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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人因定義及人因危害因素？

2.

探討人類行為如何影響生物性危害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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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生物性危害的控制與防制。

6.1 人因定義
人的氣力、速度與反應遠不及叢林中的虎、豹、獅、猿等猛獸，原始人在自
然界與洪水猛獸的搏鬥過程中，非常艱辛；然而，人有一個構造複雜的大腦，不
僅可以累積資訊與經驗（記憶）
，還可從事推理、分析，發現自然界的奧秘與基本
定律（科學），創造發明提升績效的工具與技術，不僅得以在自然界生存、發展，
進而建立文明的社會。
目前，世界上絕大多數的人生存於人為的世界裡，雖然不再耽心洪水猛獸的
襲擊，但是必須學習使用或改善各種不同的機具，由簡單的牙刷、鐵鎚等手工具，
一直到複雜的電腦與自動化設備，以提升生產力與生活水準。如何與機具共存共
榮，以解決生活上或工作上的難題，是現代人不可避免的課題。
機具是人所設計、發展，以擴展能力與提升績效的物件，無論其構造簡單或
複雜，它們必須適於人操作、使用，否則便無法發揮功能。許多功能優越的商品
無法普及的原因，多由於人機介面的設計不良，一般消費者難以有效使用。工程
師設計機具時，必須將操作機具的人與機具同時考慮為一個人機系統，才能評估
分析此系統的可靠度、操作難易度、所發揮的績效功能等。
由於操作人員是人機系統的主要部份，人的感知、判斷、反應、行動力、性
向、持續力、壓力等生理、心理的反應與能力，直接影響系統的績效，這些心理
與生理的反應與能力統稱為人因。換言之， 人因包括人的行為（心理）與生理上
的特徵，包括人的身材高低、體力、肌力，人的反應與行動控制能力等，如圖 6-1
與圖 6-2 中所顯示的基本能力與其相關數據。

圖6-1 人的基本能力

圖6-2 人因工程數據

美國人因學會(human factors and ergonomics society)所發表的定義為：
「人因是
所有可應用於系統與產品的規範，設計、評估、操作與維護等，以提高其安全性、
效率與滿意程度的有關人的行為與生理上的特徵的科學與技術」[Chirstensen,
1988]。
美國人因學會、國際人因學會、美國工程心理學會前會長查潘尼斯氏(Alphonse
Chapanis)的定義為：
「可應用於設計的人的能力、限制或其他特徵的知識」[Chapanis.
1988] 。
人因為應用科技，與心理學、生理學、人類學、生物學、醫學、教育學、數
學與統計學、物理學（力學、熱力學、光學、聲樂等）、工程（電子、工業管理、
系統工程、機械工程、照明工程）。
人因的同意字或同類詞很多，例如：人類工程(human engineering)、人機工程
(man machine engineering) 、 人 因 (ergonomics) 、 人 因 工 程 (human factors
engineering) 、 工 程 心 理 學 (engineering psychology) 、 工 程 人 類 學 (engineering
anthropology)、人績效工程（human performance engineering）等。其中以人因學
(ergonomics)、人因工程學最為普遍。
ergonomics 是由希臘字首 ergon（工作與努力）與 nomos（法律或環境）所組
成。十九世紀時波蘭人已經開始使用，1949 年莫瑞爾氏(K. F. H. Murrell)首先應用
於英文中，一九五○年在英國成立的英國人因學會(ergonomics society)即以此命
名，以後普遍應用於歐洲與美國之外的地區。
美國地區習慣於應用 human factors，1956 年美國成立人因學會(human factors
society)時，即摒棄歐洲所使用的 ergonomics，而採用 human factors，其後為了強
調應用，而加上工程(engineering)，以形成 human factors engineering（人因工程）。
歐洲人因學者(ergonomist)與美國學者(suman gactors specialists 或 engineers)的
學術背景也不相同，歐洲學者多為在煤、鋼鐵工業的心理與醫學從業人員，美國
學者多為心理學家與軍事與航空界的工程師，而且發表於 ergonomics 雜誌的論文
多為與人介面的機具的物理與量測，但是兩者(ergonomics 與 human factors)基本上
並無差別。一般人常會為此兩字所混淆，例如一九九一年五月出版的電腦世界
(computerworld)中，即有一篇文章錯誤地指出，美國沒有人因學會(ergonomics
society)僅有三百位人因學者(ergonomist)[張一岑，1997]。為了避免誤會，美國人
因學會(human factors society)於一九九三年改名為 human factors and ergonomics
society。
人因工程師探討人的生理、心理特徵與系統、產品設計的關係，將人因知識、
方法與數據應用於系統或產品的發展與設計上，以確保產品或系統的安全、效率
與應用。他們將「人本主義」的理念應用於人為系統的發展與設計中，先由人與
機具的相容性著手，經人機合一的階段，進而達到天人（人與環境）合一的境界。

6.2 人因危害
人因危害泛指在工作場所或日常生活中，因違反人的生理、心理的正常發展
所造成的肢體上的疼痛、失調或病變，與物理性、化學性、生物性等危害合稱為
在工業安全衛生的四大危害因素。
在現代化工作場所中，為了講求效率，作業員僅負責某項單一的任務。執行
重複性地動作的情況非常普遍，例如打字員或數據輸入人員敲打鍵盤、屠夫，廚
工切肉、木匠鋸木等。如果工作場所設計不良或所使用的機具不當，工作業員員
為了達成工作目標，往往不得不以不自然地姿勢或動作完成任務，可能會造成肢
體的傷害。突發性的意外在發生的瞬間內產生生理上的傷害，例如皮膚或器官的
切割、刮擦、敲擊、擠夾、位移、破裂等，稱為劇烈性傷害，其中以臂、手與手
指所受的傷害次數遠較其他部位頻繁；有些傷害例如關節、肌肉、肌腱或其他軟
性組織的疼痛、失常、受傷等症狀，通常必須經過一段時日才會顯現出來，這種
傷害稱為累積性傷害(cumulative trauma disorders)。
根據美國國家安全衛生研究院的估計，美國每年肌肉骨骼相關的傷害損失約
130~200 億美元，佔所有的勞安補償費用的三分之一。美國勞工統計局的數據顯
示，52.5%的勞工工時損失系由於肌肉骨骼的或相關軟性組織的疼痛、疼痛、失常、
受傷等案例所引起；累積性傷害或重複性傷害(repeated trauma)案件戰所有職業傷
病的 65%。美國辛辛那提大學人因研究所發現，手工具所引起的傷害事件佔所有
工業受傷事件的 9％，每年損失約 100 億美元（1987 年金額）
。收工具中，以刀具
所造成的受傷比例最高(44.3％)，其次為鎚(10.0％)、板鉗(8.9％)、鏟(5.7％)，前三
種工具（刀、鎚、板鉗）的總和超過 60％以上。手工具所造成的意外次數較動力
驅動工具多出三至四倍，這並不表示手工具較為危險，而僅僅說明手工具的使用
情況非常廣泛而已，使用次數多，受傷事件自然較多。受傷部位則以上肢（手與
手臂）最多(59.3％)，其次為背部(16.7％)，其他(10％)、軀體(8.5％)等，頭、頸(3.9
％)與眼睛(0.7％)最低。製造業(26.4％)、礦業、建築業(24.1％)的意外事件最多，
其次為銷售業(20.5％)與服務業（含政府機關）(18.2％)，農業所佔的比例最低(5.5
％)〔Ayoub et al, 1977〕。

6.3 常見的累積性傷害
常見的累積性傷害如下
1.

手與腕部：腕道症候群、奎緬氏症、肌腱炎、腱鞘炎、腱鞘囊腫、白指症或雷
諾式症、板機指等。

2.

手肘與前臂：網球肘、內側部肘腱炎、橈側道症候群、旋前圓肌症候群、尺骨
道症候群。

3.

肩部：旋轉肌肌腱炎、二頭肌腱鞘炎、胸腔出口症候群、滑液囊炎。

4.

頸部：緊張頸痛、神經壓迫。

5.

背部：背部肌肉拉傷、椎間盤變形。

6.

腿部：滑液囊腫、行軍骨折、肌腱炎、跗骨道症候群、腿部疼痛。

7.

其他：如因照明不良引起眼部症狀、因作息不良與輪班引起疲勞；因熱壓力引
起脫水、因工作壓力引起心理疲勞、因不良人機介面引起的人為失誤等。

表 6-1 與表 6-2 則列出各種傷害的症狀與發生原因，以供參考。

表6-1 常見的上肢累積性傷害
部位
手腕

名稱／說明
1.

腕道症候群
(corpal tunnel syndrome)
手腕腕道正中神經受到壓迫

風險因子





姆指

奎緬氏症候群
(dequervan’s syndrome)
一種特殊的腱鞘腫脹情況，發
生於拇指內屈與外伸肌腱上

2.








手
肘

手及手腕

肌腱炎 (tendosynovitis)
腱鞘腫脹，肌腱表面紅腫
4. 肱上髁炎 (epicondylitis)
相接的肌腱受到刺激，在網球
員、棒球選手、保齡球員與經常使
用釘鎚的人中非常普遍；網球肘為
手肘外側肌腱發炎、腫脹；高爾夫
球肘則為內側肌腱發炎
神經節囊腫 (ganglionic cysts)
腱鞘中充滿過多的流體而腫脹



手指
手指

手指的神經炎
(neutitis in the fingers)
7. 白指症 (white finger)
手指發白、冰冷
8. 枚指症 (trigger’s finger)
腱鞘或滑液囊發炎

6.

手部錯誤能力，手指及手腕關
節背屈，引起肘肌肉緊張



肌腱突然受到強力伸張
重複性腕部伸張
重複性腕部扭轉
手掌中與手指相接的神經與工
具相接觸
振動及寒冷環境



重複性手指活動





手及手腕





同上

3.

5.

重複性手部活動
執行重複性手部彎曲或伸展工
作
手掌底部與腕經常受到壓縮
每小時扭動或活動 2000 次以上
進行不熟悉的手部工作
單一或重複性壓迫腕道
直接創傷
快速、強力的重複性移動
重複性動作迫使尺骨偏移

工作活動



打字、研磨、擦
高、開刀、彈奏
樂器、組裝、鎚
打、屠宰等
磨擦、研磨、按
壓、切割、屠
宰、鉗夾、扭動
螺絲等

同上








轉動螺絲、螺
旋、零件組裝、
屠宰、投擲棒
球、打高爾夫
球、保齡球、打
網球、打字
磨擦、研磨、按
壓、推、鋸、切
割、鉗夾等
同上
手指長期使用
振動性工具
裁剪、包裝、紡
織工作

名稱

原因

頭

頸部僵直或酸痛

長期頸部屈曲或扭動

滑液囊炎
（busitis）
3.
冰凍肩症候群
（frozen shoulden）
4.
回轉肌肌腱炎
(rotator uff tendinitis）
5.
胸腔出口症候群

肩膀

肩膀內滑囊發炎、腫脹

肩膀肌腱持續發炎所引起

肩膀

肩膀極度疼痛失去移動能力

肩膀

肌肉拉傷
椎肩盤突出
(herniate spinal discs）
8.
坐骨神經痛
（sciatic）
9.
下背痛
（low back pain）
10. 地毯工人膝
（carpet layers knee）

背
背

肩膀肌腱及其腱鞘發炎、腫脹、
疼痛
手臂、前臂和手的麻木感，整
個手臂的脈搏非常微弱、無力
肌腱、韌帶拉傷
下背部疼痛

背

坐骨神經痛

背

下背部疼痛

1.

緊張性頭痛
（tension uchalgia）

表6-2 頭、肩、頸、背、腿部位累積性傷害
部位
症狀

2.

6.
7.

肩膀

肩部肌肉在重複性緊張之壓
力下產生酸痛及疲勞所致
手臂經常上舉而造成神經與
血管在肩部遭到壓擠而產生
施力不當或過度
不良姿勢所引起，椎肩盤脫
出而壓迫神經
坐姿不良

常見的累積性傷害
此類症狀的發生過程，可分為下列三個階段〔Kroemer et al. 1994, 張一岑，
1997〕：
(1) 第一階段：工作時，所受影響的部位疼痛或感覺虛弱，但工作停止後，
症狀即很快消失。
(2) 第二階段：症狀在停止工作時也會出現，而且重複性工作能力會逐漸降
低。
(3) 第三階段：症狀在休息時也不會消失，而且睡眠會受到影響，難以執行
多種體力工作。
前兩個階段可延續數週或數月之久，第三個階段的症候會延續數年而不消
失，如果在第一階段時，即已發現此類失調的存在時，如果改善工作姿勢或更換
工作，以降低或去除造成失調的原因或來源，仍可以完全康復。
6.3.1 手與腕部
1.

腕道症候群

腕道症候群(carpal tunnel syndrome)是上肢最常見的周邊神經壓迫，是由於正
中神經受橫腕韌帶壓迫所產生的。腕道的構造如圖6-3 所顯示，其截面呈卵形，腕
道為一個由纖維與骨頭所形成的通道，位於手腕的掌面，由腕的彎屈紋延伸至拇
指球肌突。如將手掌朝上,腕道的底部為圍成半圓形的腕骨。由於頂部有環腕韌帶
蓋住，此環腕韌帶附著於兩側較高的腕骨上,狀如帳篷。形成半圓形的腕骨與覆蓋

其上的環腕韌帶形成此隧道。正中神經、橈血動脈與手指的屈肌肌腱由腕道通過，
當手腕伸展或屈曲時，腕道的空間會減少。任何會使腕道變窄的疾病，或使其內
涵增加的狀況發生時，都會造成此神經的壓迫。
主要症狀為掌面、橈側三指半（拇指、食指、中指及橈側之無名指）處麻木
與刺痛感，但卻不影響小指；患者於日間工作後，夜晚常因手腕麻木而驚醒數次，
必須用力擺動手腕或摩擦手指，以緩解麻木或疼痛感。主要原因是由於睡眠時，
靜脈停滯所致。擺動手腕，可以改善靜脈的停滯狀況。有些患者手掌肌肉萎縮、
手腕無力，但不多見。
木匠、冷凍食品加工廠的工人、肉類包裝工人、資料鍵入、或操作振動性工
具者等必須握抓工具以執行任務。由於手部不當的施力、重複性腕部動作、腕部
長時間處在極端彎曲的姿勢、使用振動性工具或在低溫的環境下工作都會壓迫腕
道，促成腕道病變。

圖6-3 腕道構造

2.

奎緬氏症(dequervain disease)

或稱為「狹窄性肌腱滑膜炎」，發生於「外展拇長肌」及「伸拇短肌」等兩
條肌腱。主要症狀為近手腕處的大拇指側，出現無法使力或有持續疼痛壓痛、緊
繃、局部腫脹等。患者在清晨起床時會最疼痛。此種病變系由於拇指的伸展與外
張動作重複次數太多（每小時活動2000次以上），或用力過度，手腕部位的肌腱
滑膜及支持帶出現增厚性變化，壓迫到局部的肌腱，使得肌腱滑動不順，或是造

成粘黏。長期從事磨擦、研磨、屠宰、美髮等工作，或扭動螺絲起、鉗夾等工具
者易患此病症。
3.

拇指腱鞘炎

拇指腱鞘炎是指肌腱與外圍的腱鞘出現發炎的現象，遠端橈骨旁出現痛楚，
或遠端橈骨旁的部位紅貍及灼熱。部份拇指的活動功能是靠兩條肌腱在腱鞘內滑
動產生，腱鞘的作用是要管制肌腱的活動範圍，而其位置在位於橈骨遠端旁邊。
如果重覆不適當動作或用力，就會引起輕微損傷，長期受損就容易導致慢性發炎。
4.

扳機指

是拇指、中指與無名指的腱鞘或滑液囊的發炎所引發的症狀，也會發生於屈
肌腱鞘，食指與小指上。手掌與手指的交接處皮下有一個環狀般指鞘型韌帶，圍
繞著屈肌腱。手指彎屈時，屈肌腱收縮，伸指時屈肌腱舒張。手指長期重複的屈
伸，肌腱與環狀韌帶缺乏潤滑，而摩擦發炎。由於患者手指肌腱的滑動，在掌指
關節交界處受到限制，手指運動因難，有時必須藉由外力才能伸直。此時會發出
小小的響聲，俗稱「扳機指」扳機指或「彈響指」。長期從事紡織、包裝、裁剪
的工人最為多見。
5.

白指症

又稱振動症候群(vibration syndrome)，主要症狀為手指末梢部位出現指尖或手
指全部發白、冰冷，同時產生針刺、麻木、疼痛的感覺，常因劇烈振動而影響皮
下組織，使血管痙攣、血液循環變差、血流量減少而發作。手部長期暴露於振動
及寒冷環境下所造成。
6.

腱鞘囊腫

腱鞘囊腫種發生於關節週邊或腱鞘處的腫塊樣皮下突出物，內含膠狀物質。
經常發生在人體四肢末端，尤其是手部的良性病變。
7 . 雷諾氏症( Raynaud's phenomenon)
法國醫師雷諾(1834～1881)所發現的一種因小血管動脈痙攣，導致皮膚顏色改
變的疾病現象
現象。當病人的手指暴露於寒冷的環境時，膚色會漸漸蒼白，繼而轉為
現象
青色，並感覺疼痛，最後變成鮮紅色。
6.3.2手肘與前臂
手肘與前臂
8.

肱骨上髁炎

手部長期錯誤使力，手指頭和手腕關節背屈，引起手肘肌肉緊張，導致肘部
的肱上髁（亦即肘關節外側的突出骨）發炎、疼痛，依其受傷部位不同又可分為
外上髁炎（網球肘）及內上髁炎（高爾夫球球）。

9.

橈側道症候群
肘關節橈側腫脹、疼痛、瘀斑，肘關節活動受限，前臂旋轉功能喪失。

10. 旋前圓肌症候群
正中神經和尺神經在手肘及前臂受到周圍組織不正常的壓迫。
6.3.3 肩部
11. 旋轉帶肌腱炎
旋轉帶(rotator cuff)是由肩胛下肌、棘上肌、棘下肌、小圓肌所組成，這些肌
肉包圍覆蓋住肱骨，在肩關節穩定與手臂移動中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由於旋轉
帶緊鄰由肩峰及啄突所構成的弓形突起組織，當肩關節外展或屈曲時，夾在兩個
骨頭之間的肌腱會發生摩擦。經常性的摩擦會造成旋轉帶破裂，其中尤以棘上肌
肌腱上的傷害最常見。常見於游泳、攀岩運動員或搬運工人。
12. 滑囊炎
滑囊介於旋轉帶與肩峰之間，其功能為減少旋轉帶與肩峰之間的摩擦、碰撞。
經常性的撞擊會造成滑囊發炎，其中又以肩峰下滑囊炎最常見。
13. 肱二頭肌肌腱炎
旋轉帶破裂、腫脹及發炎會造成肌腱血液供應異常，加速肱二頭肌長頭肌腱
的磨損，甚至斷裂。
14. 胸腔出口症候群
前斜角肌、肋與鎖骨過度外展的頸與肋骨症候群會引起胸痛，但是此種胸痛
多數還有合併神經或血管受壓迫的症狀，非單純性的胸痛。
6.3.4 頸部
15. 緊張頸痛
長期處於緊張的工作狀態，容易使全身的肌肉長期處於緊繃。若果再加上姿
勢不良、缺乏運動，這時肌筋膜疼痛就會漸漸發生，形成肩頸部肌筋膜疼痛症候
群，情況嚴重時會誘發頭痛。
16. 神經壓迫
神經根處如果受到骨刺或軟骨的壓迫，起側頸部會劇烈疼痛，且疼痛會一直
延伸至前臂或手指。根據統計有百分之七十的音樂班學生曾因練習樂器時受過
傷，神經壓迫佔傷害的第二位，其中又以第七節頸椎為最多。學小提琴的人左邊

較易發生壓迫現象，鋼琴家則以右邊居多。
6.3.5 背部
17. 椎間盤變形
人體共有30塊脊椎，頸椎7塊，胸椎12塊，腰椎5塊，薦椎5塊，尾椎4塊合成l
塊。椎間盤是脊椎骨之間的盤狀彈性組織（圖6-4），常因組織退化、脫水、外傷
而變性向背後位移，因而壓迫鄰近的神經根。坐姿不良、搬運重物、施力不當皆
易引起此症狀。最常發生的部位為頸椎與腰椎，腰椎突出變形時，腰部臀部及腿
部會出現疼痛。咳嗽，彎腰，提重物或突然用力時就會增加疼痛；脊椎活動會受
限，無法彎腰，走路時駝背、行走困難、肢體麻木與腳無力。發生於頸椎時，會
有肩痛、頸部及手臂疼痛、手部會有無力感、嚴重時肌肉會萎縮。負重加上快速
的側屈旋轉、長期姿勢不良與施力不當易引起此症狀。

圖6-4 脊椎、椎肩盤的形狀（a）立姿、坐姿（b）有無靠背的坐姿

18. 下背痛
人體的下背和其他背脊的部份是由脊椎骨，韌帶，椎間盤及肌肉組成，若有
任何一項組織不健康，發生炎症現象，或是壓迫周圍的痛楚感覺神經，就會產生
疼痛。下背痛俗稱腰痛或腰骨痛。發生時，腿部或臀部麻木、刺痛、劇痛或僵硬。
咳嗽、打噴嚏、轉身時疼痛加劇。
長期坐在辦公室的上班族如坐姿不良，極易引起此症，因為坐姿時，上身壓

力直接傳到座椅上，骨盤向後旋轉，腰椎向後突出，所承受的壓力較立姿增加 40%
（圖 6-4）。下背痛的成因很多，常見的如脊骨移位，姿勢不良，肌肉拉傷，脊椎
間勒帶扭傷，椎間盤突出。另外如退化性關節炎，骨質疏鬆症，腎炎，腎石痛，
甚至心理因素等，都可能造成下背痛。
下背痛是最主要的職業傷害之一，美國超過七千萬人，有此問題，勞委會於
民國84年的調查指出，全國各產業從業人員中48.9% 曾有下背痛的問題[李開偉，
2000]。根據健保局87年的資料顯示，全年因此症狀而就診的人數超過兩百萬人次。
其病發率集中在四十五至六十歲的人口，約佔80％下背痛的發病率。求診率在門
診中僅次於感冒病患者，復發率亦高。
19. 坐骨神經痛
患者的臀部及大腿後部出現痛楚現象，受影響範圍通常是沿著坐骨神經由臀
部伸延至膝部或以下。其症狀有疼痛、灼熱感等。有些是動作、姿勢改變、咳嗽、
疼痛加劇，有時症狀可能會轉變成麻木、針刺感或肌肉僵硬、肌肉不自主的抽動
等。坐骨神經痛的患者同時有腰痛現象的出現。腰肌、背肌、臀部肌肉或大腿後
部肌肉的健康狀態不良時，肌肉便會出現扳機性痛點；腰部脊椎或盤骨有脊骨錯
位的毛病存在。腰脊椎的第四，五條神經根及坐骨神經根受到壓迫；坐骨神經線
所經過的路線上任何的肌肉、肌肉膜或其他的軟組織出現僵硬痙攣或纖維化等現
象時，也直接刺激坐骨神經而出現坐骨神經痛的現象。
外傷如跌倒造成脊椎受傷；姿勢不當需長途駕駛、久坐者、粗重工作者、身
高較高者、抽煙者、有脊椎酸痛家族史的病患都較容易造成坐骨神經痛。

6.4 造成累積性傷害的主要因素
造成累積性創傷的主要因素可以分為三類〔8，9〕：
人因風險因子(risk factors)為可能造成人因危害的因子（圖 6-5）
：
1.

快速與經常性、重複性的動作；

不正確的姿勢；施力不當；振動；溫度。人長期曝露於這些風險因子，很容
易造成關節、肌肉、肌腱、神經與血管的壓迫、疼痛、發炎等狀。
2.

工作場所或任務的設計有違人性因素：

作業空間、工具或任何設計不良，工作人員必須扭曲肢體，執行重複性敲打、
磨擦、鋸、切等工作，或使用設計不良的工具。
3.

管理措施：
當累積性傷害發生初期，管理部門宜研擬復健、治療、工作調整等補救工作，

然而，由許多案例可知，許多發生累積性創傷症候的工作人員，進行醫藥治療後，
仍返回原來工作崗位，情況不僅不會改善，反而會繼續惡化。

圖6-5 人因風險因子

6.5 傷害程度的調查
6.5.1 分佈與嚴重程度
傷害分佈與嚴重程度可經由人員反應、員工病例分析與問卷調查等三種方式
進行[Putz-Anderson, 1988]，其目的在於發現累積性傷害的分佈與嚴重性，以作為
感 善 工 作 任 務 的 決 策 參 考 。 北 歐 肌 肉 骨 骼 問 卷 調 查 表 (standard nordic
musculoskeletal questionnaire，簡稱 NMQ)為一個標準化問卷，問卷將工作場所常
見的骨骼肌肉的傷害分成頸、肩、上背、下背與腰部、手肘、手與手腕、臀與大
腿、膝蓋、腳與腳踝等九個部位。受訪者被問及過去一年內，身體那些部位有刺
痛、麻木、不適或失常失能的現象發生。如果受訪者的答案為肯定時，則繼續回
答發生頻率、時間、醫療紀錄等問題，以判定傷害嚴重程度[李開偉，2000]。
6.5.2 風險因子調查
風險因子調查即為一般風險評估中的危害辨識，其目的在於發現工作環境、
工作任務中可能造成累積性傷害的動作、設計或姿勢，以作為改善的依據。調查
多以現場觀察或拍攝錄影帶方式進行。美國人技工司(Humantech)所發展的人因風
險因子基準檢核表(baseline risk identification of ergonomic factors, 簡稱 BRIEF)（表
6-3）亦可用來檢核工作場所中的風險因子。BRIEF 調查表列出常見的風險因子，
並指出是否存在的確認規則，但並未考慮其大小關係，較適於高度手部重覆性動
作的作業，而不適用於週期長而動作重覆性較低的作業[李開偉，2000]。
表6-3 BRIEF檢核表
左
手及
手腕

姿勢

力量
期間
頻率

手

肘

捏

握

下臂
旋轉

指

壓

全伸展

力 握
橈側偏
尺側偏
屈區
≧45°
伸展
≧45°
捏 握≧
0.9 kg
力 握≧
4.5 kg
≧10秒
≧
3次/分

右
肩

膀

手及手腕

手

肘

≧45°

捏

握

下臂
旋轉

手臂在
身體後

指

壓

全伸展

≧4.5 kg

≧4.5kg

≧
2次/分

≧10秒
≧
2次/分

力 握
橈側偏
尺側偏
屈區
≧45°
伸展
≧45°
捏 握≧
0.9 kg
力 握≧
4.5 kg
≧10秒
≧
2次/分

肩

膀

≧45°
手臂在
身體後

頸

部

前彎
≧20°
側
後
扭

彎
側
轉

背

部

前彎
≧20°
扭
側

灣
彎

腿

部

蹲

姿

單腿
站立
高跪姿

≧4.5 kg

≧4.5 kg

＋重量

≧9 kg

腳≧
4.5 kg

≧
2次/分

≧10秒
≧
2次/分

≧10秒
≧
2次/分

≧10秒
≧
2次/分

≧30﹪
≧
2次/分

總計
作業：__________檢核者：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
週期：__________秒，資料來源：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1995

6.6 預防措施
當累積性職業傷害的案例多次發生，事業單位應立即進行工作分析與檢核，
以發現工作環境與工作任務的人因風險因子，並採取預防措施，以避免員工繼續
暴露於危害之中。作業空間與任務可依據國際標準協會(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ssociation，簡稱ISO)所公佈的 ISO6385中的原則進行：
1.

工作場所必須適合操作人員：
(1) 作業表面的高度必須依據人的體型與所從事的工作而調整；
(2) 座椅的安排應依個人需求而調整；
(3) 必須提供足夠的身體運動空間；
(4) 控制器必須裝置於手、腳可觸及的範圍之內；
(5) 把手與抓柄必須適合手的大小。

2.

工作任務必須適合操作人員：
(1) 避免對人體部位造成不必要的壓力；
(2) 所需施力的大小必須在可行範圍之內；
(3) 所需人體的移動必須合乎自然節奏；
(4) 姿勢、力量與移動必須調和。

3.

特別注意下列事項：
(1) 坐姿與立姿應相互交替；
(2) 應儘可能選擇坐姿（如果必須選擇的話）
；
(3) 通過身體的力量向量的連續應保持簡單而短暫；
(4) 提供適當的支持，以維持合適的身體姿勢；
(5) 如果所需力量過大時，提供輔助重量；
(6) 避免靜止不動，寧可運動。

6.6.1 手部傷害的預防
為降低人因危害的風險，減少員工累積性傷害發生，將任務中重覆性的動作
降至最低。如果無法完全去除或避免時，應避免任何人長時間從事相同的敲、打、
釘、鎚、切割、研磨等工作。
1.

降低手腕振動或施力的頻率：
(1) 將可能造成累積性傷害的任務分配給許多人，以降低每一位從業員暴露
於危害的時間；

(2) 將部份需人力的任務以機械方式取代，以減少手的暴露時間；
(3) 避免作業人員長時間或重覆的從事超過作業人員三分之一的肌力的任務。
2.

使用適當手工具：
(1) 手柄應避免手的彎曲或扭曲，圖 6-6 所顯示的彎曲手柄可減少疲勞程度，
圖 6-7 所顯示的手柄部位增闊，將壓力分佈更大的區域，並避開較為敏感
的部位；

圖6-6 變曲手柄（a）掃帚（b）鐵鎚

圖6-7 （a）傳統刮漆刀柄（b）改良型刀柄

(2) 手柄抓握部位厚度、形狀與長度適當；
(3) T 或 D 形手柄必須具備足夠空間；

(4) 工具周緣光滑，且無尖銳的邊角，動力工具必須有制動裝置，開關有保險
裝置；手工具的重量與所需施力的大小，適於使用者的肌力與工作容量；
(5) 大型剪刀、鉗、夾等工具的手柄之間安裝彈簧，以減少張開時手指的施力。
3.

使用正確的姿勢；
手部姿勢應保持手腕的正直，避免壓迫組織；

4.

減少施力；
(1) 使用適當的肌肉群；
(2) 使用動力工具；
(3) 降低工具、零件、操作物品的重量；
(4) 善用力矩控制裝置。

6.6.2 肩、頸、背與腰部傷害預防
肩、頸、背與腰部累積性職業傷害主要是由於作業姿勢不良所引起 的，因此
必須改善工作檯的高度與坐、立姿勢，以避免骨骼、肌肉受到壓迫或刺激。
坐姿工作檯太高時，作業員的頭、背部必須直挺，肩膀抬高，手臂肌肉處於
緊張狀態，會引起肩、頸與手臂的酸痛；太低時，背部彎曲、頭部前傾，也會造
成頸、背部的不適。從事精細性任務者的工作檯宜提高至肘部5~15公分之上，以
降低目視距離，書寫或一般性工作的工作檯應略高於肘部，粗重性工作的工作檯
宜略低於肘部。
使用設計良好、可調整式的座椅，可將大腿的壓力降至最低，腰椎部位必須
支撐，身體的重量由臀部與作骨結節支撐，腳可平放在地板或腳墊上。儘量避免
以圖6-8 所顯示的姿勢工作，以免造成對神經或肌肉的壓迫。

圖6-8 不良坐姿

立姿工作檯地高度亦以肘高為基準，視工作性質而調整。從事精細性任務者
的工作檯宜提高至肘部5~10公分之上，以降低目視距離，書寫或一般性工作的工
作檯應低於肘部10~15公分，粗重性工作的工作檯宜低於肘部15~40公分。圖6-9 顯
示立姿作業平面高度。

圖6-9 立姿工作台的高度
人工物料搬運作業應遵循下列人因原則 [Kroemer et al, 1994]，以降低肢體傷
害的風險：
1.

基本原則
(1) 減少物料的體積、重量與所需施力範圍；
(2) 容器、桶、盒宜設置把手，以便於抬舉、提攜；
(3) 將物料置於正前方，儘可能靠近身體，避免扭曲肢體。
(4) 保持適當的姿勢；
(5) 設法減少必須移動的距離；
(6) 宜水平方向移動，避免垂直方向移動；
(7) 儘量將抬舉、提攜作業以推、拉取代；
(8) 所有的動作應事先計劃，並保持平穩；
(9) 切勿抬舉後又必須放下；
(10) 設法降低或取消人工物料的搬運。

2.

應用抬舉桌、台、車、吊車、怪手、輸送帶等輔助器具(圖 6-10)以取代人工抬
舉、輸送；

3.

改善作業空間配置，以降低物料搬運的距離；

4.

改善設備及流程，以自動進料系統、輸送帶取代人工搬運；

5.

保持工作環境的整潔，以減少不必要的物料移動。

圖6-10 搬運工具

6.7 結語
人因危害泛指在工作場所或日常生活中，因違反人的生理、心理的正常發展
所造成的肢體上的疼痛、失調或病變。累積性傷害如腕道症候群、椎間盤變形、

下背痛、緊張頸痛、肱骨上髁炎（網球肘、高爾夫球肘）、坐骨神經痛等不僅發
生於長期暴露於不當姿勢、連續性手部或肢體動作、施力不當、振動或寒冷溫度
等風先因子下的作業人員，而且發生於一般上班族、家庭主婦、運動員與音樂家
的身上，約佔所有勞工補償費用的三分之一。事業單位除應確實調查累積性傷害
的分佈，儘可能找出造成傷害的風險因子，並應改善工作環境與任務執行的動作。
一般人也應了解累積性傷害，並設法改變工作或生活習慣，以避免此類肢體傷害
的發生。

問題與討論
1.

人因的定義為何？

2.

造成累積性傷害的主要因素？

3.

如何預防傷害，請舉例並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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