作，於民國97年底

右手逐漸出現麻木感，夜間時更會因為右手麻木感而影響

睡眠，民國98年2月曾至醫院就醫，診斷為右側腕道症候

群，並接受中醫復健治療，但症狀並無改善。於同年6月

至職業醫學科門診就診，由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就其職業

暴露等資料進行評估，診斷其疾病與工作之因果關係。

相關醫學資料
診斷過程

1.疾病的證據：根據理學檢查個案雙手魚際肌無明顯萎

縮現象，也沒有手部外傷的疤痕；而由神經傳導檢查

(NCV)發現，個案右側正中神經Terminal	 latency延長，以

及右側正中神經的神經傳導變慢，診斷為右側腕道症候

群。

�.職業暴露的證據：根據個案提供之工作經歷，個案自民

國88年起從事洗衣店工作至97年已工作10年，工作內容

包括：衣物分類、刷洗衣物、整燙衣服、刷除棉絮毛球

和套摺衣服。由於個案自行開店，每周平均工作7天，

每天平均工作超過10小時，工作中大部分時間都需要以

手部重複動作或用力。

3.符合時序性：個案自述從民國88年起從事洗衣店工作，

自民國97年底出現右手明顯地逐漸麻木感，暴露已有十

年，且個案陳述手部症狀於工作時會惡化，休假時症狀

則會減緩，疾病與暴露的因果關係明確，且符合暴露在

前與疾病在後的時序性。

第一章　肌肉骨骼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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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工作內容

　　個案是51歲男性，擔任機台設備維修員約15年。工作

中需經常使用雙手操作手工具，以鐵鎚用力敲打、手持扳

手鬆開螺絲或手持螺絲起子拆解機台等，平均一天工作中

至少有5至6小時以雙手手持手工具施力工作。

發病過程

　　個案近兩年發現其右手無力、酸痛與麻木等症狀，後

因雙手疼痛加劇且右手無法上舉，懷疑與工作相關而至職

業傷病防治中心就診，經神經學檢查診斷為雙手腕道症候

群，並請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就其職業暴露資料進行評

估，診斷其疾病與工作之因果關係。

�.符合人類流行病學已知的證據：根據流行病學之研究，

美國NIOSH回顧超過30篇腕道症候群與工作場所因子之

流行病學研究文獻顯示，手部反覆動作、用力及振動會

增加罹患腕道症候群之機會；且Palmer	K	T等人於2006

年發表一篇系統性回顧腕道症候群與職業相關性之研

究，亦發現長期從事重覆性且用力的腕部動作會增加罹

患腕道症候群的危險性。

5.排除其他可能致病的因素：初步排除高尿酸或痛風、糖

尿病、甲狀腺疾病、懷孕等其他與腕道症候群相關非職

業因素之疾病。

　　綜合以上所述，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依據職業病五大

診斷原則進行評估，經評估個案從事洗衣店工作已有10

年，雙手需進行長時間用力或扭轉等重覆性關節肌肉動

作，經臨床與神經學檢查診斷為右側腕道症候群，且症狀

於工作時會惡化、休假時會減緩。同時初步排除會引起腕

道症候群之非職業性原因，故認定個案之腕道症候群，係

因其手腕部重複暴露於不自然姿勢之人因危害導致，且與

工作有相當程度之相關性，故診斷為職業病。

第一章　肌肉骨骼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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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醫學資料
診斷過程

1.疾病的證據：根據理學檢查個案右手Tinel	Sign呈陽性，

軟組織超音波發現右手正中神經膨出，且經肌電圖檢查

發現，個案有雙手腕隧道症候，故診斷其為雙手腕隧道

症候群。

�.職業暴露的證據：個案自述從事機台設備維修工已15

年，每天工作中需手持鐵鎚敲打機台螺絲約半小時，再

手持板手鬆開螺絲每天2小時，或手持螺絲起子拆解機台

約3小時。

3.符合時序性：個案自述於民國96年起右手開始出現痠

痛、麻木且無力感，工作暴露已逾十年，98年起更出現

雙手疼痛加劇，且右手無法抬舉等症狀，符合暴露在前

與疾病在後的時序性。

�.符合人類流行病學已知的證據：根據流行病學之研究，

美國NIOSH回顧超過30篇腕道症候群與工作場所因子之

流行病學研究文獻顯示，手部反覆動作、用力及振動會

增加罹患腕道症候群之機會；且Palmer	K	T等人於2006

年發表一篇系統性回顧腕道症候群與職業相關性之研

究，亦發現長期從事重覆性且用力的腕部動作會增加罹

患腕道症候群的危險性。

5.排除其他可能致病的因素：初步排除其他非職業因素造

成之腕道症候群。

　　綜合以上所述，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依據職業病五大

診斷原則進行評估，經評估個案工作中長期(15年)以雙手

用力操作手工具，並於長年工作後出現雙手疼痛等臨床表

現，且經醫學客觀檢查確認為雙手腕道症候群，並大致排

除會引起腕道症候群之非職業性原因，因此認定其腕道症

候群與工作有相當程度之相關性，故診斷為職業病。

第一章　肌肉骨骼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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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

工作內容

　　個案是51歲女性，從事泥水工作已近25年。工作內容

包含搬運磁磚、切割磁磚、黏貼磁磚與抹土等，工作經常

以手部進行重覆動作，且需手持振動器具作業，每週工作

6天，每天工作9小時。

			

發病過程

　　個案於民國89年自覺有手指麻木症狀，自行購買痠痛

貼布並無就醫，後於民國96年因症狀惡化，甚至影響穿

脫衣物等動作而就醫，但症狀仍無改善，甚至有半夜痛醒

的情形發生。其後，因參加泥水工會舉辦之職業病講座得

知，其手指麻木症狀可能與職業相關，而至職業傷病防治

中心就診，並請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就其職業暴露資料進

行評估，診斷其疾病與工作之因果關係。

相關醫學資料
診斷過程

1.疾病的證據：根據理學檢查個案雙手魚際肌無明顯萎縮

現象，雙手神經檢查皆有Phalen’s	sign，且右側大於左

側；而由神經傳導檢查(NCV)發現，個案雙側正中神經病

變，且右側較為嚴重，故診斷為雙手腕道症候群。

�.職業暴露的證據：個案自民國74年起從事泥水工作已25

年，工作內容包括：搬運磁磚、切割磁磚、黏貼磁磚和

抹土等，大多需以手部從事重覆且用力之動作，切割磁

磚時更需手持振動工具操作，個案每週工作7天，每天平

均工作9小時，每日約需搬運並排列磁磚6小時，切割磁

磚2小時與1小時進行抹土。

3.符合時序性：個案自述從民國74年起從事泥水工作，自

民國89年底出現手指麻木等症狀，工作暴露已逾十年，

且個案自述手部症狀於工作時會惡化，休假時症狀則會

減緩，疾病與暴露的因果關係明確，且符合暴露在前與

疾病在後的時序性。

�.符合人類流行病學已知的證據：根據流行病學之研究，

美國NIOSH回顧超過30篇腕道症候群與工作場所因子之

流行病學研究文獻顯示，手部反覆動作、用力及振動會

第一章　肌肉骨骼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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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罹患腕道症候群之機會；且Palmer	K	T等人於2006

年發表一篇系統性回顧腕道症候群與職業相關性之研

究，亦發現長期從事重覆性且用力的腕部動作會增加罹

患腕道症候群的危險性。

5.排除其他可能致病的因素：初步排除其他非職業因素造

成之腕道症候群。

　　綜合以上所述，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依據職業病五大

診斷原則進行評估，經評估個案工作中長期(25年)需以雙

手重覆動作、用力並操作振動器具，於暴露十年後出現手

指麻木等臨床表現，且經醫學客觀檢查確認為雙手腕道症

候群，並大致排除會引起腕道症候群之非職業性原因，因

此認定其腕道症候群與工作有相當程度之相關性，故診斷

為職業病。

職業起因腕道症候群診斷認定參考指引
主要基準

●正中神經所支配的手掌區域出現感覺功能異常或疼痛麻

痺之自覺症狀，理學檢查出現Tinel	sign或Phalen’s	test	

陽性，且經神經電氣學檢查確認。

●排除各種常見非職業性致病因素或腕部傷害。

●發病時間在開始從事該項具危害因素作業3個月之後。

●工作內容有一個或一個以上合理職業性相關暴露證據。

輔助基準

●作業場所或相似作業內容之同事出現相同症狀案例。

●患病勞工在離開該作業場所後症狀明顯減輕。

腕道症候群之預防與治療
預防方法

●盡量減少高度重複性及用力動作，應有適當休息時間。

●盡量保持手腕於正中位置，避免手腕過度彎曲、伸展、

或是尺側屈曲等。

●平時多做一些手部關節運動及手臂肌肉拉長伸展運動，

若有症狀應至醫院診治。

治療方法

●依嚴重程度可分為穿帶保護腕部之護具、復健、藥物及

手術治療等。

第一章　肌肉骨骼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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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t study. Brit J. Ind Med. 19�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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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部椎間盤突出

案例一

工作內容

　　個案是50歲女性，從事泥水工已逾25年，每週工作平

均5-6天，每天工作約8或9個小時，主要負責搬運水泥(20

公斤/包)或磁磚，每日工作有大於一半的時間在搬運。

			

發病過程

　　個案於民國97年6月自覺右側下背痛伴隨右側腳酸麻

感，甚至出現無法行走之情形，曾就醫診斷為腰椎椎間盤

突出，後疑似該症狀與工作有關，於民國98年9月至職業

傷病防治中心就診，由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就其職業暴露

資料進行評估，診斷其疾病與工作之因果關係。

相關醫學資料
診斷過程

1.疾病的證據：根據個案自述有下背痛症狀，經影像學檢

查發現，個案腰椎第三、第四、第五節及薦椎第一節椎

間盤突出，診斷為腰椎椎間盤突出症。

�.職業暴露的證據：個案自述從18歲起從事泥水工已逾25

年，主要工作內容為搬運水泥與磁磚。個案每週工作6

天，每天平均工作8-9小時，工作常需彎腰搬運重物，每

次搬運至少20公斤。

3.符合時序性：個案自述於民國97年起自覺下背痛且伴隨

下肢右側痠麻，甚至較嚴重時會無法行走，個案自18歲

起從事泥水工作已累積暴露約25年，疾病與暴露的因果

關係明確，且符合暴露在前與疾病在後的時序性。

�.符合人類流行病學已知的證據：根據流行病學之研究，	

Bigos和Battie的研究中發現，極耗費體力的工作、需長

時間坐著的工作、需時常彎腰或扭腰、彎腰搬重舉物，

以及駕駛車輛或身處重機具旁的全身垂直振動和職業性

下背痛有相關，而且這些工作因子和椎間盤突出也有關

聯。

5.排除其他可能致病的因素：初步排除骨質疏鬆、風濕性

疾病、脊椎疾病與外傷，其他非職業相關之暴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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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以上所述，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依據職業病診斷

原則進行評估，經評估個案25年來長期從事重物搬運工

作，常需彎腰搬運重物，對腰椎造成慢性累積性的傷害，

且有下背痛與神經根壓迫症狀，經影像學檢查確診為腰椎

椎間盤突出，並大致排除其他非職業性致病因子，故認定

其腰椎椎間盤突出與工作有相當程度之相關性，故診斷為

職業病。

案例二

工作內容

　　個案是52歲男性，從事模板工約33年。工作內容為搬

運、釘模板、組合和拆裝，搬運物品包含模板、三合板、

C字鐵、鐵柱和木柱，模板重約9至20公斤、三合板每塊8

至12公斤、C字鐵每個約3至8公斤、鐵柱每支11公斤、木

柱每根5至8公斤，依據工作量和材料的大小長度等，每天

搬運次數與重量有所差異，每日工作有大於一半的時間在

搬運，平均每天搬運重量超過4,000公斤。

		

		

發病過程

　　個案從事模板工約32年後開始出現下背痛與下肢麻痛

等症狀，經治療後症狀並未改善，於民國98年6月症狀惡

化，故至職業傷病防治中心就診，由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

就其職業暴露資料進行評估，診斷其疾病與工作之因果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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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醫學資料
診斷過程

1.疾病的證據：個案自述有下背痛及下肢麻痛症狀，經理

學檢查發現有彎腰困難且抬腿測試為陽性，再透過磁振

造影(MRI)檢查發現，個案L3/4、L4/5、L5/S1腰椎椎間盤

突出，診斷為腰椎椎間盤突出症。

�.職業暴露的證據：個案自述從19歲起從事模板工已有33

年，工作內容包含搬運、釘模板、組合及拆裝，搬運物

品包含模板、三合板、C字鐵、鐵柱和木柱，模板重約9

至20公斤、三合板每塊8至12公斤、C字鐵每個約3至8公

斤、鐵柱每支11公斤、木柱每根5至8公斤，平均每天搬

運重量超過4,000公斤(4噸)。

3.符合時序性：個案自述於民國96年起自覺下背痛且有下

肢麻痛感，自19歲起從事模板工至96年出現症狀已累積

32年的工作暴露，疾病與暴露的因果關係明確，且符合

暴露在前與疾病在後的時序性。

�.符合人類流行病學已知的證據：根據流行病學之研究，	

Bigos和Battie的研究中發現，極耗費體力的工作、需長

時間坐著的工作、需時常彎腰或扭腰、彎腰搬重舉物，

以及駕駛車輛或身處重機具旁的全身垂直振動和職業性

下背痛有相關，而且這些工作因子和椎間盤突出也有關

聯。

5.排除其他可能致病的因素：已排除其他可能造成神經根

病變的原因。

　　綜合以上所述，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依據職業病診斷

原則進行評估，經評估個案長期從事搬舉重物的工作，每

日平均搬運重量超過4公噸，估算其累積暴露量符合流行

病學文獻資料，且已大致排除可能造成此疾病的非職業性

致病因，故認定其腰部椎間盤突出與工作有相當程度之相

關性，故診斷為職業病。

腰椎椎間盤突出症之認定參考指引
主要基準

●長期搬抬重物或全身暴露於垂直振動。

●工作姿勢或動作會對腰部產生過大負荷，如扭轉或彎曲

腰部。

●神經學檢查上有神經根病變的徵象。

●放射學檢查證實(如脊髓攝影、電腦斷層或磁振造影)有

椎間盤突出的現象。

●合理排除其他可能造成非職業性神經根病變的原因。

輔助基準

●勞工停止工作或經休息後可改善症狀。

●同一工作環境中有其他人員出現類似症狀，如下背痛、

坐骨神經炎或馬尾症候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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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椎椎間盤突出之預防與治療
預防方法

●對於從事重物處理的勞工，應於職前與在職中接受物品

抬起搬運、放下、卸貨、疊上貨物的教育訓練，及下背

痛及腰部椎間盤突出發生的各種預防措施。

●處理較重的物品的工作，應盡量使用動力機械協助人力

操作，亦應標示重量，使工作者知道預期重量，以減少

腰部傷害發生的機會。

●改善操作機具的防振功能，減少因為駕駛機具的長期全

身性振動暴露。

●如無法避免需要人力搬重，應以行政控制的方法減少每

人每天搬運的總重量。

●體重控制。

治療方法

●嚴重程度分為穿戴腰部護具、復健、藥物及手術治療

等...。

參考文獻

1.黃百粲，職業性腰椎椎間盤突出症之認定參考指

引，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A Critical Review of Epidemiologic Evidence 
for Work-Related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 of 
the Neck, Upper Extremity, and Low Back. �nd 
printing. NIOSH,1997: Publication No. 97-1�1.

3.A Seidler，U Bolm-Audorff，T Siol，N Henkel，
et al.Occupational risk factors for symptomatic 
lumbar disc  herniation； a case control study. 
Occup Environ Med �003；�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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頸椎椎間盤突出

案例一

工作內容

　　個案是58歲男性，從事泥水工共42年，每天工

作約8-12小時，平均每個月僅休息2天，工作內容包

含地板與樓梯磨石、牆面粉刷、砌磚及貼磚等工作，

每日工作中有一半的時間需以肩膀扛運重物。

發病過程

　　個案於民國97年6月自覺雙手出現麻痛情形，至

98年因症狀加重而就醫，經神經傳導與核磁共振檢查

後，診斷為頸椎椎間盤突出，其後持續接受復健治療

卻仍未改善，由工會轉介至職業傷病防治中心就診，

由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就其職業暴露資料進行評估，

診斷其疾病與工作之因果關係。

相關醫學資料
診斷過程

1.疾病的證據：依據個案之臨床

症狀、核磁共振檢查與住院手

術病歷顯示，個案頸椎第三與

第四節、第四與第五節以及

第五與第六節頸椎椎間盤突出，診斷為頸椎椎間盤突出

症。

	

�.職業暴露的證據：個案自述從事泥水工已逾40年，工作

內容為地板與樓梯磨石、牆面粉刷、砌磚及貼磚，工作

常需以肩膀搬運重物，包含挑砂(每擔重約60公斤)、挑

石子(每擔重約60公斤)、扛水泥(每包重約50公斤)、挑紅

磚(每挑重約60公斤)、搬支架及木板平台(每個重約30公

斤)以及搬運大理石磁磚(每箱重約15公斤)，每日平均搬

運重物於肩部重約4000公斤~6000公斤。且個案每日工

作8-12小時中，有一半之時間需要以肩膀扛運重物之工

作，並需長期仰頭或轉頭之不正常工作姿勢。

3.符合時序性：個案自述於民國97年起自覺雙手手指麻

痛，且至98年起因症狀加重而就醫，經影像學檢查診斷

為頸椎椎間盤突出，疾病與暴露的因果關係明確，且符

合暴露在前與疾病在後的時序性。

�.符合人類流行病學已知的證據：根據流行病學之研究，

發現頸部過度伸展或不正常姿勢，會增加罹患頸椎病變

的機會；且有研究指出頭部的過度前彎、後彎或側彎，

也與頸部的神經根病變有關。

5.排除其他可能致病的因素：初步排除個案有其他非職業

相關之暴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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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以上所述，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依據職業病診斷

原則進行評估，經評估個案40年來長期從事建築業水泥

工，常需以肩部搬運重物，且需處於長期仰頭或轉頭之不

正常工作姿勢，對頸椎造成慢性累積性的傷害，經影像學

檢查診斷為頸椎椎間盤突出，並大致排除其他非職業性致

病因子，故認定其頸椎椎間盤突出與工作有相當程度之相

關性，故診斷為職業病。

案例二

工作內容

　　個案是48歲女性，從事室內裝潢工作約25年，

每天工作約8小時，每週工作3至5天，工作內容包含

搬運與傳遞建材、裁切建材與協助施工等，每日工作

中約有一半的時間需以肩膀搬運建材。

發病過程

　　個案於民國97年6月自覺右上肢出現肩膀至指尖

痠麻刺痛情形，至98年因症狀加重致使右手無力且無

法抬舉之情形而就醫，經核磁共振檢查診斷為頸椎椎

間盤突出，再由工會轉介至職業傷病防治中心就診，

由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就其職業暴露資料進行評估，

診斷其疾病與工作之因果關係。

相關醫學資料
診斷過程

1.疾病的證據：依據個案之臨床

症狀、核磁共振檢查與住院

手術病歷顯示，個案頸椎第

四與第五節頸椎椎間盤突出

併脊椎狹窄，診斷為頸椎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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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盤突出症。

�.職業暴露的證據：個案自述從事室內裝潢工作約25年，

工作內容為搬運與傳遞建材、裁切建材與協助施工，工

作常需以肩膀搬運建材至不同樓層放置，再將建材裁切

至適當大小後協助木工師傅施工，個案較常搬運之建材

包含木心板(每片38公斤)、夾層板(每片35公斤)、2分板

(每片10公斤)、防火板(每片20公斤)、實木地板(每件45

公斤)、花其松木材(每支25公斤)、門斗(每組12公斤)、

實木門片(每片50公斤)、日本木纖板等(每組25公斤)，每

日工作中約有一半的時間需以肩膀搬運建材，每日平均

搬運重物於肩部重量近約2000公斤。且個案每日工作中

除需以肩膀扛運建材外，裁切建材與協助施工時需維持

長期仰頭或低頭之不正常工作姿勢。

3.符合時序性：個案自述於民國97年起自覺右上肢出現肩

膀至指尖痠麻刺痛情形，至98年因症狀加重致使右手無

力且無法抬舉之情形而就醫，經核磁共振檢查診斷為頸

椎椎間盤突出，疾病與暴露的因果關係明確，且符合疾

病在前與暴露在後的時序性。

�.符合人類流行病學已知的證據：根據流行病學之研究，

發現頸部過度伸展或不正常姿勢，會增加罹患頸椎病變

的機會；且有研究指出頭部的過度前彎、後彎或側彎，

也與頸部的神經根病變有關。

5.排除其他可能致病的因素：初步排除個案有其他非職業

相關之暴露情形。

　　綜合以上所述，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依據職業病診斷

原則進行評估，經評估個案25年來長期從事室內裝潢工

作，常需以肩部搬運建材，且需處於長期仰頭或低頭之不

正常工作姿勢，對頸椎造成慢性累積性的傷害，經核磁共

振檢查診斷為頸椎椎間盤突出，並大致排除其他非職業性

致病因子，故認定其頸椎椎間盤突出與工作有相當程度之

相關性，故診斷為職業病。

頸椎椎間盤突出症之認定參考指引
主要基準

●長期搬抬重物於肩部或頭部。

●放射學檢查證實(如脊髓攝影、電腦斷層或磁振造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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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間盤突出的現象。

●合理排除其他非職業性暴露。

輔助基準

●勞工停止工作或經休息後可改善症狀。

●同一工作環境中有其他人員出現類似症狀，如慢性頸

部、頭頸或頸臂症候群。

頸椎椎間盤突出之預防與治療
預防方法

●處理較重物品的工作，應盡量使用動力機械，協助人力

操作，避免長期以肩部扛舉重物。

●透過適當休息且時常活動筋骨，避免長期不良的頸部工

作姿態，如頸部過度彎曲或伸展和重覆轉頭等。

●改善駕駛之機具，減少造成頸部快速前後甩動的發生

(whiplash	movement)。

●透過工作重新設計，增大工作內容動作之變異性，以減

少固定性工作引起之壓力。

治療方法

●依嚴重程度分為穿戴頸部護具、復健、藥物及手術治療

等...。

參考文獻

1.黃百粲，職業性頸椎椎間盤突出症之認定參考指

引，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H. Mahbub, S. Laskar and Kenjiro Yokoyama：
Prevalence of  Cerv ical  Spondylosis and 
Musculoskeletal Symptoms among Coolies in a 
City of Bangladesh. J Occup Health �00�; ��: 
�9–73

3.M. Miyazaki, Henry J.H., Jeffrey C.W.：Kinem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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腱鞘炎

案例一

工作內容

　　個案是49歲男性，於

民國95年起從事按摩業約3

年，每週工作5天，每天工作

8小時。一天平均需花5小時

按摩，按摩時多需以雙手重

覆揉捏、按壓、敲打客人肩

膀與脖子等部位。

發病過程

　　個案於民國98年出現右手大拇指及指關節疼痛，且拇

指於伸展時出現限制，至醫院就醫經X光檢驗並無顯示關

節炎之變化，因此綜合臨床表現後診斷為肌腱炎合併軟組

織發炎，因骨科醫師認為其症狀與工作相關，故將個案轉

介至職業醫學科專科門診就診，就其職業暴露等資料進行

評估，診斷其疾病與工作之因果關係。

相關醫學資料
診斷過程

1.疾病的證據：經理學檢查，個案右手大拇指有局部痠痛

症狀，其症狀已限制其右手拇指關節之伸展活動，且經

X光檢查排除關節發炎的現象，診斷為右手大拇指屈肌

腱的狹窄性肌腱鞘炎(俗稱扳機指)。

�.職業暴露的證據：個案自述工作內容，每週工作5天、每

天工作8小時，每天工作過程中有5小時替顧客按摩，按

摩過程中需重複以雙手大拇指施力，包含揉捏、按壓、

敲打顧客肩膀與頸部等部位。

3.符合時序性：個案自述從民國95年起從事按摩工作，自

民國98年起出現右手大拇指及指關節疼痛，符合暴露在

前與疾病在後的時序性。

�.符合人類流行病學已知的證據：根據台灣本土的流行病

學研究發現，按摩工作者中約有七成以上，在12個月內

有過一次以上的骨骼肌肉不適，其中，手指或拇指的盛

行率為五成。另外，有一較小規模研究也顯示，按摩工

作者其骨骼肌肉疾患在手指的盛行率高達8成。

5.排除其他可能致病的因素：初步排除痛風、風濕性關節

炎與其他相關非職業因素之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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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以上所述，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依據職業病五大

診斷原則進行評估，經評估個案從事按摩工作約3年，雙

手需大量且反覆使用肌肉關節，經影像學檢查診斷為右手

大拇指肌腱炎合併軟組織發炎（俗稱扳機指）。又本土流

行病學研究顯示，從事按摩之工作者因大量重複使用雙

手，易引起手部肌肉關節不適症狀，且已排除個案無痛風

及風濕性關節炎等非職業性原因，故認定個案之右手大拇

指腱鞘炎與工作有相當程度之相關性，診斷為職業病。

案例二

工作內容

　　案是51歲男性，自民國

60年起即擔任熨衣員，工作

時需以左手拉平衣服，再以

右手持熨斗熨燙衣物，每天

工作8至12小時，每月工作

約20至25天，平均每日處理

的衣物數量至少有240件。

發病過程

　　個案於民國92年起出現右手食指與第四指、左手食指

根部疼痛腫脹，且彎曲後會有伸直困難的症狀，持續治療

復健並無改善，於民國94年接受右手第四指及左手食指板

機指手術治療。其後，因工作量增大，右手食指疼痛症狀

加劇，再次就醫治療，診斷為右手食指扳機指，因懷疑與

工作相關而至職業傷病防治中心就診，並請職業醫學科專

科醫師就其職業暴露資料進行評估，診斷其疾病與工作之

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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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醫學資料
診斷過程

1.疾病的證據：根據臨床檢查發現個案右手食指與第四

指、左手食指根部疼痛腫脹，且彎曲後會有伸直困難的

症狀，經醫師診斷為右手食指屈肌腱的狹窄性肌腱鞘

炎，雖已接受手術治療，但仍有疼痛及活動受限情形。

�.職業暴露的證據：個案自述從事熨衣工作已逾30年，每

天工作8至12小時，每月工作約20至25天，平均每日處

理的衣物數量至少有240件。工作時個案需以左手拉平

衣服，再以右手持熨斗熨燙衣物。而熨斗上有一蒸氣開

關藉以控制熨斗蒸氣，每熨燙一件衣物平均需以右手食

指撥動開關約數十次，每日至少需以右手食指撥動蒸氣

開關2400次以上。

3.符合時序性：個案自述於民國92年起出現右手食指與第

四指、左手食指根部疼痛腫脹，且彎曲後會有伸直困難

的症狀，持續治療復健並無改善，於民國94年接受右手

第四指及左手食指板機指手術治療。其後，因工作量增

大，右手食指疼痛症狀加劇，再次就醫治療，經診斷為

右手食指扳機指，符合暴露在前與疾病在後的時序性。

4.符合人類流行病學已知的證據：根據流行病學之研究，

扳機指係指手指根部髓鞘膜發炎水腫，使手指於彎曲後

無法伸直，並且伴隨有嚴重的發炎疼痛反應；且此種扳

機指常發生在需要以手指操作的工人，包括縫紉人員、

焊接工人及家庭工作人員。

5.排除其他可能致病的因素：初步排除個案從事家事等其

他非職業因素造成之腱鞘發炎。

　　綜合以上所述，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依據職業病五大

診斷原則進行評估，經評估個案長期從事熨衣工作，過程

中需多次以右手食指撥動蒸氣開關，於近期出現手指根部

疼痛腫脹等臨床表現，且經醫學客觀檢查診斷為右手食指

扳機指並接受手術治療，大致排除會引起右手食指腱鞘發

炎之非職業性原因，因此認定其扳機指與工作有相當程度

之相關性，診斷為職業病。

肌腱腱鞘炎之認定參考指引
主要基準

●工作中手部需經常重複同一動作。

●手指出現無法伸直又無法彎曲、關節活動受限與腫脹等

症狀。

●影像學檢查證實(如超音波或磁振造影)為腱鞘炎。

●合理排除其他非職業性致病因素或病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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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基準

●相同工作內容或姿勢之工作者出現相同症狀。

●患病勞工不再從事相同工作內容時症狀可獲得緩解。

扳機指之預防與治療
預防方法

●正確的工作姿勢。避免集中使用同一隻手指或拇指。避

免集中施力且重壓於手指屈肌腱鞘的滑車(pulleys)上。

●建議每次連續工作使用手指40分鐘後應休息約10分鐘，

休息時盡量放鬆及伸展雙手手掌及手臂與頸脖，最好避

免在雙手疼痛時繼續同一工作。

●若使用高振頻機器或工具的勞工，則建議使用較厚重有

吸振功能的手套來防止扳機指的發生。

●盡量減少高度重複性動作，應有適當休息時間。

治療方法

●依嚴重程度分為復健、藥物及手術治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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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側肱骨髁上炎

案例一

工作內容

　　個案是38歲男性，民國82年起從事泥水工約17年，每

週工作四至五天，每天工作8小時。工作內容包含水泥抹

牆、水泥抹地、打牆與砌磚，大部分時間使用手腕進行費

力重複性動作之工作，平均每天重複性動作超過500次。

發病過程

　　個案於民國90年起出現雙手痠麻疼痛症狀，曾至國術

館治療獲得改善，但於民國97年發現工作時左手手肘會疼

痛無力，又再度至國術館接受治療，其後由於症狀加劇致

無法從事工作，接受國術館治療又未獲得改善，經工會將

個案轉介至職業醫學科專科門診就診，就其職業暴露等資

料進行評估，診斷其疾病與工作之因果關係。

相關醫學資料
診斷過程

1.疾病的證據：根據理學檢

查個案腕部伸展與內旋動

作時，肘部外側骨頭突起

的肌腱附著處疼痛感，同

時施以阻抗力疼痛感會加

重；經由肘部超音波檢查，確診為左側肱骨外側髁上

炎。

�.職業暴露的證據：個案自述工作內容，每週工作4~5天、

每天工作8小時，工作內容包含水泥抹牆、水泥抹地、打

牆與砌磚。抹牆時需先以混合水泥與砂成水泥砂漿，粉

刷時再以單手水泥拖板承接水泥(約3~4	kg)，另一手則拿

鏝刀將水泥砂漿均勻抹平於牆面上，大部分時間需使用

手腕進行費力重複性動作之工作，平均每天重複性動作

超過500次，一天總負重約2頓。

3.符合時序性：個案自述從民國82年起從事泥水工約17

年，自民國90年起陸續出現雙手痠麻疼痛與左手手肘疼

痛無力之症狀，並至國術館接受治療也獲得改善，其後

症狀加劇致使工作時雙手無法承接水泥砂漿，就醫診斷

為左側肱骨外側髁上炎，符合暴露在前與疾病在後的時

序性。

�.符合人類流行病學已知的證據：根據已知流行病學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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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顯示，手部用力與需合併用力伸展、反覆性動作以及

手肘極端姿勢等與肱骨髁上炎有關，意即手部用力、反

覆手肘屈曲與伸張會增加罹患肱骨髁上炎的風險。而在

需高度手部用力的機械工、屠夫、建築工人、氣鍋修理

員及肉品包裝員等行業，肱骨髁上炎更具有較高的發生

率。

5.排除其他可能致病的因素：初步排除其他非職業相關因

素造成其疾病。

　　綜合以上所述，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依據職業病五大

診斷原則進行評估，經評估個案從事泥水工已17年，雙手

需大量重複性用力並伸展，經超音波檢查診斷為左側外肱

骨髁上炎（俗稱網球肘）。又已知流行病學研究顯示，需

高度手部用力的建築工人，罹患肱骨髁上炎發生率較高，

且已排除個案無其他非職業相關之致病原因，故認定個案

之左側外肱骨髁上炎與工作有相當程度之相關性，診斷為

職業病。

案例二

工作內容

　　個案是46歲女性，於民國89年起從事超市作業員已10

年，每週工作四至五天，每天工作8至9小時。工作內容包

含掃地、拖地	、提水桶、搬運菜籃與飲料、灑水、下菜以

及整理倉庫等工作，大部分時間使用手腕進行費力重複性

動作之工作，平均每天重複性動作超過700次。

發病過程

　　個案於民國98年起出現右手肘痠痛症狀，曾至中醫診

所接受針灸治療，但症狀並未改善，其後因工作量增加，

導致雙手肘至手腕處出現漲痛感，且於雙手肘內外側有固

定痛點，就醫治療後症狀並未改善，且症狀加重出現雙手

麻木現象，故至職業醫學科專科門診就診，就其職業暴露

等資料進行評估，診斷其疾病與工作之因果關係。

相關醫學資料
診斷過程

1.疾病的證據：根據理學檢

查個案腕部進行背彎動作

時，肘部外側骨頭突起的

肌腱附著處會有疼痛感，

同時施以阻抗力疼痛感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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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加重；經由肘部超音波檢查，診斷為雙側肱骨外側髁

上炎。

	

�.職業暴露的證據：個案自述工作內容，每週工作4~5天、

每天工作8~9小時，工作內容包含掃地、拖地	、提水桶

(7.5公升)、搬運菜籃(10~16台斤)與飲料(100~700台斤)、

灑水、下菜(12~105台斤)以及整理倉庫等工作。其中，

視需求為進貨或秤重上櫃，搬運範圍可從倉庫、台車、

磅秤、貨架至冷藏櫃，大部分時間需以雙手進行費力且

重複性之動作，平均每天重複性動作超過700次，一天總

負重近2頓。

		

3.符合時序性：個案自述從民國89年起從事超市作業員約

10年，自民國98年起出現右手肘痠痛症狀，曾至中醫診

所接受針灸治療，但症狀並未改善，其後因工作量增加

導致雙手肘至手腕處出現漲痛感，且於雙手肘內外側有

固定痛點，就醫治療後症狀並未改善，且症狀加重出現

雙手麻木現象，診斷為雙側肱骨外側髁上炎，符合暴露

在前與疾病在後的時序性。

�.符合人類流行病學已知的證據：根據已知流行病學研

究顯示，手部用力與需合併用力伸展、反覆性動作以及

手肘極端姿勢等與肱骨髁上炎有關，意即手部用力、反

覆手肘屈曲與伸張會增加罹患肱骨髁上炎的風險。而在

需高度手部用力的機械工、屠夫、建築工人、氣鍋修理

員及肉品包裝員等行業，肱骨髁上炎更具有較高的發生

率。又因個案之工作，常需從事手腕費力且重複性動作

等之工作，暴露於重複性關節肌肉工作之人因危害，也

明顯增加罹患肱骨髁上炎的機會。

5.排除其他可能致病的因素：初步排除其他非職業相關因

素造成其疾病。

　　綜合以上所述，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依據職業病五大

診斷原則進行評估，經評估個案從事超市作業員約10年，

雙手需大量重複性用力並彎曲，經超音波檢查診斷為雙側

外肱骨髁上炎（俗稱網球肘）。又已知流行病學研究顯

示，從事高度手部用力且重複性動作的工作，易增加罹患

肱骨髁上炎之機會，且已排除個案無其他非職業相關之致

病原因，故認定個案之雙側外肱骨髁上炎與工作有相當程

度之相關性，診斷為職業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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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側肱骨髁上炎之認定參考指引
主要基準

●工作中手部需經常重複手腕用力伸展或是手臂對抗阻力

於外展的動作。

●手臂肱骨髁上部位因手臂或手腕用力伸展而誘發疼痛，

或是於手臂肱骨髁上部位發生腫脹與局部壓痛的情形。

●影像學檢查證實(如超音波或磁振造影)為外側肱骨髁上

炎。

●合理排除其他非職業性致病因素或病變。

輔助基準

●相同工作內容或姿勢之工作者出現相同症狀。

●患病勞工不再從事相同工作內容時症狀可獲得緩解。

外側肱骨髁上炎預防與治療
預防方法：

●盡量減少高度重複性動作，應有適當休息時間。

●盡量避免手握物品，使力作背彎的動作，必要時佩戴肘

部護具。

●平時多做一些手部關節運動及手臂肌肉拉長伸展運動，

若有症狀應至醫院診治。

治療方法：

●依嚴重程度分為復健、護具、藥物及手術治療等。

參考文獻

1.A Critical Review of Epidemiologic Evidence 
for Work-Related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 of 
the Neck, Upper Extremity, and Low Back. �nd 
printing. NIOSH,1997: Publication No. 97-1�1. 

� .Haah r  JP,  Ande rsen  JH .  Phys i ca l  and 
psychosocial risk factors For lateral epicondylitis: 
a population based case-referent study. Occup 
Environ Med �003; �0:3��–9.

3.Shiri R, Viikari-Juntura E, Varonen H, Heliovaara 
M. Prevalence and determinants of lateral and 
medial picondylitis: a population study.Am J 
Epidemiol �00�;1��;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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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職業肺疾病
塵肺症

案例一

工作內容

　　個案是58歲男性，自民國66年起從事廟宇石柱雕刻工

作，工作中須使用大量手動器具雕刻，過程中會產生大量

可呼吸性粉塵，且個案自述工作時並未佩戴口罩。

發病過程

　　個案自民國80年起出現喘與乾咳的症狀，曾至各醫療

院所就診，但症狀並未改善；其後，於民國93年由於症狀

加重，連從事一般家務也易出現喘的現象，2年後才再次

就醫診斷為塵肺症，並至職業傷病防治中心就診，由職業

醫學科專科醫師就其職業暴露等資料進行評估，診斷其疾

病與工作之因果關係。

相關醫學資料
診斷過程

1.疾病的證據：個案接受肺

功能檢查，發現有中度阻

塞性肺疾病；且依胸部X

光檢查顯示，診斷為塵肺

症第四型。

�.職業暴露的證據：個案從事廟宇石柱雕刻工作已有30

年，工作中需使用鐵鎚、鑿刀、電動鑽石鉅等手動器具

敲、捶、鑽打石柱，且石材多含游離二氧化矽，個案又

自述並未佩戴口罩，故易使其暴露於粉塵環境下。

3.符合時序性：個案從事雕刻工作約15年後，出現乾咳與

喘的症狀，曾就醫診療但並未獲得改善，其後症狀更逐

漸加重，疾病與暴露的因果關係明確，符合暴露在前與

疾病在後的時序性。

�.符合人類流行病學已知的證據：根據本土流行病學研究

調查發現，國內塵肺症主要分佈於煤礦礦工、黏土製品

製造工人、金屬製品製造工人、鋼鐵製造工人、水泥製

造工人、石作製造工人、耐火磚製造工人等。且國內許

多勞工因石作作業暴露於高濃度之可呼吸性結晶型游離

二氧化矽粉塵環境中，已有罹患塵肺症之案例。

5.排除其他可能致病的因素：個案之肺結核痰液檢查呈陰

性反應，且已合理排除其它非職業致病原因。

　　綜合以上所述，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依據職業病五大

診斷原則進行評估，經評估個案從事廟宇石柱雕刻工作已

逾30年，工作約15年後開始出現喘與乾咳症狀，經就醫診

斷為塵肺症第四型。此外，本土流行病學調查顯示，從事

石作作業勞工易因吸入游離二氧化矽而罹患塵肺症，同時

也排除個案無肺結核等非職業相關致病原因，故判定其塵

肺症與工作有相當程度之相關性，診斷為職業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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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工作內容

　　個案是54歲男性，從事房屋拆除工作約30年，每週工

作5天，每天工作8小時。工作時個案需手持電鑽將預拆除

部分破壞，再視需要徒手搬運移除破壞後之磚瓦，且個案

自述工作時並未佩戴口罩。

發病過程

　　個案於工作二十年後，即出現咳嗽及呼吸困難等症

狀，後於民國93年接受健康檢查時始發現肺部異常，經胸

部X光檢查診斷為塵肺症，自覺與工作相關故至職業傷病

防治中心就診，由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就其職業暴露等資

料進行評估，診斷其疾病與工作之因果關係。

相關醫學資料
診斷過程

1.疾病的證據：根據個案自述，

工作二十年後開始出現咳嗽及

呼吸困難等症狀，後於國93年

接受健康檢查時始發現肺部異

常，經胸部X光檢查診斷為塵肺

症第四型。

�.職業暴露的證據：個案從事房屋拆除工作約30年，每週

工作5天，每天工作8小時。工作時個案需手持電鑽將預

拆除部分破壞，再視需要徒手搬運移除破壞後之磚瓦；

個案自述工作現場空氣中常有粉塵揚起、灰塵密佈的情

況，且其工作時並未佩戴口罩。

3.符合時序性：個案自民國68年開始從事房屋拆除工作，

自述於工作二十年後出現咳嗽及呼吸困難等症狀，後於

民國93年接受健康檢查時始發現肺部異常，經胸部X光

檢查診斷為塵肺症，疾病與暴露的因果關係明確，符合

暴露在前與疾病在後的時序性。

�.符合人類流行病學已知的證據：根據本土流行病學研

究調查發現，營建業混凝土所使用之軟石及細砂等含有

結晶型游離二氧化矽，而在進行拆除作業時，打碎後會

有粉塵及二氧化矽暴露的情況暴露的情況；而引起塵肺

症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即為吸入結晶型游離二氧化矽粉

塵。

5.排除其他可能的致病因素：個案之肺結核痰液檢查呈陰

性反應，且已合理排除其它非職業致病原因。

　　綜合以上所述，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依據職業病診斷

原則進行評估，經評估個案從事房屋拆除工作約30年，工

作約20年後開始出現咳嗽及呼吸困難等症狀，經就醫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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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塵肺症。此外，本土流行病學調查顯示，進行拆除工作

時易有粉塵及游離二氧化矽的暴露而罹患塵肺症，同時也

排除該個案無肺結核等非職業相關致病原因，故判定其塵

肺症與工作有相當程度之相關性，診斷為職業病。

矽肺症及塵肺症之認定參考指引
主要基準

●胸部X光檢查依國際勞工聯盟1980年分類為第一型以

上。

●具有可吸入性矽塵及粉塵之職業暴露史。

輔助基準

●肺切片病理檢查確診。

職業肺疾病預防與治療
預防方法

●避免暴露到會引起塵肺症之粉塵、噴砂，切割大理石或

玉石時，應儘可能使用濕式作業，或利用不具毒性的沙

粒取代品。

●佩戴有效的呼吸防護具。

●定期做胸部X光檢查。

治療方法

●依嚴重程度給予藥物、呼吸輔助器及手術治療等。

參考文獻

1.索任，職業性矽肺症及煤礦工人塵肺症認定

參考指引，台灣省慢性病防治局。

�.石作作業勞工粉塵暴露危害調查，2007年，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

3.中部地區鑄造業勞工肺部疾病與粉塵測定濃

度相關性研究，民國83年，IOSH83-M224,	行

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

�.台灣地區塵肺症勞工世代追蹤暨健檢分析研

究，	IOSH87-M306，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

安全衛生研究所。

5.我國結晶型游離二氧化矽暴露現況分析研

究，	OSH96-A323，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

安全衛生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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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相關醫學資料
診斷過程

1.疾病的證據：個案自民國96年4月開始出現乾咳與呼吸

急促現象，同年8月接受電腦斷層檢查，引導左側肋膜切

片檢查證實為間皮細胞瘤，並接受左側全肺暨肋膜切除

手術，病理發現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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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再接受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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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診斷為多發性肋膜及腹膜腫瘤復

發。

�.職業暴露的證據：個案擔任造船公司技術士約28年，在

船舶製造之艤裝部的船裝部門工作，工作內容主要負責

配管工作，包括包裝管路、切割管子、點焊作業等。個

案早期從事管路接合之作業時，有石綿的職業暴露。

		

3.符合時序性：個案從事造船公司配管工作已28年，退休

職業引起的癌症
間皮細胞瘤

案例一

工作內容

　　個案是69歲男性，擔任某國際造船公司技術士約28

年，在船舶製造之艤裝部的船裝部門工作，工作內容主要

負責配管工作，包括包裝管路、切割管子、點焊作業等。

個案早期從事管路接合之作業時，有石綿的職業暴露，推

測石綿職業暴露之期間可能為22年。

發病過程

　　個案擔任造船公司技術士約28年，退休12年後開始

有乾咳與呼吸急促的症狀，至醫院接受電腦斷層檢查，引

導左側肋膜切片檢查證實為間皮細胞瘤，而後至胸腔外科

住院評估及治療，並接受左側全肺暨肋膜切除手術，病理

發現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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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已因罹患瀰漫形惡性間皮細胞

瘤過世；因疑似其疾病為職業所引起，家屬至職業傷病防

治中心，請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就其職業暴露等資料進行

評估，診斷其疾病與工作之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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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後出現乾咳與呼吸急促的症狀，就醫後被診斷為間

皮細胞瘤；且根據赫爾辛基基準（Helsinki	 criteria），

初次石綿暴露至惡性間皮細胞瘤診斷的潛伏期至少需10

年(大部份約30-40年)，個案罹病之潛伏期約40年，符合

暴露在前與疾病在後以及最短暴露期的時序性。

�.符合人類流行病學已知的證據：根據國際癌症研究所

(IARC)在1976年已將石綿列為人類致癌物，石綿與惡

性間皮細胞瘤據有明確劑量效應關係。此外，國外有許

多文獻也指出，石綿暴露與惡性間皮細胞瘤具有因果關

係。

5.排除其他可能致病的因素：已合理排除個案吸菸與曾從

事短期煤礦工人會導致其惡性間皮細胞瘤。

　　綜合以上所述，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依據職業病五大

診斷原則進行評估，經評估個案從事造船公司配管工作已

28年，退休12年後開始出現乾咳與呼吸急促症狀，經就醫

診斷為惡性間皮細胞瘤，潛伏期為40年，已符合罹病之最

短潛伏期。此外，國際癌症研究所(IARC)也指出，石綿為

人類致癌物，且石綿與惡性間皮細胞瘤據有明確劑量效應

關係。同時排除其他可導致惡性間皮細胞瘤之非職業相關

致病原因，故判定其惡性間皮細胞瘤與工作有相當程度之

相關性，診斷為職業病。

職業引起癌症之認定參考指引
主要基準

●疾病證據：主要是組織病理的疾病證據，以組織切片

之病理檢查報告證實為惡性間皮細胞瘤，影響部位

包括胸膜（pleura）、腹膜（peritoneum）或心包膜

（pericardium）、或是瀰漫型（diffuse）惡性間皮細胞

瘤。若臨床上高度懷疑是瀰漫型惡性間皮細胞瘤，配合

合理之實驗室及影像學檢查，則依胸腔內科專科醫師之

診斷證明為臨床的疾病證據。

●暴露證據：由工作史或影像診斷擇一即可

(1)石綿暴露的工作史：職業上可證實有短期或少量的石

綿暴露；職業暴露石綿的工作史5年以上一般較無爭

議，但暴露程度較嚴重者(例如石綿產品製造、石綿

噴塗、隔熱作業，舊建築之拆除，拆船工人，建築工

人，造船工人)暴露工作期間可縮短。

(2)石綿暴露的影像診斷：有石綿肺症（asbestosis）之影

像證據（1/1以上）。

●因果關係符合時序性，首次暴露石綿與肺癌發生的時間

相隔10年以上。

●合理排除其他原因：如游離輻射；若無法排除，職業石

綿暴露至少為一有意義的共同致病因子。

輔助基準

●石綿暴露的實驗室證據：如作業環境空氣中石綿濃度測

定記錄資料，可作為職業暴露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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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部石綿纖維負擔的分析（lung	 fiber	burden	analysis）

發現石綿纖維或石綿小體，肺組織切片的病理學證據，

如廣泛性肺間質纖維化、胸膜透明斑（hyaline	 pleural	

plaques）、石綿纖維、石綿小體。

間皮細胞瘤預防與治療
預防方法：

●於工業衛生上，以製程取代、隔離、通風、防護等方

針，以避免勞工在職業場所暴露到致癌物質或致癌製程

等。

●暴露於可能致癌物質環境之勞工，應每年進行特殊作業

健康檢查。

治療方法：

●依嚴重程度給與化學藥物及手術治療等。

參考文獻

1.Rom et al., The Western Journal of Medicine 
19��;137:5��-55�; Mark et al., Seminars in 
Diagnostic Pathology �00�;�3:�5-3�.

�.Rushton et al., Occup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Medicine �00� Jan 31 online

3.Scandinavian Journal of Work, Environment & 
Health 1997;�3:311-�.

�.Tossavainen A. Asbestos, asbestosis, and 
cancer: the Helsinki criteria for diagnosis and 
attribution. Scand J Work Environ Health 1997; 
�3: 311-�.

5.Wiggins et al., Thorax �007; ��: ii1–ii19; Lem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00�;10(�):�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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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職業引起的
腦心血管疾病
腦中風

案例一

工作內容

　　個案是44歲女性，擔任餐廳外場服務員約10年，工

作內容包含帶位、點菜、收碗筷及洗菜等。根據個案自述

與相關資料等，計算其併發疾病前一個月總加班時數約為

112小時；發病前二至六個月，平均每月超時加班100小時

以上。

發病過程

　　個案於某日工作中因身體不適暈倒，送醫發現血壓過

高，治療後即回家休息，隔日上午開始出現嘔吐情形，下

午症狀加重，因意識模糊再次緊急送醫，診斷為小腦中

風、腦內出血與水腫，隨即施行腦內血腫清除手術，並持

續追蹤觀察與復健；家屬懷疑因工作過勞引起中風，至職

業傷病防治中心就診，請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就其職業暴

露等資料進行評估，診斷其疾病與工作之因果關係。

相關醫學資料
診斷過程

1.疾病的證據：個案於某日工作中因身體不適暈倒，送醫

發現血壓過高，治療後即回家休息，隔日上午開始出現

嘔吐情形，下午症狀加重，因意識模糊再次緊急送醫，

經電腦斷層掃描診斷為小腦中風、腦內出血與水腫。

�.職業暴露的證據：個案擔任餐廳外場服務員約10年，工

作內容包含帶位、點菜、收碗筷及洗菜等，平常工作時

間為下午5點至凌晨3~4點左右，國定假日時需提早1小時

上班，且個案自97年起至發病前，僅有2天休假。以一

天工作10小時計算，發病前一個月上班時數為280小時

(10小時*28天)，扣除每月基本工作時數168小時後，個

第四章　職業引起的腦心血管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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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於發病前一個月超時加班至少112小時；且發病前二

至六個月，平均每月超時加班也為100小時以上。再加

上，個案於病發前適逢年節，工作量增加又長時間夜班

工作，此可為急性循環系統疾病之猝發誘因。

3.符合時序性：個案擔任餐廳外場服務員約10年，發病前

半年有每月超時加班之情形，後於工作中因身體不適暈

倒，送醫發現血壓過高，治療後即回家休息，隔日上午

開始出現嘔吐情形，下午症狀加重，因意識模糊再次緊

急送醫，經電腦斷層掃描診斷為小腦中風、腦內出血與

水腫，符合長期超時加班工作引起急性循環系統疾病之

時序性。

�.符合人類流行病學已知的證據：根據我國現行之「職業

引起急性循環系統疾病診斷認定參考指引」，其中關於

病發前工作時間之相關規範中，個案狀況符合：「發病

當日往前推算一個月，其加班時間超過100小時；發病

日往前推二至六月，每月加班累計超過80小時」；個案

發病前一個月，超時加班112小時，且發病前二至六個

月，平均每月超時加班100小時以上。因此根據認定參

考指引，個案超時工作、工作量增加，以及需長時間值

夜班工作，符合流行病學證據。

5.排除其他可能致病的因素：個案無高血壓及非職業因素

引起之致病原因。

　　綜合以上所述，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依據職業病五大

診斷原則進行評估，經評估個案擔任餐廳外場服務員約10

年，某日工作中因身體不適暈倒，送醫治療後，即回家休

息，隔日因意識模糊再度緊急送醫，經電腦斷層掃描診斷

為小腦中風、腦內出血與水腫；依據個案自述與相關資料

顯示，計算個案發病前一個月，超時加班112小時，且發

病前二至六個月，平均每月超時加班100小時以上。經考

量個案超時工作、工作量增加，以及需長時間值夜班工

作；並排除其他可能引起急性出血性腦中風的非職業相關

致病原因，故判定其出血性腦中風與工作有相當程度之相

關性，診斷為職業病。

急性循環系統疾病診斷認定參考指引
●「起因於外傷的情形」：因於工作上受外傷而發生的疾

病。其中，受傷部位、性質及發病時間，皆需符合醫理

診斷之因果關係。

●「起因於工作的疾病」：需要有一定時間、場所、明確

超乎尋常工作範圍的特殊壓力發生之事實為媒介，而引

發腦心血管疾病。包括：

●死亡前24小時仍繼續不斷工作或死亡前一星期每天工作

超過16小時以上；

●發病當日往前推算一個月，其加班時間超過100小時；

●發病日往前推二至六月，每月加班累計超過80小時。

第四章　職業引起的腦心血管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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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上述工作時間的「量」為判定之重要依據之一，仍需

加以考量工作內容所造成的心理負荷來進行「質」的考量

以作客觀綜合的判定。同時，發病前曾遭遇到造成精神緊

張且與發病具有相當密切關連的工作型態，如不規律的工

作、工作時間過長、經常出差、輪班或夜班、溫度、噪音

或時差等亦可納入考量。此外，仍需考慮勞工原有疾病，

如高血壓、動脈硬化、高血脂或糖尿病，以及吸菸或飲酒

等個人習慣，綜合多項複雜因素加以評估始可判定。

預防與治療
預防方法：

●避免過度疲勞，注意均衡的營養、適當的休息和規律的

運動習慣。

●適度調節工作壓力，減少過勞之工作危險因子。

●平時注重身體的保健及定期健康檢查與追蹤。

治療方法：

●依嚴重程度分為手術、藥物及復健治療。

參考文獻

1.職業引起急性循環系統疾病診斷認定參考指引，行政院

勞工委員會。

噪音引起的聽力受損
聽力損失

案例一

工作內容

　　個案是51歲男性，從事鐵牌印碼製作約11年，每天

工作8小時。鐵牌印碼製作需使用大型機具裁切鐵片並印

碼，每日約需裁切300份鐵片。當機器開啟、裁切、打碼

時噪音皆大於85分貝，個案工作時雖有佩戴耳罩，但其規

格與佩戴方式未符合標準，因此無法提供完整防護。

發病過程

　　個案近三年自覺聽力受損，與人交談時偶爾會聽不清

楚，於民國98年至職業傷病防治中心接受員工特殊危害作

業體檢時，發現聽力檢查異常，右耳及左耳有中度以上之

聽力損失，故建議個案複檢並安排現場訪視，由職業醫學

科專科醫師就其職業暴露等資料進行評估，診斷其疾病與

工作之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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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醫學資料
診斷過程

1.疾病的證據：右耳及左耳於2kHz以上有中度至重度的聽

力損失(PTA：左耳2K：60	dB	；4K：65	dB；	6K：55	

dB；右耳2K：60dB；	4K：65dB；	6K：50	dB)。

�.職業暴露的證據：每日需操作大型機具，以裁切鐵片並

印碼上去，每日需工作8小時，約裁切印碼300份鐵片，

且已工作十一年。該大型機具在運作時噪音大於85分

貝，裁切時為86.7分貝，而在打碼時其噪音則為88.4分

貝，屬於衝擊性噪音。患者在工作的時候有佩戴耳罩，

但其規格並無法提供適當的防護。

3.符合時序性：個案於工作十一年後，最近三年出現症

狀，符合暴露在前與疾病在後的時序性。

�.符合人類流行病學已知的證據：根據Wu,	 T.N.,等人於

1998台灣地區的資料中提到，收集了9535位噪音暴

露大於85dB之勞工，有34%的勞工有噪音引起之聽力

受損，其中19.9%為輕度（40~55dB），14.1%為重度

（>55dB），且重度噪音引起聽力受損在某些工業，例

如:營造業（38.6%）、機具製造/修理業（19.2%）、武

器製造業（13.6%）有特別提高的趨勢。根據流行病學

資料，此個案工作屬於職業性聽力損傷的高危險群。

5.排除其他可能致病的因素：公司並無提供KTV	或電影院

等有噪音之娛樂設施	 ;	此外個案於下班期間並無使用耳

機、唱KTV、聽音響之習慣，故排除其他引起噪音性聽

力損失之可能。

　　綜合以上所述，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依據職業病五大

診斷原則進行評估，經評估個案因長期(11年)暴露於大於

85分貝之噪音環境，兩耳有對稱性之聽力損失，且已知流

行病學研究顯示長期暴露於超過85分貝以上的噪音環境工

作會引起聽力損失。同時也大致排除該個案無任何耳部相

關疾患，也無其他非工作引起之噪音源，故判定其聽力損

失與工作有相當程度之相關性，診斷為職業病。

第五章　噪音引起的聽力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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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工作內容

　　個案是71歲男性，從事墓碑雕刻超過40年，每天工作

時間並不固定，主要是依據其工作量而定。工作內容為搬

運石材再使用電鑽雕刻字體，接著以氣動式噴嘴將粉塵去

除，當使用電鑽與噴嘴時，噪音均超過100分貝以上。

發病過程

　　個案於民國98年因其他疾病而轉診至職業傷病防治

中心，然問診過程發現個案有聽力損失之情形，且個案自

覺近幾年聽力明顯下降，與人交談時偶爾會有聽不清楚現

象，再經詳細純音聽力檢查，診斷為雙耳高頻聽力損失。

相關醫學資料
診斷過程

1.疾病的證據：根據理學檢查與純音聽力檢查(PTA)，聽力

圖呈現4K下降，個案的臨床表現符合雙耳高頻對稱性感

覺神經性聽力異常的診斷。

�.職業暴露的證據：個案於民國52年開始從事墓碑雕刻工

作約40年，最早期時完全以手工雕刻，至15年前才開始

有電腦雕刻。工作中常需手持電鑽雕刻，電鑽引擎運轉

聲超過100分貝，雕刻完仍需使用噴嘴去除多餘粉塵，此

時噪音也將近100分貝。且個案平時暴露於噪音環境時並

無佩戴耳塞。

3.符合時序性：個案於民國52年開始從事墓碑雕刻，共約

工作40餘年，近兩三年自覺有明顯聽力下降，和人交談

偶而會聽不清楚，符合暴露在前與疾病在後的時序性。

�.符合人類流行病學已知的證據：根據郭等人之職業病概

論一書，提及數個具較高噪音暴露危險的職業，其中包

含玻璃製造加工、營造、爆破、金屬製品、鋼鐵業、航

站維修、石製品加工、石雕及噴砂等作業。此個案工作

屬於具高噪音暴露危險的石製品加工行業。

5.排除其他可能的致病因素：個案平日並無聽隨身聽之習

第五章　噪音引起的聽力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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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且無外傷及中耳炎等相關疾病病史。雖然聽力圖呈

現4K及8K聽力下降，又個案年已屆	70歲，疑合併老年

性聽力損失；但個案已持續從事此工作40年以上，噪音

暴露量應已足夠。

　　綜合以上所述，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依據職業病診斷

原則進行評估，經評估個案長期暴露於超過100分貝之噪

音環境，聽力圖檢查呈現4K凹陷，且無外傷、中耳炎等病

史，然個案已年屆70歲，應為長期噪音暴露合併老年性聽

力障礙。但是，個案已工作超過40年，噪音暴露足夠判定

其聽力損失與工作有相當程度之相關性，且個案工作屬職

業性聽力損傷的高危險群，故診斷為職業病。

聽力損失診斷之認定參考指引
主要基準

●有職業性噪音作業環境之暴露史及合理的聽力損失發病

之時序性。

●屬感覺性神經性聽力損失，且純音聽力檢查圖出現4K或

6K凹陷。

●排除如年齡或藥物引起的中耳疾病等非職業性噪音因素

引起的感覺性聽力損失。

輔助基準

●職業性聽力損失最多發生在噪音暴露的最初5年，且當

停止噪音暴露後，噪音引起的聽力損失通常會停止。

●聽力檢查結果比職前檢查下降10分貝以上。

●兩耳之聽力損失程度具對稱性，即二側聽力損失之差距

在10分貝以內。

聽力損失預防與治療
預防方法：

●工作場所因機械設備所發生之聲音超過85分貝時，應採

取工程控制、隔離噪音源，減少勞工噪音暴露時間。

●對於勞工八小時日時量平均音壓級超過85分貝或暴露劑

量超過百分之五十時，應使勞工佩戴有效之耳塞、耳罩

的防護具。

●定期接受純音聽力檢查。

●避免有害於聽力之藥物使用。

治療方法：

●對於已顯著聽力下降之噪音環境工作人員，應建議變更

至非噪音工作環境。

●聽力損失至一定嚴重度，需至耳鼻喉科專科醫師評估是

否需佩戴助聽器，以改善生活品質。

第五章　噪音引起的聽力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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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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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膚疾病
職業接觸性皮膚炎

案例一

工作內容

個案是66歲男性，從事皮革加工工作約7年。主要工作內

容為皮革加工工作過程中的染皮革與皮革吊乾作業，每週

工作6天、每天工作8小時。

發病過程

個案於某天從事皮革加工工作後，曾因全身起水泡而就醫

治療，隔數月於工作後四肢又起紅疹發癢，再次就醫且接

受皮膚切片被診斷為過敏性皮膚炎，然多次經藥物治療後

症狀仍未見改善，故至職業傷病防治中心就診，由職業醫

學科專科醫師就其職業暴露等資料進行評估，診斷其疾病

與工作之因果關係。

相關醫學資料
診斷過程

1.疾病的證據：依據個案理

學檢查發現其臉部、頸

部、雙手及雙臂有紅色丘

疹及斑塊，且有苔癬及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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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角質化現象，診斷為接觸性皮膚炎。	

�.職業暴露的證據：個案從事皮革加工工作約7年，皮革加

工過程包含濕皮檢驗→裁皮→片皮→削皮→藍濕皮分級

→染色作業→煎板(烘乾)作業→吊乾作業→打軟→磨皮

→清粉作業→摔鼓作業→成品修邊→修色→測試→成品

檢驗，個案主要負責染色與吊乾作業。染色作業需以磅

秤稱定量染料、鉻、碳酸氫銨(銨粉)與其他化學品(如甲

酸)注入漏斗，再經由電動滾桶轉動，使混合後之染色物

質與皮革充份混合。其後，經由煎板烘乾作業後，再由

個案從煎板上取下皮革吊掛於鐵桿上，此鐵桿會再通過

烘箱，使其上之皮革經由烘箱之溫度烘乾。個案自述過

程中並未佩載任何防護性用具，如手套、口罩或工作鞋

等，且染料混合之化學物質具有刺激性，故直接接觸於

手部皮膚時易造成接觸性皮膚炎。

3.符合時序性：個案於98年曾二次於工作後，四肢及軀幹

皮膚出現紅疹及發癢，疾病與暴露的因果關係明確，符

合暴露在前與疾病在後的時序性。

�.符合人類流行病學已知的證據：根據孫等人調查某院接

觸性皮膚炎病人，發現刺激性皮膚炎好發於手指的背面

和腹面以及指尖部份，過敏性皮膚炎則好發於手指和手

掌的背面及指甲溝部份，而常見的刺激過敏物質為鉻酸

鹽、鎳、鈷、香水、環氧樹脂和對苯二胺(PPD)。其後，

孫等人針對鉻進行調查，發現濕疹病人中男性對鉻過敏

原因多與職業有關，其中以水泥工最多，其次是印刷

工、機械保養與皮革業。

5.排除其他可能致病的因素：依據個案自述及病歷紀錄，

個案從事皮革加工前並未有接觸性過敏性皮膚炎之病

史，也初步合理排除其它非職業之致病原因。

　　綜合以上所述，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依據職業病五大

診斷原則進行評估，經評估個案從事皮革加工作業，工作

內容包含皮革染色與吊乾作業，過程中需接觸鉻、鉻酸

鹽、甲酸及甲醛等刺激性化學物質，又個案自述並未佩戴

手套等防護用具，遂多次曾於工作後出現皮膚紅疹發癢等

刺激過敏症狀。此外，已知流行病學研究顯示從事皮革業

與鉻過敏造成之接觸性皮膚炎有關，也同時排除個案無相

關病史與非職業之致病因素，故判定其接觸性皮膚炎與工

作有相當程度之相關性，診斷為職業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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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工作內容

　　個案是30歲男性，從事冷氣空調機電技工，工作內容

包含冷氣空調的維修、保養及清洗工作，過程中會使用氫

氟氨液。

發病過程

　　個案於民國98年進行冷氣機保養與清洗工作，於當日

工作後自覺雙手有刺痛感，後因過於疼痛而至醫院就醫，

然接受止痛治療後，雙手皮膚與指甲仍持續變黑及脫落，

故至職業傷病防治中心就診，由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就其

職業暴露等資料進行評估，診斷其疾病與工作之因果關

係。

相關醫學資料
診斷過程

1.疾病的證據：根據個案自述，某日進行冷氣機保養與

清洗時，於當日工作後自覺雙手有刺痛感，後因過於疼

痛而至醫院就醫，由此臨床皮膚表現診斷為接觸性皮膚

炎。

�.職業暴露的證據：個案於某日進行冷氣機保養與清洗

時，使用含5％氫氟酸的氫氟氨液，且過程中並無佩戴手

套，口罩等防護用具，易使氫氟酸直接接觸於手部皮膚

造成接觸性皮膚炎。

		

3.符合時序性：根據個案自述，使用氫氟酸清洗冷氣機

後，即自覺雙手刺痛並於其後因疼痛症狀加重而至醫院

就醫，疾病與暴露的因果關係明確，符合暴露在前與疾

病在後的時序性。

�.符合人類流行病學已知的證據：根據台灣本土流行病學

調查顯示，於某院皮膚科就醫確診為接觸性皮膚炎的患

者中，主要包含電子、美髮、醫療、建築、化學製品、

印刷等行業。一般主要係因接觸各種化學物質、清潔劑

及有機溶劑等，而個案於工作中需接觸具刺激性的化學

物質氫氟酸，極可能引起接觸性皮膚炎。

5.排除其他可能的致病因素：個案自述過去無相關過敏或

第六章　皮膚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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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膚疾病等病史，且已合理的排除其他可能致病因。

　　綜合以上所述，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依據職業病診斷

原則進行評估，經評估個案從事冷氣空調機器保養及清洗

工作，過程中需使用含氫氟酸的氫氟氨液，其後自覺雙手

刺痛就醫治療，經醫師診斷為接觸性皮膚炎。此外，本土

流行病學調查顯示，常需接觸各種刺激性化學物質者，易

引起接觸性皮膚炎，也同時排除該個案無相關病史與非職

業之致病因素，故判定其接觸性皮膚炎與工作有相當程度

之相關性，診斷為職業病。

皮膚病診斷之認定參考指引
主要基準

●皮膚病變是工作之後，才發生或惡化。

●皮膚病變的位置與工作環境之暴露有關。

●工作上接觸物質是皮膚過敏性物質或刺激性物質，或其

他會致職業皮膚病之物質。

●若疑為過敏性接觸皮膚炎，則需貼膚試驗以確認可疑的

過敏性致因物質。

輔助基準

●追蹤觀察休假或調換工作時病況有所改善。

●其它常見皮膚病已被合理的排除。

皮膚病預防與治療
預防方法：

●雇主應儘可能提供不會傷害皮膚之原料物質。

●雇主和員工都應了解所使用物質之危害及應變措施，若

為不可避免的情況，則應提供適當防護措施，如戴手套

或穿防護衣，並保持個人及工作環境的乾淨等。

治療方法：

●藥物治療以減緩個案皮膚紅腫發炎為主。

參考文獻

1.職業性皮膚病認定參考指引，行政院勞工委員

會。

�.孫啟璟(1984)。兩年來的貼膚試驗經驗。台灣醫

誌	, 79, ��0-��9.

3.孫啟璟(1984)。鉻過敏皮膚炎。台灣醫誌 , �3, 

�99-70�
� . C h e w，A . L .，M a i b a c h，H . I .（� 0 0 3） .

Occupational issues of irritant Contact dermatitis.
Int Arch Occup Environ Health 7�（5），
339-3��.

5.Fisher AA:Contact dermatitis. Lea ＆ Febijerr. 
Phi1edelphia, 3rded：���-51�, 19��.

� . G u o  Y L ,  Wa n g  B J ,  L e e  J Y,  C h o u  S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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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精神或心理疾病
職業外傷引起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案例一

工作內容

　　個案是29歲男性，擔任某工程公司的水管工，其主要

工作為在地下一層深度的汫溝內埋設水管(外直徑約為1.3

公尺)。

發病過程

　　個案在某個星期日加班工作，在地下一層深度的汫溝

內埋設水管(外直徑約為1.3公尺)作業時，突然發生路面坍

塌，個案當場被路面土石壓至水管上，右臉撞上水管後失

去知覺。隨即個案被救出後由工地主任緊急送醫院急診，

並住院10天接受手術治療，出院後因為咬合不正，吃東西

有困難，故於事發之15天後至醫院整形外科治療，並接受

手術，住院9日。

Occupational hand dermatoses of hairdressers in 
Tainan City . Occup Environ Med. 199� Oct ; 51
（10）: ��9-9�.

7.Guo YL, Wang BJ, Lee JY, Wang JD. Prevalence 
of  dermatoses and skin sensitization associated 
with use of pesticides in fruit farmers of southern 
Taiwan. Occup Enviro Med . 199� Jun; 53 (�): 
��7-31.

�.Guo YL, Wang BJ, Yeh KC, Wang JC, Kao HH, 
Wang MT, Shih HC, Chen CJ. Dermatoses in 
cement workers in southern Taiwan . Contact 
Dermatitis . 1999 Jan ; �0(1): 1-7.

9.Occupatioa1 Disease in California, 1971-197�，
Burean of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epidemiology,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Health 
Berkeley, 197�.

10.Sun CC: Allergic contract dermatitis due 
to chromium, J Formosan Med Assoc �3: 
�99-70�,19��.

11.Sun CC: Clinical experiences of occupational 
dermatoses in recent years. the Kaohsiung 
Journal of medical sciences. �;37�-3�5, 19��

1�.Sun CC: Guo YL, Lin RS. Occupational hand 
dermatitis in a tertiary referral dermatology 
clinic in Taipei. Contact dermatitis. 1995 
Dec;33(�):�1�-�

個案工作中意外受傷住院，

電腦斷層檢查的3D重建圖。

顯示其在顏面骨有多處骨折

現象(箭頭所示)及咬合不正，

需戴校正器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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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急性治療之後，雖外科手術尚稱順利，但個案表示

常作惡夢，夢到地震，睡眠品質不佳，心情不好，無故會

容易生氣，想到回去原工作場所就害怕，因此個案於受傷

五個月後至精神科門診就診。精神科專科醫師診斷個案為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及重度憂鬱症。另公司要求個案回去工

作，但個案表示無法回去原工作場所工作，轉至職業醫學

科門診就醫，請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就其職業暴露等資料

進行評估，診斷其創傷後症候群與工作之因果關係。

相關醫學資料
診斷過程

1.疾病的證據：個案於某日工作中發生意外，遭受嚴重外

傷(顏面骨粉碎性骨折、右眼鈍傷合併眼皮閉合不全及

角膜糜爛)經送醫手術治療已恢復，但個案表示會常作

惡夢，夢到地震，睡眠品質不佳，心情不好，無故會容

易生氣，想到回去原工作場所就害怕，經與精神科專科

醫師會談，個案符合DSM-IV(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所定義之創傷後障礙症及重

度憂鬱症發作之診斷標準，故診斷其為創傷後壓力症候

群。

�.職業暴露的證據：個案於某日加班工作，在地下一層深

度的汫溝內埋設水管(外直徑約為1.3公尺)作業時，突然

發生路面坍塌，個案當場被路面土石壓至水管上，右臉

撞上水管後失去知覺。其後，個案表示常作惡夢，夢到

地震，睡眠品質不佳，心情不好，無故會容易生氣，想

到回去原工作場所就害怕。個案於工作中遭受嚴重肢體

外傷，於該次意外事件過程並經歷重大的心理創傷。	

3.符合時序性：個案於某日工作意外後，開始出現常作惡

夢，夢到地震，睡眠品質不佳，心情不好，無故會容易

生氣，想到回去原工作場所就害怕等情形，符合DSM-IV

診斷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符合人類流行病學已知的證據：根據Asmundson等人在

1998年的研究報告，指出在工作意外傷害之後，有近

三成五的患者會出現創傷後症候群，且出現創傷後障礙

症的患者有較顯著的憂鬱症狀。此外，	Cansever等人在

2003年的調查也發現，遭受意外傷害需要截肢的患者，

其中有高達34.7%的患者出現憂鬱症的情形。

5.排除其他可能致病的因素：個案無神經系統疾病與非職

業因素引起之致病原因。

　　綜合以上所述，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依據職業病五大

診斷原則進行評估，經評估個案於某日工作進行地下水管

埋設時，發生路面坍塌意外，個案被路面土石壓至水管

上，遭受嚴重外傷(顏面骨粉碎性骨折、右眼鈍傷合併眼皮

閉合不全及角膜糜爛)，雖經手術治療尚稱順利，但個案

表示會常作惡夢，夢到地震，睡眠品質不佳，心情不好，

第七章　精神或心理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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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故會容易生氣，想到回去原工作場所就害怕，經精神科

專科醫師會談，個案符合DSM-IV所定義之創傷後障礙症及

重度憂鬱症發作之診斷標準。此外，根據相關研究顯示，

遭後工作意外傷害者有3成的患者會出現憂鬱症或創傷後

障礙症的情形；再加上排除個案無神經系統或其他非職業

因素致病因子。因此，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判定此個案之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與其工作環境具有相關性，診斷為職業

病。

工作相關心理壓力事件引起之精神疾病

認定參考指引
主要原則

●由精神科醫師出具之診斷書註記為ICD-10中F0至F9之診

斷。

●該事件距離發病時間約六個月，可客觀認定其工作事件

可能造成該精神障礙發病之，而造成強烈的心理壓力。

●依據本國認定參考指引中「工作場所中的心理壓力評估

及紀錄表」評估工作造成的心理壓力強度，並檢討該程

度是否可能造成精神障礙發病；但若有下列情形之一，

則不需依據上表評估其心理壓力強度：

1.因工作遭遇生死交關之事故等，以致致造成極大的心理

壓力；

�.因工作傷病而處於療養中的當事人，因病況急遽變化

等，而遭遇極度痛苦時；

3.極度的長時間工作，而無法確保生理需求之最低限度睡

眠時間等。

輔助原則

●依據本國認定參考指引中「非因工作造成的心理負荷評

估及紀錄表」評估非工作造成的心理壓力強度，	非極端

嚴重且無個人因素。

●排除發病前一年內曾有相關之精神病史、家族病史或成

癮物質濫用者。

工作相關心理壓力事件引起之精神疾病

預防與治療
預防方法

●維持規則的睡眠、運動、健康的飲食。

●家人朋友多給予心理支持和鼓勵。

治療方法

●如個案情緒有明顯的憂鬱狀況，需陪同其接受認知心理

療法以及適當藥物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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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其他
潛水夫症

案例一

工作內容

　　個案是36歲男性，為職業潛水員且從事水下工程工作

已13年。水下工程工作內容為放置測量水深、水流等水文

條件之偵測儀器，平均每天潛水次數為3次，每次60至90

分鐘，潛水深度約10-16公尺。

發病過程

　　個案於某次潛水時，需於水深40-50公尺處放置儀

器，但因海床較陡及水流不佳，下滑至水深約70公尺處，

加上當時潛水設備發生故障，導致個案無法照正常減壓程

序上升。上岸後，自覺右手肘關節有刺痛感而至醫院就

醫，經加壓治療症狀稍有改善。其後，個案於某次從事水

下工作時，再度復發且右手肘持續疼痛，故至職業傷病防

治中心就診，由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就其職業暴露等資料

進行評估，診斷其疾病與工作之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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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2010 職業病彙編

相關醫學資料
診斷過程

1.疾病的證據：根據個案自述其右手肘關節有刺痛感，經

理學檢查發現有右上臂局部壓痛感，且右手肘彎曲時會

刺痛，經緊急再加壓治療後，大部分的症狀減輕但仍有

局部持續性疼痛之症狀，符合第一型減壓病之診斷。

�.職業暴露的證據：個案從事潛水工作已有13年，工作內

容為放置測量水流、深度等水文條件之偵測儀器，該儀

器預計放置於海下40至50米深之海床，但因海床較陡及

水流狀況等，使其滑落至水深70公尺處，再加上其潛水

設備發生故障，以致於個案無法按照正常的減壓程序上

升。

3.符合時序性：個案於某次下潛工作時，未依一定減壓程

序緩緩上升，使溶解於身體組織內的氮氣形成氣泡，隨

著潛水深度的減小氣泡體積增大，致上岸後氣泡堆積於

關節引起疼痛，疾病與暴露的因果關係明確，符合暴露

在前與疾病在後的時序性。

�.符合人類流行病學已知的證據：根據Todmen等人研究

職業性潛水與減壓病之關係，發現職業性潛水之族群約

51%有減壓病，而且相對於沒有潛水暴露之族群較易罹

患潛水夫病。又本會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於本土研究也

發現，國內職業潛水人員(海事工程、打撈人員、捷運異

常氣壓作業人員等)，至少每五個人就有一人會罹患潛水

夫病(19.9%)。

5.排除其他可能致病的因素：個案無痛風、尿酸過高、退

化性關節炎和重要外傷等病史，可合理排除其它可能的

致病原因。

　　綜合以上所述，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依據職業病五大

診斷原則進行評估，經評估個案從事水下工程作業，因某

次下潛工作未依正常程序減壓上岸，導致其右上臂因氣泡

堆積引起局部疼痛之潛水夫病。此外，已知流行病學研究

顯示處異常壓力工作環境者，容易因未適當減壓罹患潛水

夫病，也同時排除該個案無痛風、關節炎等相關疾患，故

判定其潛水夫病與工作有相當程度之相關性，診斷為職業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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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工作內容

　　個案是49歲男性，從事海底工程潛水工作已19年，工

作內容包含海底管線鋪設、海底沉箱、水底爆破及切割等

工作，每次下潛時會穿戴潛水衣及空壓機提供所需的氧及

氮氣，深潛時則穿著水肺，個案每年工作200天以上，每

次需潛水0.5至3小時，水深從45-150公尺不等。

發病過程

　　個案於民國88年從事潛水作業時，上岸後曾有胸部悶

痛且上肢關節麻木疼痛，至醫院就醫治療被診斷為第一型

減壓病，經加壓治療後症狀已改善。其後，個案於從事潛

水工作後，皆有類似症狀並持續接受高壓氧治療，故至職

業傷病防治中心就診，由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就其職業暴

露等資料進行評估，診斷其疾病與工作之因果關係。

相關醫學資料
診斷過程

1.疾病的證據：根據個案自述，從事潛水工作後數小時至

2~3天，會有胸悶、胸痛、上下肢麻木及膝關節疼痛等症

狀，且有全身倦怠、虛弱、頸部疼痛的現象，符合第一

型減壓病之診斷。

�.職業暴露的證據：個案擔任海底工程潛水職務已19年，

工作內容為海底管線鋪設、海底沉箱及水底爆破等，

長期多次重覆潛水，每次需潛水0.5至3小時，水深約

45-150公尺不等。又個案自述，其同事中有3至4人曾經

罹患潛水夫病經減壓艙治療。

3.符合時序性：根據個案自述，從事潛水工作後數小時至

2~3天，會有胸悶、悶痛、上下肢疼痛麻木及膝關節疼痛

等症狀，疾病與暴露的因果關係明確，符合暴露在前與

疾病在後的時序性。

�.符合人類流行病學已知的證據：根據Todmen等人研究

職業性潛水與減壓病之關係，發現職業性潛水之族群約

51%有減壓病，而且相對於沒有潛水暴露之族群較易罹

患潛水夫病。又本會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於本土研究也

發現，國內職業潛水人員(海事工程、打撈人員、捷運異

常氣壓作業人員等)，至少每五個人就有一人會罹患潛水

夫病(19.9%)。

5.排除其他可能的致病因素：根據各項檢查顯示，個案無

高血壓、糖尿病、高血脂及心臟病等病史，亦無相關疾

病之手術治療紀錄，故合理的排除其他可能致病因。

　　綜合以上所述，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依據職業病診斷

原則進行評估，經評估個案從事海底工程，需經常重複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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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作業，使體內累積過多氮氣氣泡累積於體內，致使潛水

工作後數小時至2~3天會有胸痛、上下肢麻木及膝關節疼痛

等症狀。此外，已知流行病學研究顯示處異常壓力工作環

境者，容易因未適當減壓罹患潛水夫病，也同時排除該個

案無相關疾患，故判定其潛水夫病與工作有相當程度之相

關性，診斷為職業病。

異常氣壓作業意外事件之認定參考指引
主要基準

●有異常氣壓職業之暴露史和時序性。

●有相對應之健康症狀，第一型減壓症會造成關節疼痛。

輔助基準

●同一工作環境中有其他人員出現類似症狀。

●無其他非工作相關之致病因素。

潛水夫症預防與治療
預防方法：

●從事潛水夫、水下工作者或壓力式坑道工作者，若其工

作牽涉到增壓與減壓過程時，皆需要經過詳細體檢，若

有肥胖或其他疾病，如心血管疾病、慢性阻塞性肺病，

癲癇或骨折病史等，則較不適從事本工作。

●需接受增加與減壓標準流程的教育訓練。

治療方法：

●以高壓氧治療為主。

參考文獻

1.牛柯琪，異常氣壓作業意外事件認定參考指引，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王賢和．高壓氧治療下的不同面向．台灣醫界．

2009；52(6)：33-34。

3.王賢和．動脈氣體栓塞症．內科學誌．2009；

20(4)：301-308。

4.Huang	KL,	Lee	HC,	Huang	GB,	Lin	TF,	Niu	KC,	Liou	

SH,	Lin	YC:	Diving	pattern	 and	work	 schedule	of	

construction	well	divers	in	Taiwan.	Undersea	Hyperb	

Med	1998;25(2):99-109.

5.K	Todnem,	H	Nyland,	B	K	Kambestad,	 J	A	Aarli:	

Influence	of	occupational	diving	upon	 the	nervous	

system:	an	epidemiological	study.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Medicine	1990;47:708-714.

6.Massey	E.W.,	Neurologic	Injuries	from	Scuba	Diving.	

Neurol	Clin	2008;26:297–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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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機鉛及其它化合物之中毒

案例一

工作內容

　　個案是50歲女性，從事鉛酸蓄電池製作約14年，每週

工作6天，每天工作8小時。鉛酸蓄電池製作原料為二氧化

鉛、硫酸、海綿鉛、鉛合金(製作極板)，以及少部分添加

物質和印刷油墨；製作過程包含極板鑄造和鉛粉製造，並

以塗膏、裁切、刷版、焊接等方式將鉛粉結合極板，於工

作中將大量暴露於鉛粉和鉛燻煙中。

發病過程

　　個案於民國97年員工特殊危害作業健檢中發現血鉛

值過高(44.8ug/dL)，並將其列為三級管理，隔年該個案體

檢血鉛值些微上升至46.7ug/	 dL，故至職業傷病防治中心

看診，臨床檢查發現個案左手感覺麻木合併雙側手部掌面

感覺略微較遲鈍，也有典型症狀表現，並經神經學檢查證

實雙側正中神經反應時間延長合併傳導速度降低，確認該

個案雙側正中神經中度損傷，再請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就

其職業暴露等資料進行評估，診斷其疾病與工作之因果關

係。

相關醫學資料
診斷過程

1.疾病的證據：個案於民國97年員工特殊危害作業健檢中

發現血鉛值過高，臨床檢查發現個案左手感覺麻木合併

雙側手部掌面感覺略微較遲鈍，也有典型症狀表現，並

經神經學檢查證實雙側正中神經反應時間延長合併傳導

速度降低，確認該個案雙側正中神經中度損傷。

�.職業暴露的證據：個案從事鉛蓄電池製作，每週工作6

天，每天工作8小時，製作過程包含極板鑄造和鉛粉製

造，並以塗膏、裁切、刷版、焊接等方式將鉛粉結合極

板，而鉛酸蓄電池製作原料為二氧化鉛、硫酸、海綿

鉛、鉛合金(製作極板)，以及少部分添加物質和印刷油

墨，故個案於工作中大量暴露於鉛粉和鉛燻煙中。

3.符合時序性：個案於工作超過十年後，經由特殊危害健

康檢查發現血鉛值過高，且有典型神經學症狀，疾病與

暴露的因果關係明確，符合暴露在前與疾病在後的時序

性。

�.符合人類流行病學已知的證據：根據許多流行病學研究

顯示，暴露於鉛作業環境下的工人，會出現許多負面的

健康效應，其中鉛對於神經的傷害是最早被發現，包含

降低神經傳導速率。此外，目前已知之鉛及其合金最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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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於鉛蓄電池製造與回收，故鉛蓄電池生產工為無機

鉛及其化合物所致之中毒的高危險作業。

5.排除其他可能致病的因素：已合理排除相關非職業性致

病原因。

　　綜合以上所述，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依據職業病五大

診斷原則進行評估，經評估個案因長期(14年)暴露於鉛粉

和鉛燻煙環境中，經特殊危害作業健檢查發現血鉛過高且

有典型神經學症狀，又已知流行病學研究顯示長期暴露於

無機鉛可能導致神經症狀	。同時也已合

理排除會引起此種神經症狀之非

職業性原因，故判定此鉛中毒

之健康效應與工作具有相當程

度之相關性，診斷為職業病。

案例二

工作內容

　　個案是46歲男性，從事鉛酸蓄電池製作約8年，每週

工作6天，每天工作12小時。鉛酸蓄電池製作原料為二氧

化鉛、硫酸、海綿鉛、鉛合金(製作極板)，以及少部分添

加物質和印刷油墨；製作過程包含極板鑄造和鉛粉製造，

並以塗膏、裁切、刷版、焊接等方式將鉛粉結合極板，於

工作中大量暴露於鉛粉和鉛燻煙中。

發病過程

　　個案於民國97年員工特殊危害作業健檢中發現血鉛值

極高(68.7ug/dL)，並將其列為三級管理，隔年該個案體檢

血鉛值為61.5ug/	dL，故至職業傷病防治中心看診，個案自

述有手部疼痛與貧血現象，且經臨床檢查發現個案雙手手

掌部位感覺降低，也有典型症狀表現，並經神經學檢查證

實雙側尺神經反應時間延長合併傳導速度降低，確認該個

案雙側尺神經病變，再請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就其職業暴

露等資料進行評估，診斷其疾病與工作之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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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醫學資料
診斷過程

1.疾病的證據：個案於民國97年員工特殊危害作業健檢中

發現血鉛值過高，臨床檢查發現個案雙手手掌部位感覺

降低，也有典型症狀表現，並經神經學檢查證實雙側尺

神經反應時間延長合併傳導速度降低，確認該個案雙側

尺神經病變。

�.職業暴露的證據：個案從事鉛蓄電池製作，每週工作6

天，每天工作12小時，製作過程包含極板鑄造和鉛粉

製造，並以塗膏、裁切、刷版、焊接等方式將鉛粉結合

極板，而鉛酸蓄電池製作原料為二氧化鉛、硫酸、海綿

鉛、鉛合金(製作極板)，以及少部分添加物質和印刷油

墨，故個案於工作中大量暴露於鉛粉和鉛燻煙中。

3.符合時序性：個案於工作多年後，經由特殊危害作業健

康檢查發現血鉛值過高，且有典型神經學症狀，疾病與

暴露的因果關係明確，符合暴露在前與疾病在後的時序

性。

�.符合人類流行病學已知的證據：根據許多流行病學研究

顯示，暴露於鉛作業環境下的工人，會出現許多負面的

健康效應，其中鉛對於神經的傷害是最早被發現，包含

降低神經傳導速率。此外，目前已知之鉛及其合金最常

使用於鉛蓄電池製造與回收，故鉛蓄電池生產工為無機

鉛及其化合物所致之中毒的高危險作業。

5.排除其他可能致病的因素：已合理排除個案為缺鐵性與

海洋性貧血，以及其他相關非職業性致病原因。

　　綜合以上所述，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依據職業病五大

診斷原則進行評估，經評估個案多年暴露於鉛粉和鉛燻煙

環境中，經特殊危害作業健檢查發現血鉛過高且有典型神

經學症狀，又已知流行病學研究顯示長期暴露於無機鉛可

能導致神經症狀	。同時也已合理排除會引起此種神經症狀

之非職業性原因，故判定此鉛中毒之健康效應與工作具有

相當程度之相關性，診斷為職業病。

職業起因之無機鉛及其化合物所致之中

毒診斷認定參考指引
主要基準

●有職業性鉛環境之暴露史。

●生物監測(如血中鉛)有鉛負荷增加之證據。

●有鉛危害相關之器官或系統受損症狀。

輔助基準

●勞工停止工作或經休息後可改善症狀。

●同一工作環境中有其他人員出現類似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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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之時間與強度足以導致其症狀。

無機鉛及其化合物所致之

中毒預防與治療

預防方法

●對於工作有可能產生鉛粉塵或薰煙者，雇主應裝配有合

適之通風裝置，並於工作場所提供勞工淋浴、清洗工作

衣以及乾淨之吃飯空間。

●雇主應依規定定期實施健康檢查。

●勞工應佩戴適當有效之呼吸防護具。

治療方法

●依嚴重程度不同施以醫療移離、口服青黴胺及螯和治

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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