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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勞工因工作促發之肌肉骨骼疲勞與傷病是重要的職業安全衛生議題，近年依據勞保給

付資料顯示，勞工肌肉骨骼傷病非常普遍而且耗費許多社會成本。因工作所引起的肌肉骨骼

傷病主要成因為高重複動作、過度施力、振動、低溫、以及不良的工作姿勢，以致造成勞工

頸、肩、腰、腕等關節部位的痠痛、疲勞以及疾病。為了有效降低肌肉骨骼傷病，勞安所積

極走入工廠去改善工作場所，鑑別工作與傷病關係，掌握需要改善的危害因子，推動預防職

場肌肉骨骼傷病工作。

因應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項規定，雇主對於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預

防，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以預防勞工遭受職業傷病的衝擊。本所探討職

場人因工程管理機制，分析工作有關之肌肉骨骼傷病的成因，收集國外人因工程管理機制及

人因性危害防止計畫推動方案，並調查從業人員肌肉骨骼危險因子暴露概況及探討工作現場

常見人因性危害案例，編撰完成「人因工程肌肉骨骼傷病預防指引」，以供各業遵循參考。

本所實地訪視350家事業單位，協助完成1,200個改善案例，發現人因工程現場改善成本

低，且可提升工作績效，值得推廣，相關改善成果請參考本所網站。然而事業單位為數眾

多，為使事業單位達成肌肉骨骼傷病自主改善之目標，本指引主要是用來引導事業單位規劃

及推動人因性危害防止計畫，預防勞工因長期從事重複性之作業促發肌肉骨骼傷病。為了讓

事業單位充份明瞭這個指引的具體內容，本指引除撰寫要項內容說明外，還包含「人因性危

害防止計畫實施範例」，供事業單位對照參考。

我們深切期盼各業運用人因工程肌肉骨骼傷病預防指引，將人因工程知識運用於傷病預

防，分析工作場所的人機介面配合情形，研判肌肉骨骼危害的成因，並利用人因工程概念改

善工作場所設施與流程，規劃出肌肉骨骼危害防制路徑，以降低因工作所引起的肌肉骨骼傷

病。

 所長  

 勞動部勞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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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因工程(Ergonomics)是探討人類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人」與工具、機器、設備及環

境之間交互作用的關係，以使人們所使用的工具、機器、設備與其所處的環境，與人本身的

能力(Capabilities)、本能極限(Limitations)和需求之間(Need)能有更好的配合。而人因工程就

是透過設計，將「人」與工具、機器、設備及環境之間交互作用的關係完善，以達到最好的

配合。如果人因工程設計不良，對於勞工會有各種直接與間接的影響，包含造成/促成人為

失誤、發生意外事件、導致肌肉骨骼傷病、降低工作生活品質、生產績效不佳、容易工作疲

勞等等，嚴重影響工作者的健康、安全與福祉。本指引主要配合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項

第1款之規定，協助雇主辦理預防重複性肌肉骨骼疾病採取必要措施，暨同法施行細則第9條

之規定，為預防勞工因長期從事重複性之作業，致促發肌肉骨骼傷病，爰增訂雇主應採取相

關人因性危害預防措施。由於人因工程之職業衛生專業領域，事業單位宜有適當組織及人

力，以訂定適當之計畫，以利推動，爰明定事業單位勞工人數達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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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以執行；於

勞工人數未滿100人之事業單位，考量其專業及資源較為不足，爰規定得以執行紀錄或文件

代替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以符合實務。而本所訂定指引主要是用來引導事業單位規劃及推

動人因性危害防止計畫，預防勞工因長期從事重複性之作業促發肌肉骨骼傷病。為了讓事業

單位充份明瞭這個指引的具體內容，本指引除撰寫要項內容說明外，還包含「人因性危害防

止計畫實施範例」，供事業單位對照參考。

關鍵詞：人因、重複性、肌肉骨骼傷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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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rgonomics studies the interaction of human with tools, machines, equipment, and environment 

in our daily activities and works, and let these human-use tools, machines, and equipment, and 

environment to fit better to the capabilities, limitations, and need of human beings. Via design, 

Ergonomics mak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 and tools, machines, equipment, and environment 

better. If ergonomics design is bad, there would be all sorts of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which 

includes causing human errors, triggering accidents, resulting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 lowering 

work and life quality, reducing productivity, and feeling fatigue easily and etc. and seriously affect 

workers＇ health, safety and wellbeing. This guideline is used to assist the employers to comply 

the code 6.2.1 of 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ct, and to implement necessary measures for 

preventing repetitive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 And the code 9 of the Implementing Directives of 

the same Act put forth, for prevention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 due to long term repetitive work, 

it is amended that the employer is obligatory to take necessary measures to prevent ergonomic-

related hazards. Because ergonomics is a specialized division in occupational health, the business 

is recommended to form necessary organization and man power for planning suitable projects for 

putting into practice. It is mandatory that a business with more than 100 employees, the employer 

must formulate projects in preventing ergonomic-related hazards based on the work features and 

risks of the business, and in reference to related guidelines published by the administering agency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s a guide for implementation. For the business with less than 100 

employees, considering its shortage in specialty and resource, to be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record 

and document can be used as substitution for the project of preventing ergonomic-related hazards. 

The guideline formulated by this institute is mainly used to direct the business in plann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project of preventing ergonomic-related hazards due to long term repetitive work. 

In order to let the business fully comprehend the genuine contents of this guideline, other than the 

items and content description written in this guideline, an “Implementing Example in Preventing 

Ergonomic-Related Hazards＂ is also written as a cross reference for the business.

Key Words: Ergonomics , repetitive ,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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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人因工程(Ergonomics)是在於發現及應用有關人類之行為、能力、限制及其他特性等知

識用於工具、機器、系統、作業及工作環境等的設計上，讓使用者能在安全且舒適的狀況

下，發揮最大工作效率與效能。而人因工程就是使「人」與工具、機器、設備及環境之間交

互作用的關係完善，以達到最好的配合，發揮最大的效能與效率。人因工程除了著眼於工作

效率與效能的中心思維以外，更強調人員的健康安全，達到人員與工作之雙贏，也就是說，

人因工程透過對於工具設備、工作環境、作業方法程序及組織團體的改變，來達成人與工作

雙贏的目標。因此人因工程的基本理念是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觀念，認知「人員」才應該是工

具與工作環境等設計規劃的中心，不應過分遷就這些工作媒介本身設計、製造、安裝的便利

性及經濟性，其次則是相信工具設備或工作程序的設計會影響人的行為與福祉。

然而如果人因工程設計不良，對於勞工會有各種直接與間接的影響，直接的影響包含

人為失誤率增加，因而容易發生意外事件、產品品質降低、重作率增加等等；另一個直接影

響是可能導致不自然工作姿勢或重複動作，使得肌肉骨骼需增加施力、提高負荷或重複作業

次數增加，甚至超出人體生理負荷導致肌肉骨骼傷病等。間接的影響則包含降低生活工作品

質、生產績效不佳、容易工作疲勞等等，嚴重影響工作者的健康、安全與福祉。

本指引主要係配合「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項，以及其施行細則第10條第2項之執

行，協助勞工及事業單位辦理預防重複性肌肉骨骼傷病相關事項。

大部分的人一生中皆有肌肉或骨骼傷害的經驗，依據我國勞工安全衛生認知調查，約

有40%的勞工認為傷害與工作有關[1]。導致肌肉骨骼傷病的原因包含作業負荷、作業姿勢、

重複性及作業排程休息配置等等。但年齡也是影響之一，依本所研究及勞保給付申請資料

顯示，被診斷為職業性肌肉骨骼傷病的族群主要分布在40-59歲之間。其中重複性肌肉骨骼

傷病最為常見職業性疾病，重複性肌肉骨骼傷病又稱為因工作而引起的肌肉骨骼傷病(work-

related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 WMSD)，或累積性肌肉骨骼傷病(cumulative trauma disorders, 

CTD)。重複性肌肉骨骼傷病是由於重複性的工作過度負荷造成肌肉骨骼或相關組織疲勞、

發炎、損傷，經過長時間的累積所引致的疾病。根據美、日、歐各國的職災調查統計，重複

性肌肉骨骼傷病所造成的損失工作天案件數，佔所有職業傷害案件數的比例相當高，歐盟等

國平均為38%，美國32%，日本41.2%，英國40%，幾乎各國都在30%以上。重複性肌肉骨骼

傷病所造成的整體損失，近年來歐盟約為兩仟一百六十億美元，占歐盟整體GDP的1.6%；

美國約為一仟六百八十億美元，占美國GDP的1.53% 。我國亦然，重複性肌肉骨骼傷病問題

同樣嚴重，從民國90年至100年之統計數據顯示，重複性肌肉骨骼傷病相關的案件，約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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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給付疾病之85~88%[2]。況且在勞動部之職業傷病通報系統中亦顯示在2008年到2011年之

間，重複性肌肉骨骼傷病佔職業病總通報量的將近一半，為最常見之職業疾病。

由於疾病的盛行率高而且病期長，是造成勞工長期「失能」(disability)的主要因素，全

面影響勞工、企業、以及國家社會。對勞工而言，肌肉骨骼傷病會造成行動不便、體力下

降、影響生活品質、收入減少，甚至使生活陷入困境；對企業而言，缺工導致生產力與產品

品質下降，勞工傷害賠償、醫療給付與保險金額提高，導致經營困難；對國家社會而言，勞

保給付與社會救濟負擔提升，且佔用大量的醫療與社會資源[3]。

勞工因為工作引起的重複性肌肉骨骼傷病所致的職業安全衛生問題相當嚴重。我國重複

性肌肉骨骼傷病案例數目最大的受傷部位主要集中於上肢與肩頸[4]。上肢與肩頸的肌肉骨

骼傷病絕大部分肇因於重複性的作業，這可能是因為我國的產業類型主要是以代工為主的裝

配工業。因此，消除或降低因重複性作業所引致的上肢肌肉骨骼傷病，是我們當今的首要課

題。

為了消除或降低重複性肌肉骨骼傷病，近年來我國及歐美日等工業國無不戮力以赴，

強力推動重複性肌肉骨骼傷病的防制工作[5]。事實上，由於重複性肌肉骨骼傷病的原因錯

綜複雜，難以簡單的歸咎病因，因此幾乎所有的國家都還沒有「肌肉骨骼傷病防制法」或

「人因工程法」等具體明文的強勢法案，強制檢查法令的依據大體還是「一般性的雇主責任

條款」，所以政府主管機關的執法都以強制性的勞工安全衛生檢查，夾帶自願性的標準與指

引，以教育推廣與現場輔導等工作來落實肌肉骨骼傷病的防制。

我國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項，具體增列雇主對於重複性肌肉骨骼傷病之防制，應訂

定人因性危害防止計畫，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以預防重複性作業促發肌肉骨骼

傷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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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規定

第一節 職業安全衛生法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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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預防。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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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執行職務因他人行為遭受身體或精神不法侵害之預防。

4. 避難、急救、休息或其他為保護勞工身心健康之事項。

再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施行細則第9條規定，雇主依本法第6條第2項第1款所定預防重複

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妥為規劃，採取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預防措施，

其內容應包含下列事項：

1. 作業流程、內容及動作之分析。

2. 人因性危害因子之確認。

3. 改善方法及執行。

4. 成效評估及改善。

5. 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前項危害預防措施，事業單位勞工人數達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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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人者，得以執行紀錄或文件代替。

勞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規定，第324條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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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執行紀錄留存3年：

1. 分析作業流程、內容及動作。

2. 確認人因性危害因子。

3. 評估、選定改善方法及執行。

4. 執行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5. 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前項危害預防措施，事業單位勞工人數達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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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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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人者，得以執行紀錄或文件代替。

第二節 相關法令

為防止勞工因工作而發生疾病、傷害、殘廢或死亡（即所謂職業災害），保障勞工安全

與健康，職業安全衛生法令對於不同作業，訂有相關標準、規則，如：勞工安全衛生設施規

則、重體力勞動作業勞工保護措施標準、高架作業勞工保護措施標準等等，應對於可能因重

複性作業影響作業負荷，進而促發肌肉骨骼疾病者，均應依相關法令列入職業安全衛生管理

預防工作之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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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人因工程危害防止計畫架構與要項

人因性危害防止計畫係指事業單位為執行「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項以及其施行

細則第9條第2項、勞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4條之1條等相關法規之規定要項，並參酌職

業安全衛生管理規章、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計畫及台灣勞工安全衛生管理系統(TOSHMS)內容

訂定，目的在以系統化的管理方法預防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人因性危害防止

計畫（Ergonomic Hazards Management Program，簡稱本計畫）之規劃執行，宜遵循PDCA管

理架構，以PDCA循環(Plan-Do-Check-Act Cycle)，按P（Plan，規劃）、D（Do，執行）、C

（Check，查核）與A（Act，行動）來進行管理，以確保管理目標之達成，並進而促使管理

成效品質持續改善，如圖1。

Plan

Do

Audit

Check
評估改善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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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控追蹤

績效考核

肌肉骨骼傷病調查、

人因性危害評估、改

善方案

圖1　人因性危害防止計畫的規劃流程圖

人因性危害防止計畫的規劃與措施宜依循下列原則：

1.  組織人員架構：需要指定負責的組織單位以釐清權責，而推動和執行計畫的組織，可

以在原有的勞工安全衛生委員會、勞工安全衛生管理組織、勞工健康管理單位，或成

立人因性危害防止專責組織來負責推動與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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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執行方針：計畫實施內容必須標準化、文件化、程序化。

3.  資料來源：計畫內容的資料來源為法令規定、組織管理經驗（如職災統計）、風險評

估結果、文獻資料及專家指導等。

4.  管理方式：以P-D-C-A管理手法的規劃(Plan)、實施(Do)、查核(Check)、與改進

(Action)的循環過程，藉由持續不斷的管控追蹤，發現問題，持續改善，亦即可採取

ISO「說、寫、做」合一的精神，透過系統稽核制度，提升安全衛生管理績效。

人因性危害防止計畫的內容，至少必須包含：政策、目標、範圍對象、期程、計畫項

目、實施方法、績效考核、及資源需求等項，其PDCA規劃流程如圖1所示，並將計畫內容

分述如下：

一、政策

依事業單位的規模與性質，並諮詢員工及其代表意見，訂定書面的人因性危害防止

政策，以展現符合法令規章、維護勞工健康福祉之承諾。人因性危害防止政策應傳達給

員工、附屬人員、與承攬商等利害相關者。

例如：本計畫的目的在於維護本廠員工、附屬人員、與承攬商等利害相關者的健康

福祉，預防人因性危害及避免重複性肌肉骨骼傷病。

二、目標

依據人因性危害防止政策以及政府政策方針、法令規定、職業傷病統計等資料來

源，訂定符合相關職業安全衛生法令規章，具體、量化且可以達成的計畫目標，避免勞

工因為高重複作業所促發的肌肉骨骼傷病。目標應該具體明確、客觀量化，避免空洞模

糊，例如罹患職業性肌肉骨骼傷病人數與盛行率、工時損失、或職業傷病補償金額等。

目標的訂定應著眼於持續性的進步以達成階段性績效，只要努力即可達成者為宜、避免

淪為理想令人望之卻步。 

例如：本計畫的目標在於執行本廠（場）區員工與利害相關者全面性的職業性肌肉

骨骼傷病調查，針對具有危害的員工個案進行危害評估與改善，並對於調查、評估與改

善的結果持續管控追蹤，目標在於將具有危害的員工比率降低至10%以下。

三、計畫範圍對象

計畫對象範圍在於界定本計畫的實施範圍及執行對象。計畫的範圍通常以事業單

位的單一廠（場）區員工人數在500名以下為最理想，規模大的事業單位擁有許多不同

地點的廠（場）區，或事業單位為單一廠（場）區但是其員工人數超過500名以上，宜

分割並分別規劃執行。計畫的對象一般為計畫範圍內的全體員工（編制內員額）以及常

駐派遣人員、實習人員、和志工等；同時，還必須含蓋承攬商的常駐人員（包含協力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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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廠商派駐人員與長期營建工程承攬商員工）。以上「常駐」係指超過3個月以上的期

程。

例如：

　　　計畫範圍：竹科一廠

　　　計畫對象：

　　　本廠（場）全體員工，共5部門，共120名

　　　（含派遣人員15名、志工5名與實習人員3名）

　　　承攬商的常駐人員5名

四、計畫時程

計畫時程為執行本計畫的開始時間至完成的時間的歷程。一個計畫往往可以劃分為

主體計畫與數個附屬計畫，就如同一項工程會包含建造的主體工程與試車、養護的附屬

工程一樣。人因性危害防止計畫的主體通常以計畫的主要內容為界定標準，完成後可以

產生結案報告，例如完成肌肉骨骼傷病調查，得知有危害和沒有危害的人數，針對有危

害的員工個案完成危害評估，也辨識出危害因子，並針對大部分個案提出具體可行的改

善方案（小部分個案可能未能完全解決），計畫告一段落便可以產生結案報告，完成主

計畫的執行。後續的改善方案落實，還需一段時間，等待上級長官的批核與各種資源的

到位，方才實質落實，這段期間可以稱為「改善落實時程」。「改善實質」落實後還需

一段長期持續的「管控追蹤時程」，監控計畫的執行成果。

主體計畫時程以短期為宜，規劃在一個新年度的起始為佳。改善落實時程，可以是

短期，也可以是長期的，甚至跨越多年期的，必須以實際狀況決定。管控追蹤最好以一

個年度為計算單元。

例如：

人因計畫時程：自104年1月1日起至104年12月31日止，計12個月。

其中各分項計畫也可訂定預訂時程：

調查評估時程：自104年1月1日起至104年4月30日止，計4個月。

改善落實時程： 自104年5月1日起至104年8月31日止，計4個月（必要時延長時

程）。

 管控追蹤時程： 自104年9月1日起至104年12月31日止，計4個月（必要時延長時

程）。

五、計畫項目

政策與目標確定後，就要擬定一些為完成這項計畫所必須執行的計畫項目。這些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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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項目必須以部門與階層之權責分工，並訂定完成時間與審查時間。執行期間如果發現

問題，必須及時修正。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施行細則第9條，參酌工業先進國家之肌肉骨骼傷病防制方

法，與本所研發的防制技術，人因性危害防止計畫應包含下列計畫項目與權責分工：

（一）肌肉骨骼傷病調查（以下簡稱：傷病調查）：醫護員及醫護主管

1. 現況調查： 

(1) 健康與差勤監測：職業病案例、通報案例、工時損失、就醫紀錄

(2) 探詢員工抱怨

2. 主動調查：自覺的「肌肉骨骼症狀調查表」（引用Nordic Musculoskeletal 

Questionnaire, NMQ ）

3. 確認改善標的：根據前二小項（現況調查與主動調查）調查製作「肌肉骨骼症

狀調查與管控追蹤一覽表」以確認有危害與沒有危害的員工個案，前者必須進

行危害評估與改善，後者逕行交付管控追蹤

（二）危害評估：針對前項肌肉骨骼傷病調查結果，確認有危害的員工個案，再以適

當的人因工程評估方法，諸如簡易人因工程檢核表、NIOSH 抬舉公式、KIM

（LHC與PP）、HAL-TLV、OCRA、REBA及EAWS等或其他檢核方法，評估個

案的危害風險與辨識個案的危害因子，常見的評估方法詳如第四章所述。

（三）改善方案：

以適當的人因工程改善方法，諸如簡易人因工程檢核表與勾選式人因工程改

善流程圖，構思與執行改善方案並評估改善績效。

1. 構思改善方案：首先考慮人因工程改善（如果人因工程無法改善則依序尋求健

康促進、管理改善、與個人防護具等方案）

2. 執行改善方案

（四）評估改善績效：依據改善前後之危害風險、工作績效、主觀滿意評量之變化，評

估是否符合改善績效。

（五）管控追蹤： 

1. 管控員工個案的肌肉骨骼傷病程度（人數、比率、嚴重程度等）： 醫護員及

醫護主管

2. 追蹤改善案例的執行與職業病案例的處置：安全衛生管理員與安全衛生主管

六、實施方法

為了有效提升前面第五大項的計畫項目（傷病調查、危害評估、改善方案、與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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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的執行效率，建議採行兩階段人因工程改善流程（圖2）。這個流程只是將「危

害評估」與「改善方案」重新組合，成為「簡易人因工程改善（簡稱：簡易改善）」與

「進階人因工程改善（簡稱：進階改善）」；至於「傷病調查」與「管控追蹤」則沒有

變動。簡易改善的概念是以員工全面參與的模式達成初步篩選的目的，將簡易的人因性

危害先行改善篩除，以大幅降低進階改善的工作負荷。進階改善是標準模式，必須由受

過訓練的人員執行，耗用比較完整的程序與複雜的工具。

肌肉骨骼傷病調查

危害分析評估

改善方案

紀錄管控追蹤

改善評估？

改善評估？

不適或傷病

危害分析評估

進階改善方案

否

否

否

簡
易
改
善

進
階
改
善

圖2　兩階段人因工程改善流程圖

以下是肌肉骨骼傷病調查、簡易人因工程改善、進階人因工程改善、與管控追蹤等四個

步驟的實施方法：

（一）肌肉骨骼傷病調查

1. 現況調查：包含勞保職業病案例、通報職業病案例、就醫紀錄、病假與工時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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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紀錄等。

(1) 健康與差勤監測：醫護人員就既有的健康資料和差勤紀錄，查詢員工的確

診肌肉骨骼傷病案例、通報中的疑似肌肉骨骼傷病案例、和就醫情形（諸

如經常至醫務室索取痠痛貼布、痠痛藥劑等）；以及以差勤紀錄查詢異常

離職率、缺工、或請假的紀錄。這些個案都必須列為優先改善名單，註記

在「肌肉骨骼症狀調查與管控追蹤一覽表」。

(2) 探詢員工抱怨：醫護人員針對就醫的員工個案，詢問身體的疲勞、痠痛、

與不適的部位與程度，並暸解其作業內容。必要時向部門主管探詢士氣低

落、效率不彰、或產能下降的員工個案。這些個案都必須列為觀察名單，

註記在「肌肉骨骼症狀調查與管控追蹤一覽表」，必須仔細評估危害。

2. 主動調查：全體員工的自覺的「肌肉骨骼症狀調查表」（NMQ，圖3）

 肌肉骨骼症狀調查表(NMQ)分為三個部分，I：填寫說明、II：基本資料、III：

症狀調查。

(1) 填寫說明：說明痠痛不適與影響關節活動能力（以肩關節為例）以及身體

活動容忍尺度，以0-5尺度表示。

0：不痛，關節可以自由活動；1：微痛，關節活動到極限會痠痛，可

以忽略；2：中等痛，關節活動超過一半會痠痛，但是可以完成全部活動範

圍，可能影響工作；3：劇痛，關節活動只有正常人的一半，會影響工作；

4：非常劇痛，關節活動只有正常人的1/4，影響自主活動能力；5：極度劇

痛，身體完全無法自主活動。

(2) 基本資料：包含公司廠（場）區、部門、課/組、作業名稱、職稱、員工編

號、姓名、性別、年齡、年資、身高、體重、及慣用手等。

(3) 症狀調查：包含上背、下背、頸、肩、手肘/前臂、手/手腕、臀/大腿、

膝、及腳踝/腳等左右共15個部位的評分，以及其他症狀、病史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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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員工的自覺「肌肉骨骼症狀調查表」樣張

(4) 確認改善標的：根據前二小項資料（現況查詢與主動調查）將個案判定為

確診疾病、有危害、疑似有危害、無危害等四個等級如表1，以確認有危害

與沒有危害的員工個案，醫護人員得建議處置方案。之後，將這些資料製

作「肌肉骨骼症狀調查表追蹤一覽表」（圖4），將一覽表中四個等級的個

案建議分別加上色彩標示，以利後續改善與管控追蹤之用，如表1。 並製

作「肌肉骨骼傷病調查一覽表」簡表作為管控之用，如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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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肌肉骨骼症狀調查表追蹤一覽表」樣張

表1　肌肉骨骼傷病調查危害等級區分

肌肉骨骼傷病調查

危害等級 判定標準 色彩標示 建議處置方案

確診疾病 確診肌肉骨骼傷病 紅色 例如：行政改善

有危害

通報中的疑似個案、高就醫個案（諸如經常

至醫務室索取痠痛貼布、痠痛藥劑等）；高

離職率、請假、或缺工的個案

深黃色
例如： 人因工程改善、健康

促進、行政改善

疑似有危害
問卷調查表中有身體部位的評分在3分以上

（包含3分）
淺黃 例如：健康促進、行政改善

無危害
問卷調查（NMQ）身體部位的評分都在2分

以下（包含2分）
無色 管控

表2　肌肉骨骼傷病調查一覽表

危害情形 員工人數 建議

確診疾病 肌肉骨骼傷病 O名 調職/優先改善

小計：O名

有危害

通報中的疑似肌肉骨骼傷病 O名 調職/優先改善

異常離職 O名 簡易改善

經常性病假、缺工： O名 進階改善

經常性索取痠痛貼布、打針、或按摩等： O名

小計：O名

疑似有危害 肌肉骨骼症狀問卷調查表 O名 改善

小計：O名

以上累計：OOO名

無危害 OOO名 管控

總計：OOO名

出差：OO名

全體員工：12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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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簡易人因工程改善

簡易改善是以一式簡潔易懂的圖形化的「簡易人因工程檢核表」 （簡稱簡

易檢核表，圖 5），讓現場員工自行比對危害和改善方案。「簡易人因工程檢核

表」可由本所「人因工程工作姿勢圖例」內容，發展適合現場使用之檢核表，檢

核工作中常見、典型的危害及其改善方案，包含姿勢不良、過度施力、高重複動

作、振動衝擊、與組織壓迫等五種危害因子。經由這個檢核表，勞工很容易比對

出危害與改善方案。

檢核結果

處理情形

圖5　簡易人因工程檢核表（部分）

例如：A勞工的作業是將放置在地面棧板上的晶塊，重15 kg，搬上100 cm高

的機台研磨，研磨後又搬回棧板，這個作業每天重複150次，總共重複300次彎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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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舉。這是一個常見、典型的作業，處處可見。他從簡易檢核表中，在姿勢不良

的圖例查到一個類似的圖例（參見圖5）。這個圖例的作業是由地面將物品搬上

80 cm高的輸送帶，他於是乎明瞭這個作業的人因性危害是彎腰抬舉，只要將棧

板提高至80 cm（與輸送帶同樣高）則可以避免彎腰和降低抬舉的負荷。

簡易改善可以有效的讓員工意識到日常工作中不經意的人因性危害，並加以

改正，提升肌肉骨骼傷病的防制意識，對於落實安全文化很有幫助。

（三）進階人因工程改善

進階改善是由受過訓練的人員，用比較複雜的工具，執行比較完整的程序，

用來改善比較疑難的危害。進階改善是以的流程包括「現況觀察」、「問題陳

述」、「改善方案」、「成效評估」等四個步驟。為了標準化、文件化、與程序

化這些步驟佐以3式SOP工作表。[6]。

1. 「現況觀察」在於觀察並記錄設施佈置，工具工件，作業的姿勢、動作等資料

數據。SOP工作表(1)用以記錄這些資訊數據。

2. 「問題陳述」則以人因工程檢核表（KIM、REBA、OCRA等）或其他危害風

險評估工具（NIOSH 抬舉公式、生物力學計算等）來評估危害風險以及辨識

危害因子。危害風險和辨識危害因子是以SOP工作表(2)協助評估。 

3. 「改善方案」是針對危害因子來提出可行的改善方案。SOP工作表(3)羅列許多

圖形化的改善方案，用以引導下列三個階層的改善邏輯:

(1) 是否可以使用外力取代人力？

(2) 是否可以改變工作方法？

(3) 是否可以調整工作姿勢？

最後，針對改善方案依據可行性、現有資源與技術、效益等進行「成效評

估」。

有關進階改善的進一步說明，請參閱本所歷年研究報告，依評估結果完成

「肌肉骨骼傷害人因工程改善管控追蹤一覽表」（表3），以管理改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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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肌肉骨骼傷害人因工程改善管控追蹤一覽表

危害情形
危害因子（工作站、員

工及危害因子簡述）
檢核表編號 改善方案/ 是否改善

確
診
疾
病

確診肌肉骨骼傷病

如：一廠倉儲區A員工

搬運作業，彎腰抬舉晶

塊，重15 kg，300次

KIM檢核表01
（如有另採評估方法

表單在此註記說明）

棧板提高至85 cm 是

小計：1名

有
危
害

通報中的疑似肌肉

骨骼傷病

如：二廠3號機進料口搬

運作業，彎腰抬舉原料

包，重20 kg，300次

EAWS檢核表01
棧板提高至85 cm，

使用油壓平台推車

異常離職 
經 常 性 病 假 、 缺

工：

經常性索取痠痛貼

布、打針、或按摩

等： 

簡易檢核表 工作臺提高至85 cm

小計：O名

疑
似
有
危
害

肌肉骨骼症狀問卷

調查表

小計：OO名

以上累計：OO21名

（四）管控追蹤

1. 管控：掌握有肌肉骨骼傷病的員工人數與比率，用以訂定改善目標；對於嚴重

危害者，檢送職業病醫師診斷；對於確診肌肉骨骼傷病的員工定期追蹤病情、

復健及康復情形與工作適應問題。

2. 追蹤：追蹤的任務有二，一是追蹤改善方案的落實進度與執行狀況，並評估改

善方案是否達到預期成效，是否衍生新的問題；二是針對職業病案例的處置，

例如安置比較輕鬆的工作，設計適合能力的工作場所、輔具、或護具。

本指引解說的「實施方法」在於說明如何執行先前第五大項「計畫項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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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而在執行成果報告中必須說明的是根據這個實施方法所執行的成果，所以

在執行成果報告中第六大項的標題宜更改為「執行成果」使標題與內容一致，以

合乎實際。

七、績效考核

績效考核的目的在於評比推動這個人因性危害防止計畫的成效，表揚優良，檢討缺

失，用以策勵將來。人因性危害防止計畫的績效可以以下列的量化指標考核：

（一） 計畫目標的達成率，例如將有危害的員工比率降至10%以下，是最直接的績效指

標

（二）工時損失，例如將工時損失降低至80%以下

（三）生產力，例如將生產力提高20%以上

（四）肌肉骨骼傷病風險，例如將危害風險降低5分，或危害風險等級降低1級

績效指標也可以是主觀的，例如員工抱怨或滿意度，畢竟員工的感受才是最直接

的、最實質的。

考核的方式可以是內部考核，也可以實施外部稽核。考核的結果，對人而言，優

良者必須給以表揚、獎金、加薪、升遷等激勵；拙劣者也必須給一適當的處分，以資改

進；對事而言，優良的規劃與執行項目必須擴大推行，有缺失的必須檢討改進。

八、資源需求

任何工作的執行都需要人力、物力、與財力等資源的支應，人因性危害防止計畫的

推動當然也不例外。

（一） 人力：人因性危害防止計畫的推動需要推動小組，人力必須妥善配置規劃，依任

務需求配置專才，例如危害調查與管控追蹤必須配置醫護人員；簡易改善、進階

改善、與管控追蹤則需要足夠的安全衛生管理人員。然而推動小組通常是兼任的

編組，必須依個別的工作量需求減免適量的例行工作。

（二） 物力：人因性危害防止計畫的推動需要的材料與設備，例如肌肉骨骼傷病調查

表，簡易人因工程檢核表，進階改善的各式檢核表等材料，通常可以在勞動部的

網站免費取得，然而必須依需用量妥善印製準備。人因工程改善必需的捲尺、量

角器、秤子、碼表、電腦與軟體，都是一些無足輕重的設備，容易遺失損害，必

須有足夠的餘備存量，避免急用時卻出現短缺的狀況，致使計畫中斷。

（三） 財力：人因性危害防止計畫的推動中需求的經費有人員外訓的報名費，內部訓練

的講師費用與車馬費等等，必須詳細編列預算。至於改善案的工程費用，則只能

預估概算，依預算額度排定優先順序，簡易改善的工程費用通常不高，優先落



17

實，至於費用較高的進階改善，則必須呈報高層長官的核准，交付廠務或公務單

位執行。

其實，除了這三種有形的資源外，更重要的資源是來自於高層長官的支持。高層長

官的支持，就是權力，就是政策，使計畫實施的對象，包括員工、部門主管、以及任何

計畫相關人員充份配合。因此在計畫推動之前必須將計畫的內容與資源需求仔細規劃，

呈交高層長官批核，形成政策以利計畫的推動。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施行細則第9條規定第2項規定，事業單位勞工人數達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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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除上述計畫要向內容之說明外，為了使事業單位在實施

人因工程危害防止計畫能簡單清楚的規劃執行，亦可將上述計畫內容，納入程序中，而

在實際實施上，可將上述內容，依照圖6人因性危害防止計畫實施流程之程序實施，依

此來循序進行，構成完整的計畫之執行，執行範例可參考附錄二。

（一） 廠內職業病危害調查：調查肌肉骨骼傷病現況，發現暨存風險及潛在風險之工作

站或作業，實施內容方法可參考本章五、計畫項目之肌肉骨骼傷病調查，並將調

查結果製成「肌肉骨骼傷病調查一覽表」。

（二） 廠內危害分析：從廠內職業病危害調查發現存在風險之工作站或作業，依其特性

採取適當之評估方式，以確認改善標的，找出需改善之工作站或作業，實施內容

方法可參考本章五、計畫項目之危害評估，並完成「簡易人因工程檢核表」或

「人因工程評估報告」。

（三） 提出各工作站改善方案：依據危害分析結果，篩選出須改善之工作站或作業，依

據需求規劃改善方案，實施內容方法可參考本章五、計畫項目，並完成「肌肉骨

骼傷害人因工程改善管控追蹤一覽表」及改善方案（100人以上事業單位）。

（四） 危害風險及優先改善順序排序：依照廠內危害分析結果及因應之改善方案，依照

時間因素、技術需求、改善規模、經費需求規畫及其他必要考量等，排定改善優

先順序，以可行、經濟有效率的方式執行改善，肌肉骨骼傷害人因工程改善管控

追蹤一覽表。

（五） 管控追蹤與評估改善成效：對於改善方案之執行情形必須持續管控追蹤，確定所

實施之改善達到預期成效以上，如發現成效不如預期成果，應進行再評估程序，

確認人因性危害因子以修正改善方法，執行修正後之改善方案。如果所擬定之改

善方案，經管控追蹤，評估符合預期成效，則該項工作站或作業改善方案即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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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考核與紀錄：所有執行之經過與結果，均需實施文件化表單紀錄，以利考核程

序。而考核的目的在於評比推動整個人因性危害防止計畫的成效，去蕪存菁，檢

討缺失策進改善，優良的執行方式可供往後參考應用，以增進執行效率、策勵將

來。

而對應於法規所要求的5大內容，可參考圖6人因性危害防止計畫實施流程所示，及

可清楚明白各個執行程序與法規規定之關連性。茲分述如下： 

（一）分析作業流程、內容及動作：廠內職業病危害調查、廠內危害分析。

（二）確認人因性危害因子：廠內危害分析。

（三） 擬訂改善方法：提出各工作站改善方案、危害風險排序、優先改善順序評估及執

行改善。

（四）執行成效之評估及改善：管控追蹤 / 評估改善成效、評估符合預期成果。

（五） 計畫結果績效考核與紀錄，及辦理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執行成果之考核與執

行紀錄。

然而對於事業單位規模較小之100人以下事業單位，職業安全衛生法施行細則第9條

規定，對於於勞工人數未滿100人者，得以執行紀錄或文件代替。如以標準作業程序表

示分析作業流程，以肌肉骨骼傷病現況調查問卷、員工傷病分析資料、簡易人因工程檢

核表來表示確認人因性危害因子，以「肌肉骨骼傷病人因工程改善管控追蹤一覽表」表

示擬訂改善方法、執行成效之評估及考核紀錄。

故100人以下事業單位，可以參考使用：

（一）事業單位既有之標準作業程序書

（二）肌肉骨骼傷病現況調查問卷

（三）肌肉骨骼症狀調查與管控追蹤一覽表

（四）簡易人因工程檢核表

（五）肌肉骨骼傷病人因工程改善管控追蹤一覽表

以上5種表單，或其他適當紀錄來作為執行紀錄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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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內職業病危害調查

廠內危害分析

工作站1 工作站n

提出各工作站改善方案

危害風險排序 

優先改善順序評估

執行改善

參考本指引第四章

工作站2.3.4….

符合預期成果

考核與紀錄 

Y

N
再評估確認人因性危害

因子修正改善方法 

分析作業流程、內

容及動作 

確認人因性

危害因子 

執行成效之

評估及改善 

評估、選定改善

方法及執行 

管控追蹤 / 評估改善成效

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STEP 1.  

STEP 2.  

STEP 3.  

STEP 5.  

參考本指引附錄一

參考本指引第三章

STEP 4.  

圖6　人因性危害防止計畫實施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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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肌肉骨骼傷病評估方法與檢核表

為了要確定造成勞工肌肉骨骼傷病的因子與部位，學者們紛紛提出許多評估危害因子的

方法。在應用上，為了方便與快速的瞭解可能造成作業員肌肉骨骼傷病之因子與部位，不同

的人因工程評估方法因應而生。評估方法主要考量的評估項目包含：工作姿勢、施力大小、

持續時間與頻率等。早期文獻上常被使用的評估方法有肌肉骨骼傷病人因工程檢核表(MSD)

[6]-[8]、人因基準線風險認定檢核表(BRIEF)[9]、OWAS姿勢分析[10][11]等，近期則推出其

他檢核表，例如人工搬運評估表(MAC)[12]、快速上肢評估(RULA)[13][14]、快速全身評估

(REBA)[15]、KIM人工物料處理檢核表(KIM LHC)、KIM推拉作業檢核表(KIM PP)、以及

KIM 手工物料作業檢核表(KIM MHO)[16]-[21]等。然而必須要注意的是，各種不同的評估方

法，因為其設計的背景理論與考量因素略有不同，因此對於不同作業種類、不同肌肉骨骼傷

病部位的適用性也有相當的差異（表1），針對不同的作業與不同傷病部位的風險評估應依

據本所歷年研究報告及國際期刊內容，選擇敏感性與準確性較佳的方法，以使評估結果能具

有較佳的參考性，作為人因工程危害防止計畫改善策略規劃之依據。以下將說明國內外常用

的評估方式：

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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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Ⅰ、 級可謂篩選：是簡單的評估工具，不要求工作條件的詳細知識，不涉及姿勢或力的定量評 估；可以

由工人自己使用。

Ⅱ、 級可謂分析：工具需要更長的時間來使用（大約1小時），並需要考慮更多的因素。

Ⅲ、 級可謂專家：工具要複雜許多，需要更長的時間來使用，大多需要錄影分析、測量方法、與生物力學

上的特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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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生物力學計算

生物力學計算推估乃視人體為一多連桿剛體，利用逆向動力學原理(inverse kinetics)推算

各肌肉、骨骼、關節之作用力(force)及力矩(toque)。生物力學推估方法發展過程中，發展初

期為2D靜態生物力學模式。靜態生物力學模式其所探討的作業活動分為多個分解動作，分

別對每一個分解動作進行靜態生物力學分析時，利用肢段重量及負荷品物重，推算人體關

節作用力及力矩。2D 生物力學模式模型假設人體在進行抬舉作業時左右對稱，只探討人體

於矢狀面上(sagittal plane)關節作用力及力矩。隨著科技進步，更多精密量測儀器可以用來取

得更準確的資料，生物力學模式由2D 空間逐漸發展至3D 空間，靜態演變為動態生物力學模

式。動態生物力學模式利用動作分析系統所量取反光球標記空間位置與時間關係，推算人體

各肢段之加速度與角加速度來推估關節作用力與力矩。生物力學分析方法也是常被使用來分

析評估姿勢的方式。

表5　生物力學模式參數表

mb g：L5/S1椎間盤以上的上半身重量 h：被抬舉物與L5/S1椎間盤的水平距離

m1 g：被抬舉物的重量 b：L5/S1椎間盤以上的上半身重心與L5/S1椎間盤的水平距離

FM：背部棘脊肌的作用力 D：FA的力臂

Fc：L5/S1椎間盤所受之壓力 E：FM的力臂

Fs：L5/S1椎間盤所受之剪力 α：Fs 與水平線的夾角

FA：腹壓的作用力

圖7　Chaffi n模式示意圖[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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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7根據合力與合力矩平衡可知：

其中依據Morris, Lucas, and Bressler[22]的研究資料，

FA = 6.198 × 10 | 4(43 | 0.36 | )(mb g × b + m1 g × 1)1.8

圖 7中Fs 與水平線之夾角為α，而且

α = 40 + β

其中Anderson, Chaffi n, Herrin[23]的研究建議，

β = | 17.5 | 0.12T + 0.23K + 0.0012TK + 0.005T2 | 0.00075K2

T為軀幹與鉛直線之夾角；K為膝夾角。

上述3個合力與合力矩平衡方程式中，共有3個未知數(FC、FM、FS)，所以可求得FM、

FC、FS與之解。此外，通常評估的標準採用NIOSH所建議之動作極限時，腰椎受力值

(3,400N)與最大可允許極限時腰椎受力值(6,400N)。

生物力學分析方法可以說是所有評估方式的理論基礎，不論肢體的活動範圍、最佳活動

角度的訂定、最大負重等，皆常以此法分析之結果作為標準。但是生物力學分析法只規範瞬

間最大出力的危害，無法用於評估低標出力的長期累積所造成的危害，除了無法運用在長時

間持續性工作上，使用不方便，同時也必須要受過專業訓練的專家才能正確使用，這也就是

為什麼必須衍生出許多簡化的評估改善方式以利實務上的推行。

目前較先進的軟體有密西根大學(3D SSPP)和JACK的3D動態模型、計算軟體。密西根大

學3D動態模型計算各個關節肢段，頸、肩、腕、髖、膝、與L5/S1椎間盤的負荷，再與Joint 

Strength Capability比較，其中以L5/S1的壓力最為重要(3,400M與6,400N)。

第二節 NIOSH1994 抬舉公式

NIOSH1994 抬舉公式是以綜合考量施力、工作頻率、工作姿勢、與工作難易度來評估

抬舉工作的風險程度。人工物料搬運的問題中，因為搬運的工作狀況差異很大，各種作業條

件下的「最大可接受抬舉重量」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如果員工常常搬運過重的物料，

很容易導致下背部傷害。美國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署(NIOSH)以生物力學法、心理物理法以及

生理衡量法為基礎，於1991年修訂1981年所制定的「人工抬舉作業的規範」[24]，並於1994

年重新修訂「人工抬舉作業的規範」，此規範已經被證實有良好的衡量正確性(Waters, et al., 

1998)[25]。

所以，近年來經常可以見到它被應用在抬舉作業的安全評估(Chung and Kee, 2000; Van 

der Beek, et al., 2005)[26][27]。一種抬舉作業條件需收集兩組數據，一組是根據搬運的起

始位置，另一組是根據搬運的目的位置，收集的數據包含：水平距離(H)、垂直距離(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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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位移(D)、搬運頻率(F)、不對稱角度(A)和握持介面的好壞(C)。再經過計算轉換成介

於0到1的抬舉乘數，命名為HM、VM、DM、AM、FM和CM，接著計算推薦重量極限值

(Recommended Weight Limit, RWL)，與抬舉指標(Lifting Index, LI)，計算方程式如下：

RWL = LC × HM × VM × DM × AM × FM × CM

其中，HM：水平距離乘數(multiplier) HM = 
25
H

　　　VM：起始點的垂直高度乘數 VM = 1 − 0.003 | V − 75 |

　　　DM：抬舉的垂直移動距離乘數 DM = 0.82 + 
4.5
D

　　　AM：身體扭轉角度乘數 AM = 1 − 0.0032A

　　　CM：握持乘數（如表6所示）

　　　FM：抬舉頻率乘數（如表7所示）

表6　握持乘數

V＜75 cm V≧75 cm
手部的握持感 握持乘數

良好 1.00 1.00
普通 0.95 1.00
不良 0.90 0.90

表7　頻率乘數數值查對表

工作持續時間(work duration)
頻率 ≦ 1h ≦ 2h ≦ 8h

(Lift/min) V＜75 V≧75 V＜75 V≧75 V＜75 V≧75
0.2 1.00 1.00 0.95 0.95 0.85 0.85
0.5 0.97 0.97 0.92 0.92 0.81 0.81
1 0.94 0.94 0.88 0.88 0.75 0.75
2 0.91 0.91 0.84 0.84 0.65 0.65
3 0.88 0.88 0.79 0.79 0.55 0.55
4 0.84 0.84 0.72 0.72 0.45 0.45
5 0.80 0.80 0.60 0.60 0.35 0.35
6 0.75 0.75 0.50 0.50 0.27 0.27
7 0.70 0.70 0.42 0.42 0.22 0.22
8 0.60 0.60 0.35 0.35 0.18 0.18
9 0.52 0.52 0.30 0.30 0.00 0.15
10 0.45 0.45 0.26 0.26 0.00 0.13
11 0.41 0.41 0.00 0.23 0.00 0.00
12 0.37 0.37 0.00 0.21 0.00 0.00
13 0.00 0.34 0.00 0.00 0.00 0.00
14 0.00 0.31 0.00 0.00 0.00 0.00
15 0.00 0.28 0.00 0.00 0.00 0.00

＞1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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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1981年以AL和MPL來評估抬舉作業，在應用上略嫌過於粗糙，因此，1991年使用

抬舉指標(LI)來評估抬舉作業是否有引發LBP的可能性，LI的計算方式如下：

LI ＝ Load Lifted╱RW

LI是實際抬舉的負荷與RWL的比值。當LI值小於1時，表示該作業安全；當LI值大於1

時，表示該工作引發下背痛(LBP)可能性很大，該工作應予改善（但有部份學者持保留態

度，甚至指出LI＞1也不會使LBP發生機率有所增加[28]。但LI＞3將使下背部受傷機率大為

增加，此為大部份學者專家所相信）。搬運指數(LI)與下背痛發生機率之間的關係目前無法

確知。

第三節 MSD人因工程檢核表

MSD檢核表是由美國職業安全衛生署(OSHA)發展的肌肉骨骼傷病(Musculoskeletal 

Disorder, MSD)人因工程檢核表。MSD檢核表的設計重點在於辨識工作中發生頻率最高和影

響最大之危險因子的組合。檢核表分為二部分：上肢危險因子（檢核表甲）、背部與下肢

（檢核表乙），另外，人工物料搬運危險因子（檢核表丙）是背部與下肢危險因子檢核表的

一部分。檢核表甲把危險因子分成七大類，即：重複性作業（手指、手腕、手肘、肩或頸部

動作）、手部施力（重複性作業或靜態負荷）、不當姿勢、接觸壓力、振動、環境、以及作

業速度的控制。檢核表乙把危險因子分成五大類，包含：不當姿勢（重複性姿勢或靜態姿

勢）、接觸壓力、振動、推/拉、以及作業速度的控制。檢核表丙評估人工搬運的重量、位

置、頻率、姿勢、行走距離、以及持續時間等危險因子。

這些檢核表中，每一項危險因子都有規範詳細的評分標準，而分數會隨著暴露時間增加

而增加。例如：單手抓握物體超過4.5 kg且作業時間為2-4小時者，給1分；同樣的施力情況

但作業時間為4-8小時者，給3分；如果作業時間超過8小時，每增加1小時，再多加0.5分。評

估程序分為九個步驟，包括：基本資料填寫、操作員工作分析、作業時間（包括2-4小時、

4-8小時、大於8小時）、圈選風險因素所佔分數（依作業時間長短而定）、填入分數、完成

檢核表甲與乙、完成檢核表丙並將分數加於乙表。這些檢核表中，危險因子被評以分數，檢

核表甲和檢核表乙分別加計其危險因子與暴露時間組合所得的分數，如果任一檢核表的分數

超過5，雇主應進行工作現場分析以及工程或管理的控制，使分數低於5。檢核表甲和檢核表

乙的危險因子分數分開計算，因為同時暴露在上肢危險因子和下肢危險因子中，不會影響相

同的關節或部位，因此不會有增加或加乘的效果。

評估MSD時，係依照下列步驟，用以計算危險因子的分數：

步驟1： 填入一般性的資料包括日期、工作名稱、部門名稱、作業員姓名、分析員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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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任何附註，仔細閱讀每個危險因子的敘述。

步驟2： 若員工有多個作業項目，將每一個作業分別填入空格。

步驟3： 估計每個員工從事此一工作所花的時間，並評估其危險因子為何、及各危險因

子的時間。

步驟4： 圈出檢核表甲和乙中，C欄與D欄的危險因子分數。假如員工一天中所從事的工

作包含某危險因子超過8小時，於D欄圈出此分數，每超出一小時加0.5分給那些

危險因子，並記錄超出分數於E欄。

步驟5：於F欄的空白中輸入C或D欄所圈的數值（同時也加入E欄的值）。

步驟6：依序完成檢核表甲和乙中所有危險因子。

步驟7：完成檢核表丙，並將其分數記錄於檢核表乙中人工物料搬運分數的空格中。 

步驟8：將每一檢核表的危險因子分數加總，於所提供的空格中記錄其個別的總和。

步驟9： 假如檢核表甲或檢核表乙之一有任一個分數高於5，此一工作即是一個待改善之

問題工作；切忌將檢核表甲和乙的得分加總。

第四節 BRIEF人因基準線風險認定檢核表

由美國Humantech Inc.通用公司編寫的人因工程應用訓練手冊(applied ergonomics training 

manual)中的人因工程檢核表(Baseline Risk Identifi cation of Ergonomic Factors, BRIEF)。BRIEF

檢核表列出一些在工作場所最常見到人因工程風險因素狀況，並指出確認其是否存在的一些

通則。此檢核表分為六個檢核段落，每一段落分別探討身體中的某一部位，包括：手與手

腕、手肘、肩膀（以上三部位皆分左右手）、頸部、背部、及腿部，另外尚包括身體壓力

（例如振動、機械壓力、低溫），檢核人員得評估交由專業人員進一步分析等。

BRIEF檢核表中（圖8），每個身體部位評估內容包括：姿勢、力量、期間、頻率等項

目。每一項目各有數值作為評估標準（例如手與手腕部位的力量評估項目，其評估標準為：

捏握大於等於2磅或力握大於等於10磅），若動作超過評估標準，則該項目給予1分，若某一

部位評估的結果超過2分，則表示該部位是處於高風險狀態，應避免或加以修正該動作。以

背部為例，其「姿勢」的風險認定標準為：前彎大於等於20度、扭轉和側彎三項，如果作業

者的動作符合其中一項認定標準，則該項給予1分；背部「力量」的風險認定標準為：處理

大於等於20磅之負荷，則再給予1分；背部「期間」的風險認定標準為：任何高風險姿勢大

於等於10秒，則再加1分；背部「頻率」的風險認定標準為：任何高風險姿勢大於等於2次/

分鐘，則再加上1分。最後，若背部評估的總分達到2分，則表示背部是處於高風險狀態，應

避免或加以修正作業者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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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BRIEF檢核表

為了避免觀察會有遺漏，需透過攝影機將作業員的工作過程拍攝起來，再反覆播放觀

看，仔細察看作業員的所有動作是否為高風險因素。若某動作符合BRIEF所定義的高風險因

素時，在檢核表上將涉及到的身體部位標記出來，最後統計各部位被標記的分數。BRIEF檢

核表僅指出危害因子是否存在，但其大小關係並未考量。一個工作場所如果存在較多的危險

因子，僅能表示肌肉骨骼傷病的發生率及嚴重率相對地較高。

第五節 OWAS姿勢分析

OWAS(Ovako Working Posture Analysis System)係由芬蘭的Ovako Oy 鋼鐵公司於1973年

所提出，主要在於界定出工作時的身體姿勢，並按照所可能引發傷害的程度來區分等級。

最早的OWAS方法僅考慮背部、手臂、與腿等三個部位，身體姿勢僅依三碼予以編碼，

後來部分專家建議將頭部及負重列入，編碼因此擴充為五碼。基本上，OWAS方法對身體每

個部位的姿勢均予編碼（如圖9所示），編碼主要依照以下準則：(Ⅰ)一般身體特徵（坐、

站、蹲....）；(Ⅱ)身體部位（背、手臂、下肢...）；(Ⅲ)處理的重量。經過排列組合後，即為

OWAS方法的編碼系統。各部位的數值愈大代表動作姿勢愈不適當。以頭頸部為例：1代表

自由直立、2代表前傾、3代表側彎、4代表後仰、5代表旋轉；再以背部為例：1代表直立、

2代表前彎、3代表扭轉、4代表彎曲且扭轉。而重量因素只有三種數值：1代表處理物重小

於10 kg、2代表處理物重為10-20 kg、3代表處理物重大於20 kg。隨後再做統計分析，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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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最後再執行工作姿勢的分級，如圖10。

圖9　OWAS編碼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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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工作姿勢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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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工作姿勢分級之判別標準

OWAS方法將各種身體姿勢編碼加以統計，再將這種不同的數字組合碼轉換成為四種行

動等級（Action Categories，簡稱AC），包括AC1、AC2、AC3及AC4，各等級的處理方案如

表 8所示。藉此判斷作業人員工作姿勢是否需要進行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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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OWAS動作分析之行動等級

行動等級(AC) 姿勢危害 處理方案

AC1 正常姿勢 不需處理

AC2 姿勢有輕微的危害 需近期採取改善措施

AC3 姿勢有顯然的危害 需盡快採取改善措施

AC4 姿勢有極端的危害 需立即採取改善措施

第六節 RULA快速上肢評估

RULA(Rapid Upper Limbs Assessment)是由英國人因工程專家Lynn McAtamney博士與E. 

Nigel Corlett 教授於1993年共同發表於Applied Ergonomics[13]，特別適用於勞工頻繁的上肢

工作活動中。透過RULA分析可得知不良工作姿勢危害的嚴重程度，進而改善作業活動進而

降低勞工傷害風險。RULA分析為OWAS姿勢編碼概念所延伸出來的，以數字來表示身體活

動姿勢。數字愈小，表示工作姿勢愈自然，負荷壓力對身體危害風險較小；反之，數字愈

大，則表工作姿勢愈極端，對造成身體傷害之風險也較高。RULA為評估身體壓力之指標，

透過姿勢與受力加總所得的分數，來了解肌肉骨骼傷病之風險嚴重程度。因故，鑑別身體工

作姿勢為RULA最重要的核心之一。基本上，當作業人員上肢活動頻繁，較適合應用快速上

肢評估方法(RULA)進行評估。

RULA檢核表將身體部位分為A與B等二個群組(Group)，如圖 12所示。其中群組A(Group 

A)包括上臂、前臂及手腕，群組B(Group B)包括頸部、軀幹及腿。在觀察作業姿勢後，依前

述各部位最大作業角度予以評分，並依肌肉施力狀態及施力大小、作業環境中有無振動情

形，以評估該作業的行動水準(Action Level, AL)。行動水準分為四個等級，各有其後續行動

之要求，如表 9所示，當檢核總分數介於1~2分時，表示該作業姿勢為可接受的行動水準(AL 

1)，分數介於3~4表示作業姿勢需要進一步調查及必要時進行改善(AL 2)，分數介於5~6表示

該姿勢近日內需進行進一步調查及改善(AL 3)，當分數在7分時，則表示該姿勢必須立即進

行調查及改善(A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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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RULA檢核表(a)A表(b)B表(c)C表

表9　RULA作業姿勢之行動水準

行動水準(AL) 檢核總分 處理方案

AL1 1~2 不需處理

AL2 3~4 進一步調查及必要時進行改善

AL3 5~6 近日內需進行進一步調查及改善

AL4 7 必須立即進行調查及改善

第七節 REBA快速全身評估

REBA(Rapid Entire Body Assessment)是由英國人因工程專家Sue Hignett博士與Lynn 

McAtamney博士於2000年共同發表於Applied Ergonomics[15]，目的在於評估勞工頻繁的全

身性工作活動，REBA與RULA都將評估分為上肢與全身兩部分，而REBA與RULA差別在

於REBA在全身性評估上，將腿部彎曲的角度分的比較詳細，且刪除上肢評估中手腕與手臂

尺偏、橈偏等非全身性動作及上肢荷重的影響，但增加了抓握合適度的評估，且REBA將靜

態、高重複動作於姿勢評估分數後，再獨立與評估分數相加，直接影響評估結果。整體而

言，REBA強化全身性評估的權重與降低上肢評估的權重，使評估涵蓋範圍擴大至全身，兩

表都將所強調的評估部位擺設在A表。透過REBA分析可得知不良工作姿勢對於全身危害的

嚴重程度，進而改善工作以降低勞工傷害風險。

REBA設計原則與RULA相同，以數字來表示身體活動姿勢。數字愈小，表工作姿勢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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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負荷壓力對身體危害風險最小；反之，數字愈大，則表工作姿勢愈極端，對造成身

體傷害之風險也較高。REBA為評估身體壓力之指標，透過姿勢與受力加總所得的分數，來

了解全身肌肉骨骼傷病之風險嚴重程度。因故，鑑別身體工作姿勢為REBA最重要的核心

之一。REBA與RULA的評估步驟相同，都是以三個表來評估全身作業，包含A表、B表、

與C表，如圖 13所示。A表用於評估全身的姿勢，依頸部、軀幹、腿部屈曲的角度評分，

查表得到A姿勢分數(Posture score A)，再考量手臂的肌肉施力情況加權分數求得A表分數(A 

score)；B表用於評估上肢的姿勢，依上臂、前臂、手腕屈曲的角度評分，查表得到B姿勢分

數(Posture score B)，再考量手掌抓握情況加權分數求得B表分數(B score)；接著再利用調整

後的A分數與B分數，在C表上得到C表分數(C score)，最後再考慮靜態姿勢、高重複動作以

及大範圍動作改變決定出活動分數(Activity score)，將C表分數與活動分數相加決定危害評估

分數，以此評估分數判斷該作業的行動等級(Action Level, AL)。行動水準分為四個等級，各

有其後續行動之要求，如表 10所示。分數1分表示工作沒有危害(AL1)；分數介於2~3 分表示

工作有輕微危害(AL2)；分數介於4~7 分表示中度危害(AL3)；若分數在8~10 分時，則表示有

中高度危害(AL4)；若分數在11分以上時，則表示有高度危害(AL5)。

圖13　REBA檢核表(a)A表(b)B表(c)C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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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REBA作業姿勢之行動水準

行動水準(AL) 檢核總分 處理方案

AL1 1 不需處理

AL2 2~3 有需要再進行改善

AL3 4~7 進一步調查及必要時進行改善

AL4 8~10 近日內需進行進一步調查及改善

AL5 11+ 必須立即進行調查及改善

第八節 OCRA Index

OCRA(Occupational Repetitive Action)Index是一評估上肢重複性工作的肌肉骨骼傷病風

險指標[29]-[31]。1996年由義大利的人因工程研究單位Occhipinti發展，起初目的是為了分析

關於工人上肢工作傷害的暴露因子而提出的一套分析工具。其評估方法基礎是源自國際人

因協會(International Ergonomic Association, IEA)中，技術委員會所頒發之關於肌肉骨骼傷病

的共識文件，以及美國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NIOSH)之人工物料搬運指標而來。此方法優點在計算指標值時，不僅能提供風

險值的大小來執行改善，還能依現況提供建議的操作次數給改善人員在設計或重新安排作業

時參考，並且在西班牙曾做過大規模的流行病學研究，證明其對於肌肉骨骼傷病的風險評估

有足夠的效度。透過計算實際上肢執行技術動作(technical actions)與建議動作次數之比值，

來評估該作業員的肌肉骨骼傷病暴露風險程度，其比值越高，表示風險越大，其步驟與計算

公式（式1、式2）如下：

評估步驟：

1. 選出最具代表性之重複工作週期

2. 在此工作週期中，列出該作業員實際執行之技術動作次數並計算之（表 11）

3. 選出在工作週期中可能存在的暴露因子（表12-表 16）

4. 計算建議動作值（式2），並連同實際動作次數，算出比值（式1）

5. 根據指標值，找出對應風險等級（表17），並採取其建議對策。

計算公式：

　　　　　OCRA index = Ae/Arp …………………………… (1)

其中OCRA Index：上肢肌肉骨骼傷病風險指標值

Ae：實際上肢執行技術動作次數

Arp：建議上肢執行技術動作次數

( )[ ]∑
=

××××××=
n

i
driaipifi FFDFFFCFArp

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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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n：重複性作業之個數

CF：每分鐘技術動作建議次數，唯一常數（30次技術動作/分鐘）

Ffi ； Fpi；Fai：大小介於0與1之間的係數，係數取決於操作員執行每項重複性作業時，其

出力大小、作業姿勢及附加危害因子

Di：在一天中，操作員執行各項重複性作業之時間（單位：分鐘）

Fr： 大小介於0與1之間的係數，係數之大小取決於操作員於一天（班）內上肢肌肉缺乏

休息（恢復）之時間（單位：小時）（如表15）

Fd： 大小介於0.5與2之間的係數，係數大小取決於操作員一天（班）以上肢執行重複性

作業之總時間（單位：分鐘）（如表16）

要得到風險指標值，必須先計算出實際操作次數與建議操作次數兩個數值。首先，找

出實際上肢執行的技術動作次數，需要先錄影記錄作業員一天工作中之各項重複性作業動作

3~4個循環，選出具代表性的週期，利用錄影慢動作重播來找出符合定義之技術動作，加以

推算各重複作業每分鐘動作次數，再乘上其週期時間，最後加總即得到Ae值。

表11　技術動作之定義與次數計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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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建議上肢執行技術動作的計算，公式由式2所示，其考慮的暴露因子有出力大小

(force)、作業姿勢(posture)、附加危害因子(additional elements)、重複性作業之執行時間、缺

乏休息（或恢復）之時間(lack of recovery period)及每天執行重複性作業之總時間，該因子之

係數越小，表示其影響程度越高，各係數詳細判別說明如表 17。

表12　Fft係數值

表13　Fpt係數值

表14　Fat係數值

表15　Fr係數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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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　Fd係數值

決定暴露因子係數經由計算後可得Arp值。最後即可由Ae與Arp的比值，得到OCRA 

Index風險指標值，依照表17找出對應危害風險等級及其對策。若其指標值大於4，其危害風

險等級為紅色，存在明顯肌肉骨骼傷病風險，須立即改善；若其值小於1，則風險等級為綠

色，即非常低風險，不須改善。

表17　OCRA Index值之代表意義

第九節 HAL-TLV

HAL-TLV(Hand Activity Level Threshold Limit Value)是一套評估上肢重複性作業中肌肉

骨骼傷病危害的工具[32]。1997年由美國政府工業衛生師協會(ACCGIH)所提出，目的是為

了衡量上肢重複性作業之負荷，設計專門用來評估單調作業(mono-task)之上肢動作作業，且

每天執行該項作業四小時以上者，而所謂單一作業乃指操作員需重複執行一系列相似之動作

或出力。HAL-TLV危害評估的重點在手部、腕部以及前臂，評估需先找出兩個等級數值。

作業員的手部活動等級(Hand Activity Level, HAL)與其手部出力峰值(peak hand force)等

級，在對應標有恕限值(Threshold Limit Value, TLV)與Action Level座標圖上（圖 14），實線

為TLV，虛線為HAL(Hand Action Level)，找出相對應的座標位置，判斷有無低於TLV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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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可得該作業是否存在肌肉骨骼傷病危害的風險。一般來說，兩個等級數值越大，落於超

過TLV界線區域的機率就越大，即危害風險越大。

圖14　減少工作引起之上肢MSDs製訂之TLV

其評估步驟如下：

1. 紀錄作業員完整工作週期，並擇一最具代表性之工作週期進行評估。

2. 評定該作業手部活動等級(HAL)，使用觀察法（圖 15）或透過計算查表（表 18）

3.  決定正規化手部出力峰值(Normalized Peak Force, NPF)，透過觀察法、Borg量表或儀

器量測可得。

4. 在HAL與NPF對應恕限值座標圖上找出對應位置，得到風險等級並採取其需要對策。

圖15　利用觀察法評估HAL（010級）之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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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8　手部出力頻率及責任週期所對應之HAL（010級）

第十節 KIM 人工物料處理檢核表

KIM(Key Indicators Method) 是最早由德國所發展的檢核表，近年經北歐挪威、丹麥、瑞

典等各國驗證後採納使用，2001、2002年分別針對「人工物料處理(LHC)」[18]及「推拉作

業(PP)」[19]發表2個版本，2008年學者將此二版本加以擴充，發表「手工物料作業(MHO)研

究草案」[16][17]，適用在手部與手工具使用的作業。KIM在使用上極為精簡，僅有幾個步

驟，非常適合現場快速診斷評估。但如果有數個不同的活動皆具有相當的生理壓力，這些作

業必須分別進行估計，此處僅介紹人工物料處理檢核表(KIM LHC)。

■KIM人工物料處理檢核表(KIM LHC)

KIM LHC在使用上極為精簡且容易上手，只有淺顯易懂的兩張表格，三個步驟，如圖 

16，非常適合現場快速診斷評估。KIM LHC適用於抬舉、握持和運送三項全身性的作業，評

估過程只有三個步驟，評估內容為決定四項評級項目，分別為：時間評級、與荷重評級、姿

勢評級、工作情況評級。時間評級依作業種類分成抬舉(L: lifting)、握持(H: holding)和運送

(C: carrying)；荷重評級、姿勢評級、工作情況評級則依照表格敘述和經驗判斷評分。風險值

是以時間評級乘以荷重評級、姿勢評級與工作情況評級三者加總之乘積求得（式3）。最後

根據計算所得之風險值，可查表得對應的風險等級。若有數個不同的活動皆具有相當的生理

壓力，這些作業必須分別進行評估。



39

 
ASSESSMENT OF MANUAL HANDLING TASKS BASED ON KEY INDICATORS Version 2001  
如果有數個不同的活動皆具有相當的生理壓力，這些作業必須分別進行估計。 
步驟一：決定時間評級點數 (僅選擇一欄) 

抬舉或放置作業 (< 5 s) 握持 (> 5 s) 運送 (> 5 m) 
工作日總次數 時間評級點數 工作日總時間 時間評級點數 工作日總距離 時間評級點數

< 10 1 < 5 min 1 < 300 m 1 
10 to < 40 2 5 to 15 min 2 300 m to < 1km 2 

40 to < 200 4 15 min to < 1 hr 4 1 km to < 4 km 4 
200 to < 500 6 1 hrs to < 2 hrs 6 4 to < 8 km 6 

500 to < 1000 8 2 hrs to < 4 hrs 8 8 to < 16 km 8 
≥ 1000 10 ≥ 4 hrs 10 ≥ 16 km 10 

範例：砌磚，將工件置入機器，

由貨櫃取出箱子放上輸送帶送帶 
範例：握持和導引鑄鐵塊進行加工，

操作手動研磨機器，操作除草機 
範例：搬運家具，運送鷹架至建築施

工現場 

步驟二：決定荷重，姿勢與工作狀況評級點數 
男性實際負荷1) 荷重評級點數 女性實際負荷1) 荷重評級點數 

 1 gk 5 < 1 gk 01 <
10 to < 20 kg 2 5 to <10 kg 2 
20 to < 30 kg 4 10 to <15 kg 4 
30 to < 40 kg 7 15 to < 25 kg 7 

≥  52 gk 04 ≥  52 gk 52 
1)“實際負荷”代表移動負荷所需的實際作用力，此作用力並不代表施力對象的質量大小。例如，當傾斜一個紙箱時，僅有 50%
的質量會影響作業人員，而當使用手推車時僅有 10%。 

典型姿勢與荷重位置 姿勢與荷重位置 姿勢評級點數

 上身保持直立，不扭轉。 
 當抬舉、放置、握持、運送或降低荷重時，荷

重靠近身體。 
1 

 軀幹稍微向前彎曲或扭轉。 
 當抬舉、放置、握持、運送或降低荷重時，荷

重適度地接近身體。 
2 

 低彎腰或彎腰前伸。 
 軀幹略前彎扭同時扭轉。 
 負荷遠離身體或超過肩高。 

4 

 

 軀幹彎曲前伸同時扭轉。 
 負荷遠離身體。 
 站立時姿勢的穩定受到限制。 
 蹲姿或跪姿。 

8 

2)決定姿勢評級點數時必須採用物料處理時的典型姿勢。例如，當有不同的荷重姿勢時，需採用平均值而不是偶發

的極端值。 
 

工作狀況 工作狀況評級點數 

具備良好的人因條件。例如：足夠的空間，工作區中沒有物理性的障礙物，水平及穩

固的地面，充分的照明，及良好的抓握條件。 
0 

運動空間受限或不符合人因的條件。例如：1、運動空間受高度過低的限制或工作面積

少於 1.5 m2 或 2、姿勢穩定性受地面不平或太軟而降低。 1 

空間/活動嚴重受限與/或重心不穩定的荷重。例如：搬運病患 2 

步驟三：評估 
將與此活動相關的評級點數輸入計算式中： 

( _________    
+ 

__________   
+ 

_________  ) × __________   
= 

_________ 

(荷重評級點數   
+ 

姿勢評級點數   
+ 

工作狀況評級點數）

× 
時間評級點數   
= 

風險值 

 
根據於計算所得之評分，可依下表進行粗略的評估。（基本上必須假設隨著評級點數的增加，肌肉骨骼系統超載的
風險也會增加，但由於個人的工作技巧和績效差異，風險等級之間的界限是模糊的，風險的分類因此只能算是一個
輔助工具。更精確的分析需仰賴人因工程專家的專業知識。） 
 

風險等級 風險值 說明 
1 <10 低負荷，不易產生生理過載的情形。 

2 10 to <25 
中等負載，生理過載的情形可能發生於恢復能力較弱者 3)。針對此族群應

進行工作再設計。 
3 25 to <50 中高負載，生理過載的情形可能發生於一般作業人員。建議進行工作改善。

4 ≥50 高負載，生理過載的情形極可能發生。必須進行工作改善4)。 
3)恢復能力較弱者在此所指為40歲以上或21歲以下，新進人員或有特殊疾病者。 
4 )改善的需求可參考表中評級點數來決定，以降低重量、改善作業狀況、或縮短負荷時間可避
免作業壓力的增加。  

 

圖16　KIM LHC檢核表示意圖

風險值 = 時間評級 ×（荷重評級 + 姿勢評級 + 工作狀況評級） …………（式3）

若將式3乘開可知KIM LHC風險值是由長時間過度施力、長時間不良姿勢、長時間不良

工作狀況所組成，而上述風險值組成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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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時間過度施力風險值 = 時間評級 × 荷重評級

長時間不良姿勢風險值 = 時間評級 × 姿勢評級

長時間不良工作狀況風險值 = 時間評級 × 工作狀況評級

其中荷重評級、姿勢評級、工作狀況評級，三種評級之計算互相獨立，而此三種評級分

別與時間評級相依，因此可知KIM LHC風險值評估是以「長時間」暴露危害因子才會發生危

害為基礎所制定之評估方法，與早期的檢核表所強調的重點危害因子截然不同，但相較之下

卻更符合作業員主觀疲勞感受，也最貼近實際風險評估所需。KIM LHC詳細評估步驟如下：

步驟一：先依作業特性，於下方表格中選擇「抬舉或放置作業」、「握持作業」、「運

送作業」其中的一欄，並於該欄中選擇適當的作業次數/時間/距離，並對照讀取表中相對應

的時間評級點數（表 19）。

表19　KIM LHC檢核表(Ⅰ)
抬舉或放置作業 (< 5 s) 握持作業 (> 5 s) 運送作業 (> 5 m)

工作日總次數
時間

評級點數
工作日總時間

時間

評級點數
工作日總距離

時間

評級點數

< 10 1 < 5 min 1 < 300 m 1 

10 to < 40 2 5 to < 15 min 2 300 m to < 1 km 2 

40 to < 200 4 15 min to < 1 hr 4 1 km to < 4 km 4 

200 to < 500 6 1 hrs to < 2 hrs 6 4 to < 8 km 6 

500 to < 1,000 8 2 hrs to < 4 hrs 8 8 to < 16 km 8 

≥ 1,000 10 ≥ 4 hrs 10 ≥ 16 km 10 

範例： 砌磚，將工件置入機器，由

貨櫃取出箱子放上輸送帶送

帶

範例： 握 持 和 導 引 鑄 鐵 塊 進 行 加

工，操作手動研磨機器，操

作除草機

範例： 搬運家具，運送鷹架至建築

施工現場

步驟二：依序於下表中決定荷重（表 20）、姿勢（表 21）與工作狀況（表 22）之評級

點數：

表20　KIM人工物料處理檢核表(Ⅱ)
男性實際負荷1) 荷重評級點數 女性實際負荷1) 荷重評級點數

 < 10 kg 1 < 5 kg 1 

10 to < 20 kg 2 5 to <10 kg 2 

20 to < 30 kg 4 10 to <15 kg 4 

30 to < 40 kg 7 15 to < 25 kg 7 

≥ 40 kg 25 ≥ 25 kg 25 
1)「實際負荷」代表移動負荷所需的實際作用力，此作用力並不代表施力對象的質量大小。例如，當

傾斜一個紙箱時，僅有50%的質量會影響作業人員，而當使用手推車時僅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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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KIM人工物料處理檢核表(Ⅲ)

典型姿勢與荷重位置 姿勢與荷重位置
姿勢

評級點數

●上身保持直立，不扭轉。

● 當抬舉、放置、握持、運送或降低荷重時，荷重

靠近身體。

1

●軀幹稍微向前彎曲或扭轉。

● 當抬舉、放置、握持、運送或降低荷重時，荷重

適度地接近身體。

2

●低彎腰或彎腰前伸。

●軀幹略前彎扭同時扭轉。

●負荷遠離身體或超過肩高。

4

●軀幹彎曲前伸同時扭轉。

●負荷遠離身體。

●站立時姿勢的穩定受到限制。

●蹲姿或跪姿。

8

2)決定姿勢評級點數時必須採用物料處理時的典型姿勢。例如，當有不同的荷重姿勢時，需採用平均

值而不是偶發的極端值。

表22　KIM人工物料處理檢核表(Ⅳ)

工作狀況
工作狀況

評級點數

具備良好的人因條件。例如：足夠的空間，工作區中沒有物理性的障礙

物，水平及穩固的地面，充分的照明，及良好的抓握條件。
0

運動空間受限或不符合人因的條件。例如：1、運動空間受高度過低的限

制或工作面積少於1.5 m2，或2、姿勢穩定性受地面不平或太軟而降低。
1

空間/活動嚴重受限與/或重心不穩定的荷重。例如：搬運病患 2

步驟三：將與此活動相關的評級點數輸入計算式中，即可評估該項作業之風險值：

（荷重評級 + 姿勢評級 + 工作狀況評級）× 時間評級 = 風險值

基本上必須假設隨著評級點數的增加，肌肉骨骼系統超載的風險也會增加，但由於個

人的工作技巧和績效差異，風險等級之間的界限是模糊的，風險的分類因此只能算是一個輔

助工具。更精確的分析需仰賴人因工程專家的專業知識。根據於計算所得之風險值，可依表 

23進行粗略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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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KIM人工物料處理檢核表(Ⅴ)
風險等級 風險值 說明

1 <10 低負荷，不易產生生理過載的情形。

2 10 to <25
中等負載，生理過載的情形可能發生於恢復能力較弱者3)。針對

此族群應進行工作再設計。

3 25 to <50
中高負載，生理過載的情形可能發生於一般作業人員。建議進

行工作改善。

4 ≥50 高負載，生理過載的情形極可能發生。必須進行工作改善4)。

3)恢復能力較弱者在此所指為40歲以上或21歲以下，新進人員或有特殊疾病者。
4) 改善的需求可參考表中評級點數來決定，以降低重量、改善作業狀況、或縮短負荷

時間可避免作業壓力的增加。

第十一節 EAWS

EAWS（Ergonomic Assessment Worksheet，又稱European Assembly Worksheet）是被開

發來篩選生物力學負荷超載危害風險的評估工具，以提供一個完整的風險評估，能夠涵蓋操

作者在一個工作任務中暴露的所有生物力學危害。在某種程度上，EAWS也可以作為分析工

具，因為它的分析相當細膩，可以提供工作重新設計必要的資訊。

EAWS是以AAWS(Automotive Assembly Worksheet，Schaub et al. 2008a, b)為主架構修

改，擴充其應用領域所完成的評估工具(Schaub and Ghezel-Ahmadi 2007, Schaub et al. 2009, 

2010a)，目前已在幾個德國和歐洲的汽車製造商和汽車零件供應商實施。

EAWS評估系統是由以下四個部分的評估所構成（圖 17）：

1. 低負荷（30-40 N或3-4 kg）之工作姿勢與動作

2. 全身或手－手指系統的施力

3. 人工物料搬運

4. 上肢重複性載荷

以下即簡單介紹EAWS各（表格）部分的評估內容：

1.  表格1用於記錄一般資訊：內容主要包括識別工作站、顯示作業/工作站分析的總體評

估結果、標示不能在其他地方評估的額外生理負荷、提供記錄建議和改善的空間、記

錄與上肢重複性負荷有關的時間資訊（圖 17a）。

2.  表格2用於評估工作姿勢：內容用於估計靜態工作姿勢和高頻率的動作（低施力負

荷，<30-40 N或3-4 kg）。在表格左側先針對對稱的工作姿勢（站立、坐、跪、蹲、

躺、攀爬）進行評定；在表格右側，考慮不對稱姿勢的影響（如軀幹旋轉、側彎、和

遠伸，圖 17b）。在表格中以點線、虛線或點劃線所區分的格位之間的數值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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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插法估計。

3.  表格3用於評估施力與人工物料搬運：上半部的內容用於評定超過30-40 N的施力，它

涵蓋整個身體的力量以及手-手指系統的力量，總分是由施力強度和施力時間/頻率相

乘得出。施力的強度是以在該施力方式下的最大施力百分比，可以透過作業人員訪

談或參考EAWS表中所附的施力輿圖（圖 17c）。下半部的表格用於評定負載超過3-4 

kg的人工物料搬運，其內容與重點指標方法(KIM)相容(Steinberg et al. 2006，2007a，

2007b)。

4.  表格4用於評估上肢重覆動作：評估內容包括手部施力與其頻率或持續時間、抓握的

方式、上肢姿勢、和其他因素、重複動作的持續時間、以及休息暫停、和工作組織等

（圖 17d）。

EAWS第一至第三部分（表格2、3）屬於全身性的評估，採用「傳統人因工程」的評估

方式進行，參考過去的其它方法，考慮直接或間接的能量消耗、腰椎負荷、和局部肌疲勞作

為主要的評價標準。評估方式是根據施力的程度或重量，將一項作業之主要危害認定為是工

作姿勢（施力小於30-40 N或3-4 kg）、或是施力、或是人工物料搬運三種之一，換言之，一

個週期內的作業必須選擇以工作姿勢、或施力、或人工物料搬運其中之一的表格來評估。這

種作法不允許重覆的評估，因此評估上不會產生疊加平行負荷的問題(Schaub et al. 2012)。

EAWS第四部分的評估（上肢重覆動作）是基於醫學和流行病學數據，設計上是為了與

在當前此領域的主要評估工具OCRA(Colombini et al. 2002)和KIM-MHO(Klußmannet al. 2012)

相容。雖然EAWS的第四部分主要模仿了OCRA方法，但與OCRA仍有三個不同之處：

1.  OCRA將抓握方式與施力的程度獨立考慮，因為一般普遍同意高強度捏握(pinch grip)

會比中等捏握、接觸或力握(power grip)有更高的風險。而EAWS的設計理念則認為

抓握方式和施力程度之間有密切的關聯，高強度的捏握無法產生高施力水準（如250 

N），另一方面，非常低的指夾力（例如2-3 N）其影響是輕微的。

2.  目前的EAWS上缺少考慮「定型化的因素」（工作協調），當EAWS應用的領域增加

時，這項因素應該被納入考慮。

3.  OCRA和EAWS之間對休息停頓的影響考量不同。研究Lavatelli等人(2012)發現，

OCRA和EAWS之間存在著系統性偏差，若更正休息停頓的評分可使短週期工作的

OCRA和EAWS評估結果相同；但在一些情況下，EAWS的評估甚至會更加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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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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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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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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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圖17　EAWS風險評估系統各評估表(a) (b) (c) (d)[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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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WS各（表格）部分的負荷大小評估，是以負荷大小乘以負荷的持續時間或頻率的結

果，沒有考慮到負荷發生的順序，因此，軀幹維持靜態向前彎曲的姿勢12秒，等同於軀幹進

行2次6秒彎曲或3次4秒彎曲。如果人工物料搬運或施力發生在不同的重量/力量水準，則分

別於搬運/施力部分將相關的搬運/施力次數加總，並計算重量/施力的平均加權級別。這種設

計方便實際的應用，但主要應用領域侷限於短週期的工作（最多5分鐘），而忽略了長時間

持續負荷所造成的疲勞以及負荷峰值存在的狀況。

EAWS最終的評估結果代表該作業對「全身」或「上肢」最壞的情況，其評分系統將風

險分級粗略分為3個等級（如圖 18所示），「全身」與「上肢」之風險評估則採用相同的分

級尺度。

圖18　EAWS風險等級分類

EAWS原本是被設計用來評估汽車行業的裝配工作，在這領域中，工作型態多屬於短的

循環作業（多數1-3分鐘），而對於短週期的作業型態而言，通常沒有單一施力高峰或長時

間維持不良姿勢的情況存在，因為這種情況通常需要額外的恢復/休息時間。

EAWS曾在其他領域如油漆車間、動力火車、或沖壓間進行測試，在這些作業中會存在

長週期或非週期性的作業，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對卡車、航空業、電力和金屬等行業。然

而上述所有的作業情況，經專家使用EAWS所進行的評估可以獲得良好的結果，如果負荷是

平均分配於工作期間，且沒有長時間持續負荷所造成的疲勞以及負荷峰值的狀況存在下，

EAWS是目前僅見能將多種不同作業危害風險進行整併的評估工具。



49

第五章  人因工程改善技術與自主化改善

本所在肌肉骨骼傷病的防制所建議使用的技術方法為本所發展之工具套件，包含：一式

改善流程圖與三張圖形化SOP工作表。這個流程圖（圖 19）主要是為了發展構想式改善方案

的邏輯設計，流程圖包含四個步驟：「現況說明」、「問題陳述」、「改善方案」、與「預

估改善績效」，其中以「改善方案」勾勒人因工程改善方案的思考邏輯。勾選式改善流程圖

主要在流程圖左邊的三個改善模式方框列出了一系列的改善構想選項。這個改善程序與思考

邏輯就如同醫療過程中的問診、診斷、治療、與評估。醫生根據問診所得到的資訊，診斷病

因，以資對症治療下藥，而後再進行治療後的效果評估。三張圖形化的SOP工作表（圖 20）

則用以協助改善流程圖，記錄改善流程中的資訊數據、危害因子分析以及作為改善構想選項

的圖形化資料庫，使改善方案具體化[3]。

圖19　改善流程圖



50

第一節 改善的流程圖

人因工程改善流程圖首先透過「現況說明」來觀察記錄工作站或作業流程圖之中與危害

因子相關的線索。繼之以「問題陳述」來診斷在作業現況之中有那些危害因子會使作業員產

生肌肉骨骼傷病，待問題診斷出來之後進行改善。「改善方案」在於構思以人因工程技術來

去除或降低工作場所與工作方法的危害因子。改善之後，再評估肌肉骨骼傷病是否有效去除

或降低？如果肌肉骨骼傷病無法有效改善，則必須尋求行政改善或體能促進管理。

以下我們逐一說明這四個改善流程：

1.  「現況說明」在於觀察改善前的設施佈置、機具、工作台、工具、工件、作業員屬

性、作業流程、作業頻率。現況說明的目的在於鋪陳「問題陳述」的必要資訊。

2.  「問題陳述」在於根據現況說明的資訊，診斷出導致肌肉骨骼傷病的因子，並從而為

下一個「改善方案」指引改善方向。問題陳述是改善技術的關鍵程序，就如同醫療過

程的診斷，能夠洞悉病灶原因，後續治療才能對症下藥。「問題陳述」主要以KIM人

工物料處理檢核表來評估肌肉骨骼傷病，輔以生物力學計算檢驗。

3.  「改善方案」則針對問題陳述所診斷出的危害因子，逐一構思改善方案。改善方案是

整個改善流程最複雜的部位，也是這個改善技術的精髓所在。針對任何危害因子，改

善方案的思考邏輯依改善效果大小區分為三個層級的改善模式。第一層級是「以外力

取代人力？」，如果工作可以由機器、省力裝置等設備取代，則身體負荷必然會消除

或降低；其次，第二層級是「改變工作方法？」，如果工作出力可以由強大的肌肉來

取代弱小的肌肉，則弱小的肌肉的疲勞與傷害可以降低，例如輕便的自行車打氣筒以

兩手擠壓，容易疲勞，改以腳踏打氣筒則不會疲勞，因為腳比手強大許多。最後才是

第三層級的「改變工作姿勢？」，讓作業員能夠以最自然、最省力的姿勢工作，衰減

因施力、重複性、壓迫組織、以及振動等危害因子作用於身體的負荷，例如因為原料

放置高度過低，作業員必須彎腰抬舉，彎腰抬舉會造成身體負荷（特別是L5/S1的椎

間盤負荷）的急遽上升，將原料放置高度提高，則作業員可以以直立的姿勢取料，身

體負荷就會顯著降低。請注意，照明會影響工作姿勢，例如：檢查及修護鞋底的模

具，因為模具的凹凸花紋顯現必須藉助光線的反光，因此如果入射光的角度不利凹凸

花紋的顯現，則作業員的頭頸會被迫採行不良的姿勢去追逐反光。以外力取代人力、

改變工作方法、以及改變工作姿勢的選項方框列於流程圖的左邊，有機器、省力裝

置、輸送設備、全身代替手、高坐姿等的選項[5]。

4.  「預估改善績效」則是根據改善後的工作姿勢、施力大小、重複頻率等資訊，推估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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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後的績效，包含KIM、OCRA Index、與HAL-TLV檢核表、生物力學評估，以及成

本效益。檢核表評估的是危害風險等級與危害風險的變化；生物力學評估的是各肢段

關節的受力變化；成本效益比較的是改善成本與工作效率的提升。全日性工作的效率

提升，是改善後產能日增加量/改善前產能日總量；非經常性工作的效率提升，是改

善後施工縮減時間/改善前施工時間。如果改善的結果無法有效降低肌肉骨骼傷病，

則必須尋求健康體能促進的協助或行政改善[4]。

第二節 圖形化SOP工作表

對應於改善流程圖，我們設計三張SOP工作表以利肌肉骨骼傷病防制作業的進行：SOP

工作表(Ⅰ)用於現場訪視、SOP工作表(Ⅱ)用於危害因子的分析、SOP工作表(Ⅲ)作為改善方

案的構想資料庫（圖 20）。

一、SOP工作表(Ⅰ)

用於現場訪視的SOP工作表(Ⅰ)用於記錄工作現場的資訊與數據、直觀的問題陳

述、以及直觀的改善方案。工作現場的資訊與數據呈現在表單的上半部。最上面部分是

四組設備與附屬設備的圖示，在圖示上可以標示型式、規格尺寸。有四組設備圖示的原

因是一個工作站往往會有數個設備，但是通常在四個以內。設備圖示的右邊的方格線底

紋，用於繪製平面配置圖，記錄這些設備之間的距離與方位關係，設備以羅馬數字（例

如：I、II）標示，作業員以英文字母標示（例如：A、B，一個工作站有時會有若干名

作業員合作），並且可以以箭頭標示工件流程與人員動線。下面接著的欄位是工具選項

圖示，與工件、作業員的描述方格。在下面是工作動作的數據記錄欄，記錄欄也有四

列，用於記錄（最多）四種不同的動作。

以下是在訪視時，記錄工作現場的資訊與數據必須注意的竅門。

1.  在訪視現場你可能會覺得SOP工作表上的圖示並沒有你所觀察的設備和工具，或出入

極大，你可以選擇一個最接近的圖示，稍做修改與標註，例如一個沙拉油工廠，灌油

工作站是在棧板上擺置四個88 cm高 x 61 cm直徑的油筒，你可以將附屬設備的筒子標

上尺寸，並標示I（設備I），並在平面配置圖畫上棧板與四個圓，同時將四個圓也標

示I，以資對應。

2.  設施佈置要記錄的不只是輸送帶、機器、工作桌、料槽的型式、規格與尺寸與空間配

置，還得記錄人機介面的資訊，例如開關、控制鈕、把手、進出料口、顯示板按鍵等

的實際工作高度與深度，也就是由站臺到工作點的高度。高度的與深度。如果工作高

度與深度是變化的，例如堆疊棧板，必須記錄變化的範圍，以利後續推算工作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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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具選項的說明除了長度、寬度、高度、容量與重量外，還要註明左右手握持點的

位置，以及實際的施力。例如以一個總長140 cm的鏟子剷起油墨，左手握持把柄的尾

端，右手握在離尾端70 cm處，每次剷起的重量為2 kg，但是由於油墨的黏稠性實際

施力約6 kg。有了這些數據，我們才有辦法推估左右手的實際受力。

4.  工件描述要記錄的包含原料工件、成品工件以及包裝箱、容器筒槽、與棧板的型式、

形狀、規格尺寸、重量，還要注意工作點與握持點的高度與深度，例如：化工配料桶

的工作點高度是桶緣，抬舉搬運的工作點高度是把手高度，然而清除、清洗配料桶的

工作點高度是桶底。

5.  作業員說明的項目包含作業員人數、性別、身高、體重、年齡，有時還必須註記特殊

體位與障礙的說明，例如左撇子、五十肩、色盲弱視等。

6.  工作頻率與週期欄位除了註記實際碼表測量的xx次/分、或xx秒/次以外，還得詢問一

批次完成幾個，歷時多久，每日施作多少批次，與總共上工時間。因為實際生產作業

的工作排程變化多端，例如一個化工混合槽的作業員，每日下料施作兩次，每次128

包，歷時60分鐘；塑膠成品裝袋也施作兩次，每次128包，歷時150分鐘。

7.  所有記錄工作現場的資訊與數據的目的就是要能夠充分的描述作業。作業描述是將這

些資訊與數據結合成一個有關聯、有組織的作業描述，讓人明瞭這個作業的情形。作

業描述要鋪陳足夠的施力、重複性、組織壓迫、振動衝擊與工作姿勢的訊息，以利問

題陳述。其中，尤其以工作姿勢最為重要，因為彎腰、聳肩、手臂前身、抬舉過肩等

姿勢是個觸媒因子，會與其他危害因子起加乘作用，使危害加劇。

為了慎重起見，當我們完成紀錄後，試著在腦海裡做一次描述作業，看看是否資訊

與數據完整無缺？

二、SOP工作表(Ⅱ)

用以分析危害因子的SOP工作表(Ⅱ)，包含一個KIM人工物料處理的檢核表與一個

生物力學分析用的姿勢圖形庫與記錄肢段、關節受力負荷的人體圖形。同時也為了比較

改善的績效，這張SOP工作表(Ⅱ)上複製一個KIM人工物料處理的檢核表與一個生物力

學分析用的姿勢圖形庫。

三、SOP工作表(Ⅲ)

用以作為改善方案的構想資料庫的SOP工作表(Ⅲ)，是配合改善方案三個層級的改

善模式，包含以外力取代人力的機器、省力裝置、輸送設備、支架、手工具等；改變工

作方法的以全身施力、以腳施力、以手臂施力、兩腳交替、雙手交替等；和工作姿勢的

直立站姿、高坐姿、坐姿、工作面高度、工作面角度等的圖形，以利改善構想的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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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構想資料庫的圖形也可以用以現場訪視，簡化SOP工作表(Ⅰ)的紀錄。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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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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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圖20　圖形化SOP工作表 (Ⅰ)(Ⅱ)(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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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健康管理

我國骨骼肌肉傷害相關之職業病，於民國85年6月14日開始實施，於98年5月1日增列第

三類物理性危害引起之疾病及其續發症，其中3.2至3.9共8項為肌肉骨骼傷病類職業病， 可

大致分為上肢骨骼肌肉傷病及下背肌肉骨骼傷病兩大類，包括3.2 長期壓迫引起的關節滑囊

病變、3.3長期以蹲跪姿勢工作引起之膝關節半月狀軟骨病變、3.4 壓迫造成之神經麻痺：包

括職業性腕道症候群等、3.5 長期彎腰負重引起的腰椎椎間盤突出、3.6長期工作壓迫引起的

頸椎椎間盤突出、3.7 肌腱腱鞘炎及肌腱炎、3.8 全身垂直振動引起的腰椎椎間盤突出等、

3.9 旋轉肌袖症候群、6.1雷諾氏病 (Raynaud’s disease)及其他職業病鑑定/認定委員會認定之

職業病。

人因工程健康管理包含暴露風險管理與健康管理，類似在美國推行的參與性人因計

畫(participatory ergonomics)或歐洲的健康圈。員工作為主角、專家，積極參與作業環境的

改善，帶來正面效應，增進健康減少缺勤率。這個系統可以經由3條途徑進行，各自採用

PDCA(P, plan；D, do；C, check；A, action)方式，達到消除、降低人因危害因子，預防或減

輕骨骼肌肉傷病的目的。

第1條 途徑是在沒有發生骨骼肌肉傷病之前，進行全面性，包含全廠所有工作位置的人

因危害風險評估，加以控管。

第2條 途徑利用主動監測(active surveillance)，發現員工隱藏的骨骼肌肉傷病，然後進行

危害風險評估，加以控管。

第3種 途徑利用被動監測(passive surveillance)資料，也就是員工發生骨骼肌肉傷病的報

告、就診、諮詢、或請假資料，進而發現人因危害風險，然後加以管控。

這3種途徑可以並行，以達到最佳的效果。

健康管理與適性分配工作是職業安全衛生的重要工作，其目的在確認一位員工適合擔任

工作，能夠有效地完成任務，而且不會對自身或他人的健康安全帶來危險。適性分配工作實

施的理由可以為以下四點：

1.  員工的病情可能影響、減低、或阻礙其有效率的工作，例如腰椎椎間盤突出患者不適

宜從事水泥搬運工作。

2. 工作可能加重員工的病情、例如重複性拇指動作可能加重退化性關節炎。

3.  員工的病情可能使自己或同事在工作中陷入危險，例如肩旋轉肌袖症候群導致舉臂取

物不穩，導致飛落物壓傷自己或同事。

4. 對於已罹患肌肉骨骼傷病之員工，也可請教職業病醫師、職能治療師、物理治療師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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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諮詢，並與廠（場）內醫護人員、及人因工程人員配合，以避免疾病之再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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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

根據歷年勞工保險給付資料，97至101年勞工罹患職業病申請按職業病成因分析，肌肉

骨骼傷病（手臂肩頸及職業性下背痛）申請人次為職業病傷病給付申請之第一位。研究調查

發現，國內勞工有相當高比例之肌肉骨骼不適症狀，為勞工重要工作相關之健康問題。職業

安全衛生法規定，雇主對於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傷病之預防，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

之安全衛生措施；亦規定重體力勞動或其他特殊危害之作業，應規定減少勞工工作時間，並

在工作時間中予以適當之休息。重體力勞動作業勞工保護措施標準詳細規範重體力勞動作業

定義、休息時間之建議、勞工健康檢查及管理、飲用水及食鹽之補充、勞動作業條件之改

善。

人因危害導致的肌肉骨骼傷病是值得重視與關注的議題，普遍存在全球職場中，除了

盛行率高以外，同時因這類累積性疾病病期較長，往往造成勞工保險龐大支出。但這種人因

工程危害大多是可以透過工程改善或行政管制加以控制的，倘若能落實人因預防策略，則可

望省下巨額的社會成本。職業安全衛生法中明訂雇主應預防重複性作業促發之肌肉骨骼傷

病。在執行層面上，依照本指引內容要項，落實規劃執行人因工程危害防止計畫，並且依循

PDCA精神持續追蹤改善，達到消除或降低人因危害因子，預防或減輕肌肉骨骼傷病的發生

及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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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肌肉骨骼症狀調查表

肌肉骨骼症狀問卷調查表

A. 填表說明

下列任何部位請以酸痛不適與影響關節活動評斷。任選分數高者。

酸痛不適程度與關節活動能力：（以肩關節為例）

 

   
可自由

活動 

 

到極限

會酸痛 

超過一半

會酸痛 

只能

一半 

只能

1/4 

完全無法

自主活動 

關節活

動範圍 

不痛 微痛 中等痛 劇痛 非常劇痛 極度劇痛 

0 1 2 3 4 5 

不痛 可以

忽略

可能影

響工作

影響 

工作 

影響自主

活動能力 

完全無法

自主活動 

身體活

動容忍

尺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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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骨骼症狀調查表

　　　　　　　　　　公司

 填表日期：　/　/　 

B. 基本資料
廠區 部門 課/組 作業名稱 職稱

員工編號 姓名 性別 年齡 年資 身高 體重 慣用手

□男

□女

□左手 
□右手

1.  您在過去的1年內，身體是否有長達2星期以上的疲勞、酸痛、發麻、刺痛等不舒服，

或關節活動受到限制？

 □否　□是（若否，結束此調查表；若是，請繼續填寫下列表格。）

2. 下表的身體部位酸痛、不適或影響關節活動之情形持續多久時間？

 □1個月　□3個月　□6個月　□1年　□3年　□3年以上

C. 症狀調查

□ □ □ □ □ □ 
0 1 2 3 4 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極度
劇痛不痛

0 1 2 3 4 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極度
劇痛不痛

● 其他症狀、病史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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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人因性危害防止計畫實施範例

這個「人因性危害防止計畫實施範例」是以一家虛擬的工廠來示範事業單位規劃及推動

人因性危害防止計畫。如果要充份明瞭這個實施範例的具體內容，我們建議事業單位相關人

員同時對照參考本指引各章的要項目說明。

本報告在於說明本廠預防員工重複性肌肉骨骼傷病的措施。事業單位應參照勞動部所頒

行的相關法令規範與指引訂定本「人因性危害防止計畫」（下稱本計畫），交付相關權責單

位推動執行。本計畫實施時程為103年1月1日至12月31日止，執行範圍為本廠（場）區，對

象包含本廠全體員工及利害相關者計120名。 

本廠有部分的作業為重複作業，加上同仁的年資已深，經醫護人員與安全衛生人員反

映，少數員工經常疲勞、痠痛、甚至就醫等人因性危害。為維護同仁健康福祉，並符合職業

安全衛生法規定，推動人因性危害防止計畫，以預防人因性危害，避免重複性肌肉骨骼傷

病。

人因性危害防止計畫實施範例

○○公司○○廠

一、政策

本計畫的目的在於維護本廠員工、附屬人員、與承攬商等利害相關者的健康福祉，

預防人因性危害及避免重複性肌肉骨骼傷病。

本計畫經過人因工程諮詢委員會決議並經總經理核准，經過行政體系傳達，並在公

告欄與公司網站發布，公告全體員工週知，共同推動。

二、目標

本計畫的目標在於將具有人因性危害的員工人數降低3名以上，比率降低15%以

上，對既存的一個職業病案例完成處置。根據本公司的就醫紀錄、工時損失紀錄、員

工抱怨推估約有6名員工有疲勞、痠痛、工時損失、甚至請假就醫等的人因性危害，比

例約為5%，尤其有一個職業病案例，這個現象與職業肌肉骨骼傷病調查的數據十分相

似。為防止人因性危害，維護員工健康，須進行全面性的肌肉骨骼傷病調查；並參考人

因工程改善相關文獻，針對具有危害者進行危害評估與改善，以預防因為姿勢不良、過

度施力、高重複動作、和其他危害所促發的重複性肌肉骨骼傷病，尤其既存的職業病案

例；並對於調查、評估與改善的結果持續管控追蹤，祈以在本年度內將具有危害的員

工人數降低5名以上，比率降低15%以上，對既存的一個確診肌肉骨骼傷病案例完成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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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三、計畫對象範圍

計畫範圍：竹科一廠

計畫對象：本廠全體員工，共5部門，共120名（含派遣人員15名、志工5名與實習

人員3名），承攬商的常駐人員5名。

四、計畫時程：自104年1月1日起至104年12月31日止，計12個月。

五、計畫項目：本計畫的計畫項目，與權責分工、與完成與審查時間如下：

（一）肌肉骨骼傷病職業病危害調查

1. 現況查詢：

(1) 健康與差勤記錄：調查勞保職業病案例、通報職業病案例、就醫紀錄、病

假與工時損失紀錄等文件，篩選有肌肉骨骼傷病或可能有潛在肌肉骨骼傷

病風險之工作站或作業。查詢勞保職業病案例、通報職業病案例、就醫紀

錄、病假與工時損失紀錄等相關紀錄的結果，彙整成「勞工健康管理單位

肌肉骨骼疾病統計表」，以供後續危害分析使用。

(2) 探詢員工抱怨：對於高抱怨之工作站或作業，列入可能需要評估之對象。

(3) 負責人員：可由醫護員趙○○及醫護主管錢○○負責規劃辦理。

表1　勞工健康管理單位肌肉骨骼疾病統計表

危害情形 說明 備註

勞保職業性肌肉骨骼疾病 1名

通報中的疑似肌肉骨骼傷病 1名

異常離職 0名

經常性病假、缺工 2名

經常性索取痠痛貼布、打針、或按摩等 3名

2. 主動調查：以自覺式肌肉骨骼症狀調查表(NMQ)，對於非表1所列之一般員工

或未曾實施過NMQ調查之員工實施，以發現可能有潛在肌肉骨骼傷病風險之

工作站或作業，參考列入可能需要評估之對象。

表2-1　肌肉骨骼症狀調查與管控追蹤一覽表

　　　　　　　　　　　　公司

　　　　　　　　　　　　廠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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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
造
部
︵
一
︶

　

玻璃進貨 作業員 B12345 李大人 男 36 12 170 62
玻璃進貨 作業員 B12346 陳圓圓 女 40 20 160 55
手動拉貨 作業員 B23456 黃小光 男 42 19 169 70
零件搬運 作業員 B67891 李○○ 男 41 20 165 68
零件搬運 作業員 B45678 劉○○ 男 38 16 165 66
CST搬運 作業員 B76543 沈○○ 男 26 4 175 63

製造部（一）總人數 12 　 　



67

表2-2　肌肉骨骼症狀調查與管控追蹤一覽表（續）

慣用手 職業病 通報中 問卷調查 是否不適 酸痛持續時間

左 Y Y 6個月

右 N N
右 N N
右 Y Y 1年

右 N N
右 N N

表2-3　肌肉骨骼症狀調查與管控追蹤一覽表（續）

症狀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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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 3 0 1 0 1 0 1 0 0 0 1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疑似傷害人數 2

表2-4　肌肉骨骼症狀調查與管控追蹤一覽表（續）

簡易人因工程改善 是否改善 進階人因工程改善 是否改善 備註

完成 Y

完成 Y

3. 確認改善標的：根據現況查詢與主動調查資料，將個案判定為確診疾病、有危

害、疑似有危害、與無危害等四個等級，依這四個等級的員工人數及建議處理

方案，製作成「肌肉骨骼症狀調查與管控追蹤一覽表」，並摘要整理「肌肉骨

骼症狀調查表」於表3，以及註記建議處理方式。表中肌肉骨骼傷病調查危害

等級，分為4個等級：確診疾病、有危害、疑似有危害、無危害。改善方案改

善種類，分為4個等級：行政改善、健康促進、進階改善、簡易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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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肌肉骨骼傷病調查一覽表」

危害情形 員工人數 建議

確診疾病 確診肌肉骨骼傷病 名
調職/優先改善/

改善/管控

小計：     名

有危害

通報中的疑似肌肉骨骼傷病 名

異常離職 名

經常性病假、缺工 名

經常性索取痠痛貼布、打針、或

按摩等
名

小計：     名

疑似有危害
傷害問卷調查 名

小計：     名
以上累計：     名

無危害 名

總計：     名
國外出差：     名
全體員工：     名

（二）危害評估：

依據現況調查結果，發現需要評估之對象（勞工、作業或工作站），依照其

特性選擇適當的評估方法實施評估。評估方法選擇可參考表4選擇。

1. 評估危害風險方法包含: 簡易人因工程檢核表、 KIM（LHC與PP）、NIOSH 抬

舉公式、EAWS、HAL-TLV、OCRA、REBA等檢核方法 

2. 辨識危害因子：依據評估方法將其中之主要危害因子找出來，以擬定改善方法。

3. 所有的評估過程與結果，均文件話紀錄，以供追蹤考核與持續改善。

4. 負責人員：可由安全衛生管理員孫○○及安全衛生主管林○○負責規劃辦理。

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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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Ⅰ、 級可謂篩選：是簡單的評估工具，不要求工作條件的詳細知識，不涉及姿勢或力的定量評估；可以由

工人自己使用。

Ⅱ、級可謂分析：工具需要更長的時間來使用（大約6小時），並需要考慮更多的因素。

Ⅲ、 級可謂專家：工具要複雜許多，需要更長的時間來使用，大多需要錄影分析、測量方法、與生物力學

上的特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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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出改善方案: 

依據評估結果，由工作者、作業主管、熟知人因工程危害之安全衛生管理人

員或外部專家一起共同討論或組成改善小組，擬訂具有可行性之改善方案。

1. 構思改善方案: 考量危害性大小、執行可行性、所需人力資源、經費需求及可

採行的技術等，擬具人因工程改善方案（或健康促進、管理改善、個人防護

具），改善方案依據個案需求，可分別擬訂簡易人因工程改善方案、進階人因

工程改善方案。

2.擬訂簡易人因工程改善方案：負責人員依據本廠員工「肌肉骨骼症狀調查表」

中的確診疾病、有危害、與疑似有危害，使用簡易人因工程檢核表評估，辨識

出個案之危害因子，再參考本所相關報告及技術叢書內容，擬訂改善方案及執

行改善。並將所有改善個案之執行成果會整為「肌肉骨骼傷病人因工程改善管

控追蹤一覽表」。

3.擬訂進階人因工程改善方案：針對簡易改善無法有效改善的個案，進行進階改

善，可召集人因工程危害改善小組或邀請專家參與，參考國內外相關人因工程

文獻資料、本所相關報告及技術叢書內容，擬訂進階改善方案及並落實執行改

善。

4. 人員：可由安全衛生管理員孫○○及安全衛生主管林○○負責規劃辦理。

（四）管控追蹤：人因工程危害改善方案實施後，應實施管控追蹤，以確定其有效性與

可行性。主要工作包含：

1. 管控員工肌肉骨骼傷病的人數、比率、嚴重程度等：可由醫護員趙○○及醫護

主管錢○○負責辦理，管控結果應留置執行記錄備查。

2. 追蹤改善案例的執行與職業病案例的處置：可由安全衛生管理員陳○○及安全

衛生管理林○○負責，追蹤結果應留置執行記錄備查。

六、執行改善

依據「肌肉骨骼症狀調查與管控追蹤一覽表」，以及各評估結果，對於各等級實施

行政改善與工程改善，進行簡易人因工程改善、進階人因工程改善等步驟，說明如下：

（一）簡易改善：

負責人員依據本廠員工「肌肉骨骼症狀調查表」中的確診疾病、有危害、

與疑似有危害，個別依據簡易人因工程檢核表評估結果，個案各別辨識出危害因

子，參考本所相關報告及技術叢書內容擬訂改善方案及執行改善。並將所有改善

個案之執行成果會整為「肌肉骨骼傷病人因工程改善管控追蹤一覽表」。



70

（三）簡易改善的執行案例與記錄例：說明如下

1. 簡易檢核表

檢核結果 過肩作業

改善情形
將桌子降低，使把手高度降低，或以站台提高身體，以令把手

落在腰部與肩膀的最佳工作高度。

圖1　以簡易檢核表改善操作的範例

個案說明：這個改善個案是操作桌上鑽床，在簡易檢核表找到相當近似的

圖例可以改善。個案的作業員站在輸送帶旁，抓取輸送帶上的物品，放入鑽床

台固定，將手舉高將把手逐漸壓下，把手高170 cm，右手過頭作業，操作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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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4小時，是典型、常見的作業型態。他從簡易檢核表中，在姿勢不良的圖

例查到第二個圖例（參見圖1），和他的作業幾乎完全一致，他於是知曉其肩

膀痠痛的原因是過肩作業，必須將桌子降低，使把手高度降低，或以站台提高

身體，以令把手落在腰部與肩膀的最佳工作高度。

2. 簡易改善的廠內肌肉骨骼傷病人因工程改善管控追蹤一覽表摘要說明：改善個

案計12個，8個案獲得改善。

表2　廠內肌肉骨骼傷病人因工程改善管控追蹤一覽表

危害情形 危害 檢核表編號 改善方案 是否改善

確
診
疾
病

確診肌肉骨骼傷病
彎腰抬舉晶塊，重15 kg，抬

舉300次/天
棧板提高至85 cm 是

小計：1名

有
危
害

通報中的疑似肌肉

骨骼傷病

彎腰拿取4壓鑄鋁件，重120 
g，彎腰375次/天

無 否

異常離職 

經常性病假、缺工

以屈頸的姿勢，低頭銲錫，屈

頸角度大於20度，持續屈頸動

作4小時

使 用 傾 斜 架 傾 斜

20度
是

彎腰將壓鑄鋁件裝入紙箱，重

120 g，彎腰170次/天
無 否

經常性索取痠痛貼

布、打針、或按摩

等

重複彎腰拿取矽晶原料，彎腰

300次/天
棧板提高至70 cm 是

抬舉矽晶塊過肩進行修整磨

平，重15 kg，100個/天
調高站台 是

搬運矽晶塊至台車上儲存，重

15 kg，100次/天
將台車調至60 cm 
（低於桌面）

是

小計：6名

疑
似
有
危
害

傷害問卷調查

重複拿取小旋鈕檢驗，1,800
個旋轉和屈曲手腕的動作

無 否

彎腰切割矽晶錠，500塊/天 棧板提高至70 cm 是

重複高舉手臂操作鑽床手把，

高舉手臂600個/天
無 否

彎腰將銲料桶提起秤重，重40 
kg，20次/天

台 車 提 高 至 8 0 
cm，秤重台降低

至60 cm
是

彎腰、前伸手工研磨矽晶塊表

面，30個/8小時
增設把手 是

小計：5名

以上累計：12名

接著，安全衛生管理員同樣針對承攬商常駐人員個別發放並說明簡易人因

工程檢核表。結果有1個個案辨識出危害因子並想出改善方案，這些個案的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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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簡列於表3。改善個案計1個，1個案獲致改善。

表3　承攬商肌肉骨骼傷病人因工程改善管控追蹤一覽表

危害情形 危害 檢核表編號 改善方案 是否改善

確
診
疾
病

勞 保 職 業 性 肌 肉

骨骼疾病

小計：0名

有
危
害

通 報 中 的 疑 似 肌

肉骨骼傷病

異常離職 

經 常 性 病 假 、 缺

工

經 常 性 索 取 痠 痛

貼 布 、 打 針 、 或

按摩等

小計：0名

疑
似
有
危
害

傷害問卷調查

以蹲姿進行鐵片去膜，

1,500個/天
改 以 坐 姿 ， 籃

子提高至80 cm
是

小計：1名

以上累計：1名

個案說明：經過簡易改善，有效的讓員工與承攬商常駐人員意識到日常工

作中不經意的人因性危害，並加以改正，提升肌肉骨骼傷病的防制意識，對於

落實安全文化很有幫助。

（三）進階改善

針對簡易改善無法有效改善的個案進行進階改善，可召集人因工程危害改善

小組或邀請專家參與，參考國內外相關人因工程文獻資料、本所相關報告及技術

叢書內容，擬訂進階改善方案及並落實執行改善。

（四）進階改善的執行案例與記錄：說明如下

依據案例情形，經過評估與規劃，不能經由簡易改善的4個個案分別為噴砂

作業、裝箱出貨作業、小旋鈕檢修作業、圓蓋盤鑽孔作業。依據勾選式改善流

程圖與SOP工作表進行「現況觀察」、「問題陳述」、「改善方案」、「成效評

估」等四個步驟的分析，結果有3個個案得到理想的改善方案。這些個案的摘要

說明列於表4。其中輒要以噴砂作業的改善分析說明於後，改善個案計4個，3個

案獲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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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廠內肌肉骨骼傷病人因工程改善管控追蹤一覽表

危害情形 危害 檢核表編號 改善方案 是否改善

確
診
疾
病

確 診 肌 肉 骨 骼

傷病
噴砂作業 評估報告1

蝴蝶籠的高度提高

40 cm，使蝴蝶籠

的底面離地50 cm

依評估報告1
績效評估是

小計：0名

有
危
害

通 報 中 的 疑 似

肌肉骨骼傷病

彎腰拿取4壓鑄鋁件，重120 
g，彎腰375次/天

評估報告2 提高蝴蝶籠40 cm 是

異常離職 

經 常 性 病 假 、

缺工
彎腰將壓鑄鋁件裝入紙箱，重

120 g，彎腰170次/天
評估報告3

蝴 蝶 籠 提 高 3 0 
cm、傾斜架替換藍

色塑膠籃、堆箱木

板提高50 cm

是

經 常 性 索 取 痠

痛 貼 布 、 打

針、或按摩等

小計：2名

疑
似
有
危
害

傷害問卷調查

重複拿取小旋鈕檢驗，1,800
個旋轉和屈曲手腕的動作

否

重複高舉手臂操作鑽床手把，

高舉手臂600個/天
評估報告4

更改鑽床機構，將

鑽 床 把 手 降 低 為

110 cm
是

小計：2名

以上累計：4名

評估報告1例：噴砂作業改善分析

1. 現況觀察

噴砂作業是將壓鑄鋁件掛入與取出噴砂機的吊掛架，進行噴砂去毛邊的

作業（圖2）。這個作業為從右方的原料蝴蝶籠拿起原料工件，放置於噴砂

腔（離地70 cm）的吊掛架上，每次抓取4個工件（每個工件直徑7 cm、高12 

cm、重120 g），一次要擺放10個，分三次抓取，歷時1分鐘，關上腔門，啟動

機器，噴砂作業歷時5分鐘完成，完成後，將工件一一取出放置於桌面上，並

套入塑膠袋，擺放於工作桌的左方，耗時2分鐘，等放滿一定數量後，統一移

置後方的成品蝴蝶籠擺放，一天總共可以完成750個噴砂作業。由於蝴蝶籠座

地，高度過低，作業員通常平均必須彎腰60度取料與堆放，一天總共大約375

個彎腰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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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噴砂作業

2. 危害分析

本項噴砂作業的主要問題在於重複性與姿勢不良。利用KIM人工物料處理

檢核表評估，時間評級點數為6，荷重評級點數為1，姿勢評級點數為2，工作

狀況評級點數為0，結果顯示風險值為18（10 ≤ □ <25），風險等級為2，評定

為中等負載（圖3），對於恢復能力較弱的作業員會有生理過載的情形，進行

工作改善會減輕肌肉骨骼負荷。

圖3　KIM LHC檢核表

3. 改善方案

為了改善重複性與姿勢不良的問題，我們建議將蝴蝶籠的高度提高40 

cm，使蝴蝶籠的底面離地50 cm（圖4）。最經濟的改善構想在兩個蝴蝶籠的

下方各設置2~3塊棧板，總高約40 cm。由於蝴蝶籠的堆疊高度介於50 cm與120 

cm之間，除了從事蝴蝶籠的底層取置工件時，必須微微彎腰30度之外，大部

份工作過程都可以以最合理的標準站姿作業，作業高度維持在腰與肩膀之間。

這樣的工作姿勢，即便以每日重複375次，應該不是一項很大的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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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噴砂作業改善示意圖

4. 改善績效評估

改善後，再利用KIM人工物料處理檢核表評估，時間評級點數為6，荷重

評級點數為1，姿勢評級點數為1，工作狀況評級點數為0，結果顯示風險值由

18降為12（10 ≤ □ <25），但是風險等級仍然為2，顯示略有效果（圖5）。

圖5   改善後，KIM LHC檢核表

其他有關所有的進階改善個案說明，請參閱本所相關研究報告改善範例。

（五）管控追蹤

1. 管控：掌握有肌肉骨骼傷病的員工人數與比率，用以訂定改善目標；對於嚴重

危害者，檢送職業病醫師診斷；對於確診肌肉骨骼傷病的員工定期追蹤病情、

復健康復情形與工作適應問題。

2. 追蹤：追蹤的任務有二，一是追蹤改善方案的落實進度與執行狀況並評估改善

方案是否達到預期成效，是否衍生新的問題；二是針對職業病案例的處置，例

如安置比較輕鬆的工作，設計適合能力的工作場所、輔具、或護具。

七、績效考核

績效考核的目的在於評比推動這個人因性危害防止計畫的成效，表揚優良，檢討缺

失，用以策勵將來，考核的方式可以內部績效考核或是實施外部績效稽核方式進行。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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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的目的在於評比推動整個人因性危害防止計畫的成效，去廡存菁，檢討缺失策進改

善，優良的執行方式可供往後參考應用，以增進執行效率、策勵將來。

（一）人因性危害防止計畫的績效量化指標考核：

1. 計畫目標的達成率，例如將有肌肉骨骼傷病的員工比率降至10%以下，是最直

接的績效指標。

2. 肌肉骨骼傷病風險，例如將危害風險降低5分，或危害風險等級降低1級

績效指標也可以是主觀的，例如員工抱怨或滿意度，改善員工抱怨比例降低

80%，畢竟員工的感受才是最直接的、最實質的。也可計算工時損失或生產力的

改變，以增加計劃的經濟性誘因。

（二）考核獎懲措施：對於本計劃實施優良者依照公司獎懲規定給予表揚、獎金、加

薪、升遷等激勵；對於影響本計劃實施造成績效降低者給予適當的處分，以資改

進；對全計畫而言，優良的規劃與執行項目必須擴大推行，有缺失的必須檢討改

進。

八、資源需求

（一）組織與權責：

1. 人因性危害防止計畫的規劃：如勞工安全衛生委員會負責釐訂人因工程危害防

止計畫。

2. 肌肉骨骼傷病調查：如職業醫師、職業護士、熟知預防人因工程危害作業人員

及勞工安全衛生管理人員。

3. 人因性危害防止計畫的執行小組：如由各單位主管、熟知預防人因工程危害作

業人員與勞工安全衛生管理人員負責執行，必要時邀請適當的專家參與規劃與

改善，並依任務需求配置專業人員，例如醫護人員。

（二）經費預算：人因性危害防止計畫的經費。包含規劃作業階段、執行調查評估階

段、簡易改善等，對於必須執行較經費需求較高之改善案的工程費用，另案專案

辦理呈報高層長官的核准，交付相關單位執行。

九、 考核與紀錄：所有執行之經過與結果，均需實施文件化表單紀錄，以利考核程序，所有

規劃與執行紀錄應留置3年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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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人因性危害防止計畫實施範例

（未滿100人者）

人因性危害防止計畫實施範例

○○公司○○廠

人因性危害防止計畫執行報告 

（本報告中的數據為參考數據）

這個「人因性危害防止計畫實施範例」是以一家人數未滿100人之虛擬的工廠來示範事

業單位規劃及推動人因性危害防止計畫。如果要充份明瞭這個實施範例的具體內容，我們建

議事業單位相關人員同時對照參考本指引各章的要項目說明。

本報告在於說明本廠預防員工重複性肌肉骨骼傷病的措施及執行成果。本廠在既有的安

全衛生委員會架構下，籌組人因工程推動小組。委員會參照勞動部所頒行的相關法令規範與

指引訂定本「人因性危害防止計畫」（下稱本計畫），交付相關權責單位推動執行。本計畫

實施時程為103年1月1日至12月31日止，執行範圍為本廠（場）區，對象包含本廠全體員工

及利害相關者計55名。 

對於事業單位規模較小之100人以下事業單位，職業安全衛生法施行細則第9條規定，對

於於勞工人數未滿100人者，得以執行紀錄或文件代替。如以標準作業程序表示分析作業流

程，以肌肉骨骼傷病現況調查問卷、員工傷病分析資料、肌肉骨骼症狀調查與管控追蹤一覽

表、簡易人因工程檢核表來表示確認人因性危害因子，以「肌肉骨骼傷病人因工程改善管控

追蹤一覽表」表示擬訂改善方法、執行成效之評估及考核紀錄。

故100人以下事業單位，可以參考使用：

1. 事業單位既有之標準作業程序書

2. 肌肉骨骼傷病現況調查問卷

3. 肌肉骨骼症狀調查與管控追蹤一覽表

4. 簡易人因工程檢核表

5. 肌肉骨骼傷病人因工程改善管控追蹤一覽表

以上5種表單，或其他適當紀錄來作為執行紀錄或文件。

考核與紀錄：所有執行之經過與結果，均需實施文件化表單紀錄，以利考核程序，所有

規劃與執行紀錄應留置3年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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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肌肉骨骼症狀調查與管控追蹤一覽表

本「肌肉骨骼症狀調查與管控追蹤一覽表」為肌肉骨骼症狀調查之後，其中有危害的個

案（有色彩標示者），經過改善後有具體改善方案者以藍色或綠色等色彩覆蓋，還沒有具體

改善方案者則仍然保留原色彩標示，並繼續管控追蹤。表中為本廠全體員工，共5部門，共

120名，及承攬商的常駐人員5名，於11月30日完成。其顏色標示說明及完整管控追蹤一覽表

如下：

肌肉骨骼傷病調查 改善方案

危害等級 色彩標示 改善種類 色彩標示

確診疾病 紅色 行政改善 藍色

有危害 深黃色 健康促進 淺藍色

疑似有危害 淺黃 進階改善 綠色

無危害 無色 簡易改善 淺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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