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序
職業衛生的領域不僅包含了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內容牽涉包羅萬象，職業醫學、

人因工程、社會學、毒物學、心理學等綜合知識，而隨著技術與科技的進步也成為近

年越來越受重視的領域。職業衛生的專業是跨領域、整合性的，不論是通風換氣造成

的中毒事件、或是因為心理壓力造成的健康問題，從新聞及社會事件中還是可以發現

不少的職業衛生相關的意外發生，因此也期盼本書的讀者可以與我們一同致力於改善

職業衛生的環境。

本書之編排方式採學術科一體呈現、三大主軸之方式編排，除了有作者群細心的

讀書方法及準備建議之外，主要分成學科、術科及考古題三個方面。學科採用勞動部

公告之七百餘試題逐題講解，不讓考生有疑問不清之處，不再使用以前單純背誦答案

的方式，而是完全融會貫通，這樣對於後方的術科內容學習也大有加分之效。術科的

編排則採用勞動部之命題大綱，分成法規、計畫與專業課程三個內容，其中以【職業

安全衛生設施規則】、【勞工健康保護規則】、【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露標準】、【危

害性化學品管理】之相關規定與預防觀念是考試應具備的基本功，而專業科目考試的

重點則是【職場健康管理】、【作業環境監測】、【噪音振動】，其中【作業環境危

害】、【噪音危害】是計算題常考的重點。內容全依照常出之黃金題型編排分類，並

獨家採用一點通口訣與重點提醒讓考生不錯失重要關鍵。在甲級衛生管理的考試中，

每梯次計算題考題大約會出一題，所以這本書特別以專章方式以及公式重點提示展現。

計算題重點彙整共分【作業環境危害 （容許濃度）】、【噪音危害】、【通風與換氣】、
【溫濕環境危害】與【其他（統計及職業災害統計）】等五種類型，內含有歷屆考古

題解答和例題。也納入易混淆、雷同、圖型數線記憶比較表，讓考生們能更清楚其中

差異處。最後更規劃歷屆考古題及詳解的模式，方便自行使用稿紙練習寫作，了解自

身實力與弱點。除此之外本書更納入最新法規修正、錯別字整理、公式集錦、讀書方

法及計算機操作步驟，絕對讓讀者一讀就通、一點就通！

本系列叢書承蒙各位讀者的愛護及支持，於上市後即受到廣大迴響與建議，筆者

們才疏學淺，如有疏漏還請不吝建議與指教，期許您可以將寶貴的意見回饋我們，讓

本書更臻完善。另感謝編輯郭季柔小姐 （Jessi）和【職安一點通】團隊謝宗凱、陳正
容、崔財銘、余佳迪、陳坤志等老師提供相關寶貴意見。最後謹在此以『真心看自己、

有念則花開』共勉讀者、考生朋友們，請堅持你的信念，繁花一定會盛開，夢想也一

定能實現，預祝順利通過考試。

作者群

謹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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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衛總複習班名師，人稱蕭技師為蕭大或方丈，是知名

職業安全衛生 FB社團“Hsiao的工安部屋家族＂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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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於多所大專院校及推廣部授課，相關領域著作十餘本，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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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Ø 專業證照：職業安衛生管理乙級、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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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鈞傑

大專院校工安 /工礦技師班具有多年教學經驗，對於近年
來環境、職安、衛生、消防等考試皆有研究，目前服務於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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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Ø 學歷：國防大學理工學院國防科學研究所博士

 Ø 專業證照：工業安全技師、工礦衛生技師、消防設備士、

職業安全管理甲級、職業衛生管理甲級、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乙級、乙級物理性作業環境測定、甲級廢水處理專責人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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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榮德

目前服務於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97年至今從事職場安全
衛生工作具有多年實務經驗，對於職業安全衛生精進、職場安

全文化提昇等皆有研究。

 Ø 學歷：國防大學理工學院應用物理研究所碩士

 Ø 專業證照：工礦衛生技師、工業安全技師、職業衛生管理

甲級、職業安全管理甲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乙級、甲級

廢棄物處理技術員、乙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測定、ISO 
45001主導稽核員。

徐英洲 

職業安全衛生 FB社團“職業安全衛生論壇 (考試 /工作 )＂
版主，不定期提供職安衛資訊包含職安人員職缺、免費宣導會、

職安衛技術士參考題解等，目前服務於新科光電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擔任工安室課長。

 Ø 學歷：明志科技大學五專部化學工程科

 Ø 專業證照：工礦衛生技師、職業衛生管理甲級、職業安全

管理甲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乙級、製程安全評估人員、

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堆高機操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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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職業安全衛生法規

壹、職業安全衛生法規

 本節提要及趨勢

名詞解釋雖一向為職業衛生管理師常考題型，但比較偏向專業名詞用語。本章名

詞為法定名詞，字體不可混淆錯別；另職安母法為許多標準或規則之法源依據，請各

位讀者務必熟悉母法與子法間的關係。

 適用法規

一、 「職業安全衛生法」。

二、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

 重點精華

一、 工作者：指勞工、自營作業者及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
員。【72-1-1】【77-4】

二、 自營作業者：指獨立從事勞動或技藝工作，獲致報酬，且未僱用有酬人員幫同工
作者。【106工礦】

三、 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指與事業單位無僱傭關係，
於其工作場所從事勞動或以學習技能、接受職業訓練為目的從事勞動之工作者。

四、 工作場所負責人：指雇主或於該工作場所代表雇主從事管理、指揮或監督工作者
從事勞動之人。

五、 職業災害：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化學品、氣體、
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

亡。【黃金考題】

六、 勞動場所：【73-1-1】【106工礦】

1. 於勞動契約存續中，由雇主所提示，使勞工履行契約提供勞務之場所。

2. 自營作業者實際從事勞動之場所。

3. 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實際從事勞動之場所。

七、 工作場所：指勞動場所中，接受雇主或代理雇主指示處理有關勞工事務之人所能
支配、管理之場所。【106工礦】

八、 作業場所：指工作場所中，從事特定工作目的之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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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稱職業上原因：指隨作業活動所衍生，於勞動上一切必要行為及其附隨行為而具
有相當因果關係者。

十、 合理可行範圍：指依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法令、指引、實務規範或一般社會通念，
雇主明知或可得而知勞工所從事之工作，有致其生命、身體及健康受危害之虞，

並可採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者。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雇主對於具有危害性之化學品，應如何採取源頭

管理措施？

參考題型

答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十條規定，雇主對於具有危害性之化學品，應予標示、

製備清單及揭示安全資料表，並採取必要之通識措施。

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提供前項化學品與事業單位或自營作業者前，應予標

示及提供安全資料表；資料異動時，亦同。

 標、清、資、通。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雇主對於危害性化學品，應如何實施風險評估及

管理？

參考題型

答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十一條規定，雇主對於危害性化學品，應依其健康危害、

散布狀況及使用量等情形，評估風險等級，並採取分級管理措施。

 風險評估三個要項：健康危害、散布狀況、使用量。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中央主管機關對於新化學物質有何規定？

參考題型

答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十三條規定，製造者或輸入者對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化學物質清單以外之新化學物質，未向中央主管機關繳交化學物質安全評估報告，

並經核准登記前，不得製造或輸入含有該物質之化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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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主管機關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審查化學物質安全評估報告後，得

予公開之資訊為何？有必要揭露予特定人員之資訊範圍為何？

參考題型

答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十八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審查化學物質安全評

估報告後，得予公開之資訊如下：

一、 新化學物質編碼。

二、 危害分類及標示。

三、 物理及化學特性資訊。

四、 毒理資訊。

五、 安全使用資訊。

六、 為因應緊急措施或維護工作者安全健康，有必要揭露予特定人員之資訊。

前項第六款之資訊範圍如下：

一、 新化學物質名稱及基本辨識資訊。

二、 製造或輸入新化學物質之數量。

三、 新化學物質於混合物之組成。

四、 新化學物質之製造、用途及暴露資訊。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所稱之優先管理化學品，包含哪些項目？

參考題型

答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十四條第二項所稱優先管理化學品如下：

一、 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所列之危害性化
學品。

二、 依國家標準 CNS 15030分類，屬致癌物質第一級、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第
一級或生殖毒性物質第一級者。

三、 依國家標準 CNS 15030 分類，具有物理性危害或健康危害，其化學品運作量
達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者。

四、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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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對於未滿十八歲之工作者，雇主不得使其從事哪

些工作？

參考題型

答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二十九條規定，雇主不得使未滿十八歲者從事下列危險

性或有害性工作：

一、 坑內工作。

二、 處理爆炸性、易燃性等物質之工作。

三、 鉛、汞、鉻、砷、黃磷、氯氣、氰化氫、苯胺等有害物散布場所之工作。

四、 有害輻射散布場所之工作。

五、 有害粉塵散布場所之工作。

六、 運轉中機器或動力傳導裝置危險部分之掃除、上油、檢查、修理或上卸皮帶、
繩索等工作。

七、 超過二百二十伏特電力線之銜接。

八、 已熔礦物或礦渣之處理。

九、 鍋爐之燒火及操作。

十、 鑿岩機及其他有顯著振動之工作。

十一、 一定重量以上之重物處理工作。

十二、 起重機、人字臂起重桿之運轉工作。

十三、 動力捲揚機、動力運搬機及索道之運轉工作。

十四、 橡膠化合物及合成樹脂之滾輾工作。

十五、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危險性或有害性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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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溫濕環境危害《計算公式》

  綜合溫度熱指數計算方法如下：

戶外有日曬情形者：

綜合溫度熱指數WBGT＝ 0.7×(自然濕球溫度 )+0.2×(黑球溫度 )+0.1×(乾球溫度 )

戶內或戶外無日曬情形者：

綜合溫度熱指數WBGT＝ 0.7×(自然濕球溫度 )+0.3×(黑球溫度 ) 

  高溫作業環境測定其熱源分佈均勻時，其時量平均綜合溫度熱指數：

WBGTTWA＝ 
(WBGT1×t1)+( WBGT2×t2)…+(WBGTn×tn)

t1+t2+…tn 

WBGTn：某次綜合溫度熱指數

tn：某次工作時間

  高溫作業環境測定其熱源分佈不均勻時，其時量平均綜合溫度熱指數：

WBGTavg＝ (WBGT頭×1)+(WBGT腹×2)+(WBGT腳×1)
1+2+1 

  
新陳代謝速率MTWA (Kcal/hr)＝ (M1×t1)+(M2×t2)…+(M×tn)

t1+t2+…tn 

  工作負荷區分：

※輕工作： 指僅以坐姿或立姿進行手臂部動作以操縱機器者，或以工作代謝熱區
分低於 200 Kcal/hr之工作。

※中度工作： 指於走動中提舉或推動一般重量物體者，或以工作代謝熱區分低於
200 ~350 Kcal/hr之工作。

※重工作： 指鏟、掘、推等全身運動之工作者，或以工作代謝熱區分大於 350 
Kcal/hr之工作。

高溫作業勞工作息分配表：

每小時作息時間比例 連續作業
75% 作業 
25% 休息

50% 作業 
50% 休息

25% 作業 
75% 休息

時量平均綜合溫

度熱指數值 oC

輕工作 30.6 31.4 32.2 33.0

中度工作 28.0 29.4 31.1 32.6

重工作 25.9 27.9 30.0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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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熔融工廠、其室內黑球溫度 39oC、自然濕球溫度 24oC、乾球溫度
26oC、其作業型態為中度工作，綜合溫度熱指標為 28oC，試問此作業場所
WBGT，及是否為高溫作業？ 【20-02】WBGT(室內 )

1

 此屬綜合溫度熱指數戶內或戶外無日曬的情形，其計算如下：綜合溫度熱指數
WBGT＝ 0.7×(自然濕球溫度 )+0.3×(黑球溫度 )

WBGT＝ 0.7×24oC＋ 0.3×39oC＝ 28.5oC。

依高溫作業勞工作息時間標準所稱高溫作業，高溫作業勞工如為連續暴露達一

小時以上者，以每小時計算其暴露時量平均綜合溫度熱指數，間歇暴露者，以

二小時計算其暴露時量平均綜合溫度熱指數，並依下表規定，分配作業及休息

時間：

每小時作息時間比例 連續作業
75% 作業 
25% 休息

50% 作業 
50% 休息

25% 作業 
75% 休息

時量平均綜合溫

度熱指數值 oC

輕工作 30.6 31.4 32.2 33.0

中度工作 28.0 29.4 31.1 32.6

重工作 25.9 27.9 30.0 32.1

由於此題之作業型態為中度工作，綜合溫度熱指數為 28oC而經由計算此作業場
所之WBGT值為 28.5oC；因 28.5oC大於 28oC，所以此作業屬於高溫作業，應
採取 75%作業 25%休息之分配。

某一戶外有日曬工作環境中，測得乾球溫度 31oC，自然濕球溫度 27oC，黑
球溫度 34oC，請問該環境之綜合溫度熱指數為若干？ (請列出計算公式 )  
  【20-02】WBGT(戶外 )

2

 此為戶外有日曬環境綜合溫度熱指數WBGT公式如下：

WBGT＝ 0.7×自然濕球溫度 +0.2×黑球溫度＋ 0.1 ×乾球溫度

WBGT＝ 0.7×27oC＋ 0.2×34oC＋ 0.1×31oC＝ 28.8oC

∴該環境之綜合溫度熱指數為 28.8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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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一點通 
職業衛生管理甲級檢定完全掌握

某一戶外燒窯作業，在有日曬工作環境中，測得乾球溫度 31oC、自然濕球溫
度 28oC、黑球溫度為 34oC，請回答下列問題：WBGT(戶外 )

一、 該環境之綜合溫度熱指數為幾 oC？ (請列出計算公式 )

二、 依您計算結果並依下表所定，如勞工作業為中度工作，則該勞工每小時
休息比例應為多少%？

每小時作息時間比例
連續作

業

75% 作業 
25% 休息

50% 作業 
50% 休息

25% 作業 
75% 休息

時量平均綜合溫

度熱指數值 oC

輕工作 30.6 31.4 32.2 33.0

中度工作 28.0 29.4 31.1 32.6

重工作 25.9 27.9 30.0 32.1

3

 一、 綜合溫度熱指數WBGT＝ 0.7 ×自然濕球溫度＋ 0.2 ×黑球溫度＋ 0.1 ×
乾球溫度

WBGT＝ 0.7×28oC＋ 0.2×34oC ＋ 0.1×31oC＝ 29.5oC

∴該環境之綜合溫度熱指數為 29.5oC。

二、 因該勞工作業為中度工作，則該勞工每小時休息比例應為 50%作業、50%
休息。

某工作場所之WBGT如下：

WBGT1：28oC，t1＝ 10分鐘   

WBGT2：30oC，t2＝ 20分鐘   

WBGT3：32oC，t3＝ 30分鐘  

請問綜合溫度熱指數WBGTTWA為多少？WBGT

4

 WBGTTWA＝ (WBGT1×t1)+( WBGT2×t2)…+(WBGTn×tn)
t1+t2+…tn 

　　　　  ＝ (28×10)+(30×20)+(32×30)
10+20+30 

　　　　  ＝ 30.67(oC) 

∴綜合溫度熱指數WBGTTWA為 30.67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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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7  計算題精華彙整

某一勞工從事燒窯作業 (戶外有日曬 )，為間歇性熱暴露，其工作時程中最
熱的 2小時中，有 90分鐘在自然濕球溫度為 31oC、黑球溫度為 35oC及乾
球溫度為 34oC之工作場所，另外 30分鐘在自然濕球溫度 27oC、黑球溫度
為 29oC及乾球溫度為 28oC之休息室 (戶內 )，試計算其時量平均綜合溫度
熱指數。 【84-01-02】WBGT(時量平均 )

5

工作場所為戶外有日曬環境其綜合溫度熱指數WBGT1：

WBGT1＝ 0.7×自然濕球溫度 +0.2×黑球溫度＋ 0.1 ×乾球溫度

   ＝ 0.7×31oC＋ 0.2×35oC＋ 0.1×34oC

   ＝ 32.1oC

休息室為戶內無日曬環境其綜合溫度熱指數WBGT2：

WBGT2＝ 0.7×(自然濕球溫度 )+0.3×(黑球溫度 )

   ＝ 0.7×27oC＋ 0.3×29oC

   ＝ 27.6oC

此勞工之時量平均綜合溫度熱指數WBGTTWA：

WBGTTWA＝ (WBGT1×t1)+( WBGT2×t2) 
t1+t2 

＝
(32.1×90)+(27.6×30) 

90+30 

  ＝ 30.98(oC) 

∴勞工之時量平均綜合溫度熱指數為 30.98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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