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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危害介紹
臺灣屬海島型氣候，地處亞熱帶，夏
季除高溫炎熱亦常伴隨高濕度。戶外
高溫工作者，因高濕度使得汗水不易
蒸發，影響身體對熱的調節功能，進
而造成健康的危害。
本期介紹幾種常見的熱危害種類 ( 熱
痙攣、熱暈厥、熱衰竭、熱中暑 ) 及
症狀，高危險族群和熱危害預防以及
緊急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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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熱危害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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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屬海島型氣候，地處亞熱帶，夏季除高

溫炎熱亦常伴隨高濕度。戶外高溫工作者，因高濕

度使得汗水不易蒸發，影響身體對熱的調節功能，進

而造成健康的危害。

台灣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的「高溫」定義為地面最高

氣溫達攝氏 36 度以上之現象，分為黃、橙、紅燈三個等

級：黃燈是指氣溫達攝氏 36 度以上。橙燈是指氣溫達攝氏 

36 度以上，且持續 3 天以上；或氣溫達攝氏 38 度以上。紅

燈是氣溫達攝氏 38 度以上，且持續 3 天以上。如遇高溫燈

號發布，應減少戶外勞動，避免劇烈運動，注意防曬，多補

充水份，慎防熱危害發生。

熱危害介紹

氣溫達攝氏 36度以上

氣溫達攝氏 36度以上，且
持續 3 天以上；或氣溫達
攝氏 38度以上

氣溫達攝氏 38度以上，且
持續 3天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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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常見熱危害之疾病種類及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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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熱危害之疾病
種類及症狀

熱痙攣

熱暈厥

熱衰竭

熱中暑

熱疾病
種類

成因 常見症狀

當身體運動量過大、大

量流失鹽分，造成電解

質不平衡

- 流汗

- 肢體肌肉呈現局部抽筋現象

- 通常發生在腹部、手臂或腿部

- 體溫與平時相同

- 昏厥（持續時間短）

- 頭暈

- 長時間站立或從坐姿或臥姿起立

會產生輕度頭痛

因血管擴張，水分流失

，造成姿勢性低血壓

大量出汗嚴重脫水，導

致水分與鹽份缺乏所引

起之血液循環衰竭

熱衰竭進一步惡化，引

起體溫調節功能失常，

體溫升高使細胞產生急

性反應

- 身體溫度正常或微幅升高（低於 40°C）

- 頭暈、頭痛

- 噁心、嘔吐

- 大量出汗、皮膚濕冷

- 無力倦怠、臉色蒼白、心跳加快

- 姿勢性低血壓

- 體溫超過40°C
- 行為異常、幻覺意識模糊不清、精神混亂

（分不清時間、地點和人物）

- 呼吸困難

- 激動、焦慮

- 昏迷、抽搐

- 可能會無汗（皮膚乾燥發紅）

可能無汗
(皮膚乾燥發紅)

意識不清噁心、嘔吐心跳加快



3 熱危害四大高危險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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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熱危害之緊急處理方式

TYPE 1 TYPE 2

老弱婦孺
65歲以上長者、
嬰幼童、孕婦

特殊工作者
高溫作業者
戶外工作者

TYPE 3

慢性病患者
高血壓、糖尿病、
心臟病、腎臟病、

內分泌失調、無汗症
、精神疾病

TYPE 4

其他
曾罹患熱疾病、肥胖、
正在服用特定藥物(抗組
織胺、利尿劑、三環抗
憂鬱劑)、目前有感冒、
發燒、腹瀉等症狀者

熱危害四大高危險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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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熱危害之緊急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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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危害之緊急處理方式
• 使人員於陰涼處休息
• 使人員補充水分及鹽分或清涼飲品
• 如果人員有心臟疾病、低鈉飲食或熱痙攣

沒有在短時間內消退者，則尋求醫療協助

• 移動人員至陰涼處休息
• 放鬆或解開身上衣物並把腳抬高。
• 通常意識短時間就會恢復，待恢復後即可給予

飲水及鹽分或其他電解質補充液。

• 若體溫持續上升、嘔吐、或意識持續不清，則
立即送醫。

• 移動人員至陰涼處躺下休息，並採取平躺腳抬
高姿勢

• 移除不必要衣物，包括鞋子和襪子
• 給予充足水分或其他清涼飲品
• 使用冷敷墊或冰袋，或以冷水清洗頭部、臉部

及頸部方式降溫

• 若症狀惡化或短時間沒有改善，則將人員送醫
進行醫療評估或處理

撥打 119 求救或自行送醫
在等待救援同時：
• 移動人員至陰涼處並同時墊高頭部
• 鬆開衣物並移除外衣
• 意識清醒者可給予稀釋之電解質飲品或加少

許鹽之冷開水 （不可含酒精或咖啡因）

• 使用風扇吹以加速散熱
• 可放置冰塊或保冷袋於病人頸部、腋窩、鼠

蹊部等處加強散熱

• 留在人員旁邊直到醫療人員抵達

熱痙攣

熱暈厥

熱衰竭

熱中暑



5 熱危害預防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廣告勞動力健康報 Work and Health 第二十七期

戶外高溫工作者上工前可

做好充足準備，每天要吃早餐及

保持充足睡眠，工作前及工作時

避免喝酒或含咖啡因之飲料，防

止水分散失，應每 20 分鐘補充

約 150cc 水分，少量多次飲用，

也可考慮食用具膠質之冷飲 ( 如

愛玉、石花凍、仙草 ) 以減緩人

體水分流失，但須避免高糖飲

料。飲用水溫度約在 10-15 度

較適宜，避免喝冰水或熱水，以

免影響體內溫度調節，除生理疾

病被醫師限制鹽分攝取外，如自

覺有痙攣現象 ( 抽筋之感覺 )，

應飲用運動飲料或加少許鹽的冷

開水。

工作服材質應選擇透氣、

吸汗，如棉質、易排汗材質，顏

色選擇淺色，減少輻射熱量吸

收。在不影響作業安全狀況外，

尤其在紫外線指數很高時建議穿

著長袖衣物，減少紫外線照射皮

膚，必要時可以濕毛巾敷於後頸

部。 若 自 覺 身

體不適，不勉強工

作，在陰涼處休息，

並通知工作夥伴請求協

助。

輕微熱危害可能僅有

疲 勞、 抽 筋 等， 但 嚴 重 時

可能導致熱中暑造成性命危

險。雇主從選配工開始必須注

意員工的健康狀況，並提供適

當的安全衛生教育，視當日氣

溫狀況給予員工水分補充及休

息，也可透過勞動部職業安全

衛生署「高氣溫戶外作業熱危

害預防行動資訊網」，查詢作

業當時之熱危害風險等級，

進行危害預防及管理措施，

以降低罹患職業相關熱疾

病之風險。同時，雇主亦

可參考「高氣溫戶外作

業勞工熱危害預防指

引」，以暸解詳細

預防的方法。

參考資料：
1. 高氣溫戶外作業熱危

害預防行動資訊網
2. 高氣溫戶外作業勞工

熱危害預防指引
3. 職業暴露熱危害引起

之職業疾病認定參考
指引

熱危害預防

https://reurl.cc/3LYzpR
https://reurl.cc/3LYzpR
https://reurl.cc/MdNeLm
https://reurl.cc/MdNeLm
https://reurl.cc/D6j15j
https://reurl.cc/D6j15j
https://reurl.cc/D6j15j


6 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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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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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業
板模工人
熱中暑

48 歲的王先生，擔任
建築業板模工數十年。本身
並無慢性病史，健康檢查紀錄
均正常。在某個炎熱夏天的上
午，從上午八點開始工作，約莫
下午四點被同事發現倒臥在工地，
送醫急救後仍不治身亡，診斷為熱
中暑、瀰漫性血管內凝血併發敗血
性休克死亡。

因王太太懷疑她先生的死與工作
相關，而至職業醫學科門診請求職業
病認定。回溯王先生當日工作情形
從上午八點開始工作，工作地點有
太陽直接曝曬，直到下午四點被同
事發現倒臥在工地。調查氣象局資
料，當日工作區域平均氣溫為攝氏
29.2° C，平均濕度為 73%，對應熱
指數達熱衰竭標準，再加上個案之
工作條件為重體力負荷之板模工
並且有陽光直接曝曬，熱危害風
險等級為第三級，經綜合評估認
定王先生之疾病為工作暴露導
致的熱疾病。

物流司機熱中暑
55 歲的韓先生在貨運公司擔任物流司機一職，年資約

17 年，無高血壓、糖尿病等慢性病史。在某個炎熱的夏天，
約莫中午送貨到一半，因全身發熱、無力、冒冷汗、上肢肌
肉抽搐、深紅色尿液至急診就醫，經檢查後診斷為熱中暑合
併橫紋肌溶解症。

回溯事發當日工作情形，韓先生自述清晨五點先至倉
庫區將貨物搬上貨車，六點開始送貨，當日為一週送貨量
最大的星期二 ( 由於一週寄貨量最大的是星期一 )，搬運貨
物之總重量為 3~4 噸。調查氣象局資料，當日送貨區域自
上午 5 時起至中午最高氣
溫為攝氏 31.8° C，濕度為
70~87%，換算成熱危害風
險等級為 2 至 3 級，加上
韓先生之工作性質需搬運
貨物繁重勞務，經綜合評
估認定其疾病為工作暴露
導致的熱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