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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職場心理健康發展歷史之回顧與展望：  

以政府相關政策為主軸 

洪瑞斌 

摘   要 

本研究嘗試回顧臺灣職場心理健康領域在實務場域之發展歷史，特別是以政府相

關政策面向為主軸，輔以社會環境脈絡為參照。本研究以美國的相關領域，即員工協

助方案（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s, EAP）與職場健康心理學之發展歷史作為相關
背景，然後再進到臺灣職場心理健康領域之實務界與政策面做回顧與爬梳，結果發現

，除去早期缺乏政策引導的零星組織案例外，大約可分為四期，分別為勞工輔導期、

導入 EAP 期、政府積極落實 EAP 期，以及多面向職場健康促進期等。基於過去歷史
之發展，本研究提出未來臺灣職場心理健康領域發展方向包括：專業深化、跨領域合

作整合，以及本土化等。透過本研究之回顧可提供相關研究學者、政府部門、實務工

作者未來推動職場心理健康之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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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在 2007 年通過一項重要計劃

方針，即《WHO 勞動者健康之全球行動計劃》（WHO Global Plan of Action on Workers' 
Health），它是十年期的計劃（2008～2017）（WHO, 2007）。而後 WHO 進一步提出更

完整的《健康職場全球工作框架》（Global framework for healthy workplaces）以及《健

康職場行動模式》（Neira, 2010），以推動全球落實的工作，顯示關心工作者健康以及

促進更健康的職場已是全世界之重要趨勢及任務。雖然，過去已有朱春林（2013）以

及林桂碧（2005）回顧整理了臺灣在員工協助方案方面之發展，但一方面整體職場心

理健康相關領域面向，並不僅止於 EAP 服務部分，另一方面隨時間推移又過了一段

時間，會不會臺灣職場心理健康又進入新的階段或狀態，因此本研究將聚焦於臺灣之

職場心理健康發展之歷史及趨勢回顧，並且以相關政府部門之政策或法規為主軸，並

且輔以相關社會環境脈絡狀態為參照，尤其是經濟與產業發展面向，因為政府政策或

法規或可視為臺灣職場心理健康發展進程中之重要里程碑。另外，由於美國之職場心

理健康推行，最初與當時美國社會面臨酒精濫用或酗酒成為重大集體問題有關，所以

能夠推論職場心理健康政策與社會環境脈絡應相互關聯。  
本研究主要採用文獻回顧法，透過針對臺灣職場心理健康之政策文件、專業領域

發展以及社會環境脈絡相關統計資料、論文或報告、報導等等文獻進行收集與整理。

由於美國是相關領域的先行者，以下本研究將先簡短回顧美國 EAP 及職場健康心理

學等發展史，再回到臺灣職場心理健康發展之歷史回顧。  

壹、美國員工協助方案及職場健康心理學的發軔 

一、美國員工協助方案之起源與發展  

首先作為參照臺灣歷史之作用，本研究先進入美國職場心理健康發展的經驗與歷

史。不論是美國或臺灣最早進入企業組織推展職場心理健康都是 EAP 或企業諮商

（workplace counseling）。美國的 EAP 起源於 1930～1940 年間，美國開始推出以職

場為基礎的酒精治療方案（Alcohol Treatment Programs, ATP），以協助處理員工的酒

精濫用問題，避免影響其工作表現與工作安全。當時美國的背景正是酗酒、酒精濫用

成為嚴重社會問題，因而獲得重視，1935 年「匿名戒酒團體」（Alcoholic Anonymous, 
AA）之模式被創立而逐漸擴散，這是一種匿名同儕互助支持的戒酒模式。而後，匿

名戒酒團體也從社區開始進入職場，並獲得企業支持。1950 年代許多企業聘請專業

人員，推動員工「職場戒酒方案」（Occupational Alcoholism Programs, OAP），轉變為

專家主導的公開方案，OAP 便為 EAP 的最初雛形（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委會〕，

2009；朱春林，2013；林桂碧，2005；趙然，2011）。  
1960～1970 年代，美國社會劇烈變遷，除酒精藥物濫用外，離婚、家庭暴力、經

濟困境、工作壓力、親人傷亡等等往往影響許多職場工作者，進而影響員工之情緒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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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與工作表現，於是許多企業方案從 OAP 擴充為完整服務面向與系統的 EAP。而後

EAP 服務就逐漸擴充，更完整地包含心理健康服務，乃至家庭生活面，如托兒服務、

家屬諮商等，發展至今 EAP 服務系統通常包含「工作」、「生活」與「健康」等三大

層面（朱春林 2013；林桂碧，2005；趙然，2011）。  
1971 年 EAP 的專業組織於美國洛杉磯成立，後來進一步發展成「美國員工協助

專業協會」，並改稱「國際員工協助專業協會」（ International Employee Assistance 
Professionals Association, EAPA），由於 EAPA 發展後來愈來愈多外國會員及分會，也

就成為推動 EAP 的最大專業國際組織。1980 年代，EAPA 建立了「員工協助專業人

員認證」（Certified Employee Assistance Professional , CEAP）機制，提供 EAP 專業人

員之訓練與認證系統（趙然，2011）。  
在 1980 年代之後，一個新概念被提出來，即「員工提升方案」（ Employee 

Enhancement Program, EEP），它特別強調預防方面的能力，聚焦於包括壓力管理、整

體性健康（holistic health）、健康生活型態，還有其他成癮議題如飲食成癮、工作狂

等之解決（Richard et al., 2009）。而此後 EAP 的服務面向就更寬廣，例如親職、老化

議題、職場暴力、工作承諾、財務信用諮詢、法律議題等。而且 EAP 也會隨社會脈

絡需求來提供協助，例如 911 事件後，EAP 諮商師提供安心減壓服務、PTSD 問題等；

或是金融危機時，協助經濟不穩定、工作不安全感問題等（Richard et al., 2009）。  
不過美國 EAP 還有另一個發展來源，即企業管理領域的人群關係（ human 

relations）學派或運動，而人群關係的起點則是「霍桑研究」。霍桑研究從 1924 年～

1940 年左右，是 AT&T 旗下的西方電器公司之霍桑分廠與哈佛大學合作的長期場地

實驗研究計畫。初期研究焦點是工作環境之條件與員工生產效率的關係，諸如照明度

對生產線工人產量之影響，最後得到結果卻讓人困惑，因為不論亮度增加、降低或不

變，工人產量都維持提昇。就這樣 1928 年 Mayo 與 Roethlisberger 接手霍桑研究，企

圖更深入解開那無法解釋的結果，於是進行了四項重要實驗方案，包括：（1）繼電器

裝配試驗室研究；（2）大規模訪談計劃；（3）接線工作室觀察研究；（4）員工諮商計

劃（洪瑞斌，2005b；Gabor, 2000/2001）。  
但是研究結果推翻了假設，他們發現生產線工人因為受到關注而激起他們產量增

加，於是人的因素在此大過了環境因素影響性，也使霍桑研究推動了人群關係學派或

是人性化管理的趨勢。1936 年霍桑研究最後一個階段發展出員工諮商計劃，但當時

的員工諮商計劃之模式是訓練領班、中階主管成為輔導員，協助主管們學習輔導技巧

能夠傾聽員工的問題及煩惱。員工諮商計劃一直延續至 1950 年代，但後來

Roethlisberger 等人皆退出專案，全由企業內部人員執行。Roethlisberger 在退出前已

觀察到一些關鍵問題，如主管身兼輔導員有著利益衝突的問題，而且光靠「傾聽」並

無法改善環境結構（洪瑞斌，2005b；Gabor, 2000/2001）。不論如何，西方電器及霍桑

研究所建立的員工諮商計劃應該算是最早期推行企業諮商的先驅個案。  
近期一重大事件，2019 年末、2020 年初以來發生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確實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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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及美國的職場產生巨大衝擊，職場心理健康自然也受影響，目前雖有部分研究提

出 EAP 對疫情下職場之相關反應與協助（Couser et al., 2020; Lardani & Escobar, 
2021）。但因為目前疫情尚未結束，仍在演變影響歷程中，假以時日後再回顧才能確

知新冠疫情對 EAP 是否有產生新一個時代的變革與創新。  

二、美國職場健康心理學之起源與發展  

除了 EAP 之外，在美國推動職場心理健康促進工作，還有一個從學術領域與政

府 官 方 合 作 擴 大 對 企 業 職 場 影 響 力 的 職 場 健 康 心 理 學 （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 OHP）。OHP 是 1990 年代前後逐漸興起的心理學次學門領域。OHP 被定

義為「一門科際整合的專業，尤其注重心理學以及職業健康科學。藉由初級、次級、

三級預防的管道，OHP 領域的終極目標是要提升工作生活品質、促進工作者安全、

健康與幸福（well-being）」（陳禹等人，2005）。  
OHP 的發展歷史與 EAP 共享一個早期根源，即前面所提的霍桑研究以及人群關

係學派。因為霍桑研究是最早研究發現職場與工作環境中社會心理因素的重要影響，

也是當時開始對大生產線以及科學管理模式造成工作者之健康與幸福影響的關鍵反

思者，自然是企業、職場人性化關懷的首座里程碑（Barling & Griffths, 2003）。由於

整個人群關係學派及運動帶來的反省，1940 與 1950 年代就開始反思要對過去科學管

理之精細分工造成單調、疏離的工作結構進行改變，逐漸形成組織領域中「工作再設

計」的風潮。  
像是 1962 年非線性系統公司邀請知名人本心理學家 Maslow 參加其工作再設計

的實驗，而他紀錄下觀察與思考筆記，便成為《Eupsychian management》（健全心理

管理）一書（Maslow et al., 1998/1999）。又如 Ford 在 1973 年「哈佛管理評論」報告

了 AT&T 進行長達 7 年的「工作豐富化」經驗，結果效果顯著，包括工作情緒、團體

氣氛的改善、績效提昇、流動率下降等，但他指出一重點，工作豐富化帶來的是管理

方式的激烈改變（鄭伯壎、樊景立，1978）。而後 Hackman 與 Oldham（1976）提出

「工作特性理論」，認為當工作具備多樣性、整體性、重要性、自主性與回饋性等工

作特性，會直接影響工作者知覺到的工作意義度、責任感、工作結果的知識，進而提

升工作者之內在動機、工作滿足及工作績效（洪瑞斌，2005b；Muchinsky, 1993）。換

言之，工作特性理論便成為工作再設計的重要理論基礎，引導組織及管理者思考及改

變原本零碎化、單調重複、缺乏意義的大生產線工作結構。因此工作再設計也變成

OHP 很典型的代表範例，它假設能夠透過工作組織及職場之環境結構改善，降低工

作者之社會心理危害，進而提升其心理健康，在這項基本假設上，OHP 與早期 EAP
有所不同，而與稍後（1980 年代）發展的 EEP 概念相對接近，都是系統觀，且強調

個體－組織雙向互動。  
但 OHP 實際普及與成熟，甚至建立心理學門次領域，受到美國官方組織美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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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職業安全與健康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NIOSH）及美國心理學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之合作及大力

推動有關。1970 年美國通過職場安全與健康法案（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ct），責成 NIOSH 負責研究影響職業疾病與傷害的個人行為與壓力因素。為倡導職

場健康心理學此一新領域，NIOSH 與 APA 自 1990 年起（1990、1992、1995、1999）
在華盛頓共同且持續辦理了四場的「工作與幸福」或「工作、壓力與健康」國際學術

研討會（楊明磊，2009；Barling & Griffths, 2003）。而後此一系列國際研討會仍持續

辦理，只是在美加個城市輪流舉辦。  
到了 2000 年前後學術期刊與組織陸續建立。APA 於 1996 年出版了 OHP 的主要

學術期刊《The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首期。2004 年 OHP 的學

術組織「職場健康心理學學會」（Society for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也成立

（Barling & Griffths, 2003），顯示 OHP 此次學門領域已經逐步完整建立。  
但 OHP 的影響也非僅止於學術研究領域，APA 為鼓勵及促進企業及非營利組織

建構有益心理健康的職場， 1999 年起創設「心理健康職場獎勵方案」（ The 
Psychologically Healthy Workplace Award Program），每年接受申請認可及獎勵優良企

業與機構，並區分為州級及國家級獎項。由 APA 資助企業級非營利組織推動建構心

理健康職場，已經獲得廣泛的迴響與成功，許多大型企業、中小企業及非營利機構都

參與此方案（楊明磊，2009）。重要的是「心理健康職場獎勵方案」之職場環境評鑑

認可指標並非只是從經驗列舉，而是奠基於相關研究支持，包括五大面向：員工參與

（ employee involvement）、工作與生活平衡（work-life balance）、員工成長與發展

（employee growth & development）、健康與安全（health & safety）、員工認可（employee 
recognition）。相關研究也歸納發現這五個面向的心理健康職場組織實作措施能提升

員工身心健康及幸福感等，同時也有益於組織效能的增進（Grawitch et al., 2006）。  
Barling 與 Griffths（2003）曾指出 OHP 整個領域是否成熟而有貢獻的終極效標

在於其背後的核心思想與價值（如員工自主、員工參與）是否影響政府立法，並提供

雇主忠告，而且是遍及許多國家。他們並提到 1989 年歐盟要求其會員國家，將「鼓

勵改善勞工之安全與健康」原則放入自己國家的法律架構中，其中主要要求雇主應評

估員工健康的主要風險，而且員工及其代表對可能影響其健康與安全的議題應參與

意見（洪瑞斌，2005a；Barling & Griffths, 2003）。  
總結而言，美國職場心理健康之推展是從 EAP 開始，其最初起源與美國社會之

酗酒或酒精濫用問題有關。而這也形成 EAP 的基本立場，EAP 是解決員工個人問題，

但背後是為了能維持人力穩定性，以維持、甚至提升組織效能。當然從 EAP 的基本

假設與觀點來切入職場心理健康，主要是以個人問題之諮商與諮詢著手。而晚近在美

國之官方與學術領域合作下，OHP 逐漸興起，OHP 不同的觀點是不只是從個體個人

問題介入，更擴大至組織系統面，包含職場環境結構面的關注與介入。從 EAP 到 OHP，
同樣都是協助職場心理健康之促進與提升，但是朝向更加系統性、整合性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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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臺灣職場心理健康相關政策的演進與發展  

一、臺灣職場心理健康之政策起點：勞工輔導  

臺灣早期對於職場心理健康的推展是從協助許多工廠生產線之青年勞工之適應

與輔導開始，當然這跟當時臺灣的工業發展有關，工業化帶動大企業設置大型工廠，

提供了農業之外的大量就業機會，大批農村青年離鄉至都市及工廠工作（朱春林，

2013）。當時青年勞工常見問題包括：人際關係、異性交往、休閒生活、自我認識與

發展等（蘇景輝，1989）。不過初期還沒有政策引導，比較是機構或企業以各自形式

嘗試協助工廠生產線員工。1958 年天主教之「天主教職工青年會」協助教會青年適

應職場壓力，為最初外部機構之勞工輔導服務。其他個別企業最初包括臺灣松下電器

推行「大姊姊制度」（big sister）（於 1972 年設立）、美國無線電公司（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 RCA）之「溫馨家園方案」（1974 年起）、東元電機「心橋信箱」（1976 年

起）。最初期的員工協助主要以一線生產線員工為對象，且僅有部分員工輔導機制（朱

春林，2013）。  
但比較有系統的展開勞工輔導政策始於 1980 年代起。1979 年行政院通過「科學

技術發展方案」，其中目標包括加強經濟建設，並發展技術密集工業。1980 年臺灣開

始實施十年經建計畫，除推行十二項建設外，產業結構提升為重要目標，加強發展技

術密集之策略性工業，包括機械、電機、電子、資訊、運輸設備等，包括新竹科學園

區也在此時設立。簡言之，此為產業結構轉型為以資訊、電子高科技之重要轉折階段，

也使臺灣勞工人口急遽增加，許多問題也隨之產生（朱春林，2013；行政院經濟建設

委員會，2013；杜文田，1977）。因應此需求，1980 年內政部勞工司推出《勞工生活

輔導員制度》；並於 1981 年頒訂了《廠礦勞工輔導人員設置要點》、《加強工廠青年服

務工作要點》。這些法規一方面要求工廠、礦場等事業單位必須設置勞工輔導人員，

以便落實青年勞工之輔導，協助處理其工作及生活適應相關問題。另一方面，內政部

也委託「救國團張老師」協助辦理加強工廠青年服務工作專案，具體落實勞工輔導（朱

春林，2013）。  
由於臺灣之救國團在早期扮演對社會之心理建設工作、青少年輔導等有重要作

用，尤其「張老師」輔導中心之成立也是早期落實心理、輔導實務工作之先驅機構，

早期在證照制度及專業訓練尚未制定下，許多心理、社工相關科系的師生，都會經由

參與「張老師」獲取實務經驗及能力。其實在 1979 年救國團便已經在一些縣市輔導

成立「工商青年服務隊」、「工廠張老師」等單位（勞動部，2015a），顯見救國團在當

時已有協助勞工輔導政策實施的引導與示範之預備。具體內容上，救國團以「張老師」

輔導義工模式，辦理勞工輔導人員訓練，並設計各種輔導活動，如寒暑假營隊活動、

夜間進修課程、心理健康講座等，包括提供勞工青年輔導服務以及休閒活動（林桂碧，

2005）。此一波成立 EAP 的企業有中油公司成立諮商服務委員會（1980 年起）、聲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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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1980 年起）及 IBM 臺灣分公司、德州儀器公司等外商（朱春林，2013）。  
而臺灣保障勞動權益的重要法規－《勞動基準法》終於通過並於 1984 年公佈，

勞工之勞動權益逐漸抬頭。勞委會進一步根據勞資爭議處理法，於 1987 年訂定各級

主管機關辦理勞資爭議事件注意事項，以協助處理各種勞資爭議事件。由於不同企業

之勞資爭議事件有升高之趨勢，有學者認為部分企業不傾向僅用工會制度可能過於

對立，希望增加員工諮商輔導以協助改善員工關係，建立和諧的勞資關係（朱春林，

2013）。此一波推相關方案的包括迪吉多電腦成立輔導諮商室（1985 年起）、正隆公

司（1986 年起）、明碁電腦推行大哥姐制度及員工諮商中心（1988 年起）、臺電公司

的同心園地（1988 年起）、惠康（1988 年起）、臺灣通用器材（1989 年起）、中華汽

車之員工輔導中心（1990 年起）、統一超商（1990 年起）等等（朱春林，2013）。  

二、從「勞工輔導」轉換為「員工協助方案」概念  

1994 年開始勞委會捨棄勞工輔導之概念並轉而引進及推廣「員工協助方案」之新

概念與架構，同樣委請救國團「張老師」，再進一步開展 EAP 制度建立與人員培訓的

工作。1998 年勞委會編撰《員工協助方案工作手冊》，定期辦理 EAP 企業座談進行

經驗交流，並於 1999 年頒訂《輔導事業單位推行 EAPs 實施要點》（朱春林，2013；
勞動部，2015a）。主要是勞委會勞工福利處檢討政府過去以「勞工輔導」概念之推動

不易，加上發現社會中的勞工問題不只是個人事務，還受到組織管理、勞工法令、工

作環境、家庭因素、生活、生涯等影響，因此嘗試引進更新的、更整體系統性的概念

（林桂碧，2005）。  
上述轉變呼應了當時的臺灣產業結構之轉變，1986 年是工業占總體國內生產毛

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比重達最高峰 44.8％，但也是轉折點，隨後開始

逐年降低，至 2000 年減少至 30.5％；但是 1987 年也是服務業占總體 GDP 的比重首

度超越 50.3％，而後占比持續增加，至 2000 年已升至 67.5％（李櫻穗，2013）。其間

臺灣包括政策性開放民間經營金融保險（1990 年金融自由化，開放民營銀行、保險）、

傳播媒體（1993）起年開放民間經營廣播、無線及有線電視等）、通訊電信（1997 年

開放行動通信業務）等服務業巿場，也顯示臺灣之產業結構從以工業、製造業為主，

轉型為以服務業為重的社會（李櫻穗，2013；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綜合規劃處，2016；
維基百科，2021a）。另外，進入這階段初期前後也有二個經濟指標的里程碑，包括 1990
年臺股站上加權指數 12,682 點之歷史高點（維基百科，2021b），還有 1993 年正好是

臺灣國民之人均所得首度超越 1 萬美元（$10,293）（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2022）。
換言之，將勞工輔導轉為 EAP 之概念有一重要意涵，主要是從以工廠職場型態、工

業勞工為主服務對象，擴大為各種不同產業行業之員工。  
EAP 相較於勞工輔導，在概念上之提升與改變在於服務架構更加全面性、整體

性，尤其過去勞工輔導主要是聚焦個人問題之心理諮商輔導、休閒活動辦理，早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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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因應整體需求；而 EAP 的服務擴大涵蓋如法律、財務、營養或健康諮詢等，且涵

蓋組織面的相關需求，如管理諮詢、危機處遇等（勞委會，2009）。此一波推 EAP 的

有中鋼公司的耕心團隊（1993 年起）、大東紡織（1993 年起）、臺灣北區電信局（1993
年起）、臺積電公司（1995 年起）、漢翔航空（1996 年起）、統一企業（1998 年起）、

臺北捷運的心理諮商室（1998 年起）（朱春林，2013）。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此一階段開始出現了專業供應商。包括港商天力亞太於

1998 年成立臺灣分公司、新竹市生命線成立員工協助服務中心（於 2001 年）、鉅微

顧問公司於 2004 年成立（朱春林，2013）。特別的是，新竹市生命線之員工協助服務

中心是由當時勞委會所輔導設立的，應該也是為服務新竹科學園區各企業員工之需

求而設（勞委會，2009）。一方面顯示臺灣之 EAP 服務之專業性開始提升，另一方面

也可能相關企業或單位之需求開始嘗試使用外置式模式。  

三、政府單位積極落實 EAP 的推動與宣導  

下個階段始於行政院訂定相關 EAP 及員工心理健康之規範，並透過人事行政總

處（原人事行政局）來積極推動各政府所屬機關學校建立 EAP 系統及服務，官方資

料中說明主要因應經濟衰退以及相關精神疾病普遍升高，政府積極從所屬機關學校

推動員工心理健康計劃及工作（勞委會，2009）。行政院於 2003 年訂定《行政院所屬

機關學校員工心理健康實施計畫》，希望相關單位透過研習等推廣心理健康觀念，並

建立轉介諮商輔導機制。而後為因應網路普及化以及擴增便利性、隱密性協助管道，

人事行政局於 2006 年曾嘗試開辦「公務人員網路諮商服務」，希望透過網路系統讓公

務人員可使用心理健康專業諮詢（朱春林，2013；曾美蘭，2008）。而在服務過程發

現政府員工除心理層面問題外，還有工作層面（如工作適應）、生活層面（如財務、

婚姻等）問題，因此從心理健康基礎擴充為整合性計劃之 EAP（曾美蘭，2008）。於

是 2007 年行政院頒訂《行政院所屬機關中央機關學校 EAPs 推動計畫》，直接規範中

央機關學校等單位應推行 EAP，這波趨勢可以說是政府大力推動公部門全面落實 EAP
系統功能以促進職場健康（朱春林，2013）。  

另外勞委會為促進各企業及機關引進及落實 EAP，於 2010 年設置「員工協助方

案諮詢專線」，且辦理宣導講座、專家入場輔導制度，以支持企業推動 EAP。2011 年

勞委會首度辦理「員工協助方案優良事業單位表揚暨論壇」，選拔 EAP 優良事業單位

作為推動 EAP 之典範，希望有帶動作用，獲獎的有臺電、臺積電、漢翔、臺灣康寧

等公司（勞動部，2015a）。而後於 2013 年又訂定《行政院所屬及地方機關學校員工

協助方案》，將 EAP 實施範圍之要求擴及地方機關學校。另外，為了落實中央及地方

單位之 EAP 推行，增列組織與管理制度，例如人事行政總處曾擬《102 年公務機關

員工協助方案訪視計畫》，並進行不定期實地訪查項目，以實際督導各機關之辦理情

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2014；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綜合規劃處，2013；趙修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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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紀林，2017）。  
此一波當然有許多中央及地方所屬各機關皆推行 EAP，例如臺北市政府很早就配

合相關規定，在 2004 年以「內置式」模式於人事處下設置「臺北市政府員工協談室」

（江淑娟，2014）。行政院中央聯合辦公室由公務人員住宅及福利委員會〔住福會〕

邀集辦公大樓南北兩棟 12 個機關（含內政部、教育部、人事局、住福會等）採共同

委辦方式（聯合模式），於 2006 年起試辦 EAP，服務對象包含上述 12 個機關所屬員

工，由於試辦效果評估佳，12 個機關均願意續辦，直到住福會 2012 年裁撤後中央聯

合辦公室 EAP 才回歸各該機關自行規劃辦理（趙修華、閻紀林，2017）。  
其他例如法務部於 2005 年訂定《法務部推動員工心理健康作業規定》，以外置式

與諮商機構特約心理諮商服務，並成立員工關懷協助小組；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

會〔退輔會〕自 2006 年起委託外部諮商機構提供員工諮商服務，2008 年起成立員工

關懷小組；花蓮縣 2007 年訂定《花蓮縣政府員工協談服務作業規定》，由專責單位規

劃，並聘請心理師開辦員工協談服務；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保署〕於 2010 年訂定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及所屬機關員工協助方案實施計畫》，與外部 EAP 機構特約辦理

EAP；新竹市於 2011 年訂定《新竹市政府公教員工協助方案推動計畫》及《公教員

工心理健康實施計畫》，以人事人員建置員工心理健康種籽師資，並聘請 2 位諮商師

提供心理諮商服務（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綜合規劃處，2013）。但根據 2013 年訪視報

告之結果顯示，雖然受訪視單位員工使用者之滿意度多不錯（有調查資料者 82.6％～

97％），但使用心理及其他諮詢的使用率多數不高（0％～6.68％），甚至有單位一整

年沒有人以及僅 1 人次使用，其中一單位還發生 EAP 預算遭刪除、員工關懷小組裁

撤（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綜合規劃處，2013）。  
此階段除了政府部門及單位大力推廣設置 EAP 之外，還有一重要事項就是相關

專業機構之設立。2007 年「臺灣員工協助專業協會」（Taiwan Employee Assistance 
Professionals Association, TEAPA）於臺北成立，包括 EAP 的專業從業人員、供應商、

學者專家共同投入，嘗試建立一個匯集產官學力量之專業平臺。2014 年「員工協助

專業協會」（EAPA）正式授權 TEAPA 成立臺灣分會（EAPA 中國分會於 2013 年成

立）。而後 2015 年起 TEAPA 與 EAPA 便開始每年合作辦理員工協助專業訓練認證

（Diploma of Employee Assistant Professional, DEAP）、專業倫理課程以及種子師資培

訓等專業課程，希望讓 EAP 專業深化及提升國際化視野（臺灣員工協助專業協會，

2020）。  
同樣對應到臺灣社會經濟脈絡，如前所述，這段期間在經濟發展方面確實有明顯

之衰退情形，包括 2001 年網路泡沫危機（經濟成長率 -1.40％）、2003 年 SARS 疫情、

2005 與 2006 年的卡債風暴、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2008、2009 年分別為 0.80％、-
1.61％），而經濟數據也顯示此階段經濟相對低迷（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2022；行政

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13；維基百科，2019）。而且研究資料顯示臺灣資本隨產業外

移雖是持續的趨勢，但在這階段也相當明顯，在總體對外國投資金額（不含大陸）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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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突破 20 億美元後，於 2000 及 2007 年分別達到 50.77 億美元、64.69 億美元的新高

點。另外，臺灣對大陸投資金額則在 2000 年突破 20 億（26.07 億）美元，而後逐年

提升至 2008 年達到 98.43 億美元的新高點，甚至超過其他境外投資之總額（辛炳隆，

2010）。  
除了經濟環境之衰退氛圍外，另一方面社會整體之精神疾病日漸普遍。依據健保

資料庫中資料統計顯示，精神疾病之醫療利用（含門診、住院）人數是逐年攀升，於

2005 年突破 2 百萬（2,052,532）人（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21），似乎呼應前述官方

資料說明政府推動員工心理健康及 EAP 計畫的理由。當然，社會經濟低迷或是精神

疾病增加，都直接或間接影響職場心理健康，所以暗示此階段政府全力落實 EAP，或

許產生某種對社會宣示或擴增影響整體職場心理健康的作用。  

四、多面向職場健康促進之匯流  

最近一個階段迄今仍在進行中，這個階段臺灣職場心理健康相關政策從過去 EAP
的耕耘基礎，進入一個更廣泛、多面性的架構中，並須更多元的與職場健康其他相關

領域匯流與合作。而明確的里程碑是 2013 年臺灣勞動部重新修訂《勞工安全衛生法》

並更名為《職業安全衛生法〔職安法〕》，2014 年隨後修訂《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

則》。修法背景主要是 2009 年 12 月臺灣實施《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

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兩公約施行法〕》，明訂各政府機關主管法令若有不符公約

規定者，應予以修正或制定，因舊版勞安法僅適用於營造業、製造業等 14 業別，且

僅以「受僱勞工」為保護對象，並未符合國際勞工組織（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職業安全衛生公約》（1981 年）所主張「人人享有安全衛生工作

環境」，因此需要修訂之（林毓堂，2013）。  
而新版《職安法》除適用對象之全面納入外，還有二方面之積極擴大，一是從過

去偏向重視物理環境職業傷病防治，增加了社會心理環境之職業健康層面的關注；其

次，實際要求專人負責職場健康管理並納入勞檢管理從 300 人以上，擴大至 50 人以

上之事業單位。包括《職安法》（2019）第 22 條所規範：  
事業單位勞工人數在五十人以上者，應僱用或特約醫護人員，辦理健康管理、

職業病預防及健康促進等勞工健康保護事項。 

還有《職安法》第 6-2 條指出：  
雇主對下列事項，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一、重複性作業

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預防。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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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

預防。四、避難、急救、休息或其他為保護勞工身心健康之事項。 

因此相關專家指出此次《職安法》修訂之重要性與特點，主要在於預防新興職業

危害，包括防重複作業危害、防過勞、防暴力、防精神疾病及促進心理健康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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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法》修訂之特色還有再增訂勞工健康保護制度，包含健康管理制度、健康促進實作、

職業病預防、兼顧母性保護與就業平權、強化少年勞工保護等（傅還然，2013）。  
但由於既有《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規範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醫護人員資格還是只

有醫師、護理人員能執行職場之臨場健康服務。直到 2017 年 11 月進一步修訂《勞工

健康保護規則》後，才將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師等醫事

人員加入可從事職場勞工之臨場健康服務。《勞工健康保護規則》（2021）於第 2 條定

義：  
勞工健康服務相關人員：指具備心理師、職能治療師或物理治療師等資格，

並經相關訓練合格者。 

但《勞工健康保護規則》中規範心理師等勞工健康服務相關人員之服務頻率、人力是

併入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之要求計算，且不得多於護理人員，顯示整體職場健康促

進及管理方案仍以護理人員為主（50－299 人單位須佔 1／2 以上；3000 人以上單位

須佔 3／4 以上），再視勞工之健康問題需求屬於心理壓力、肌肉骨骼問題再分派給心

理師、物理治療師等提供臨場服務。  
可以說，2013 年《職安法》修訂顯示臺灣之職場心理健康進步的里程碑，它將員

工心理健康維護也納入雇主責任。2017 年修訂《勞工健康保護規則》則實質落實了

諮商或臨床心理師能夠參與及介入職場員工心理健康之維護。但依目前法規規範，需

先經職業安全衛生之訓練 52 小時，實務上是與職場護理師之訓練課程相同，而且實

際所能增加的職場心理健康專業服務容量尚待未來進一步具體實現。  
《職安法》之修訂有不小幅度的革新與改變，對企業或機構的實際影響或因應狀

況，應該是重要的。但目前相關研究或文獻上仍舊很缺乏，線上搜尋僅有 2 篇。謝幸

燕等人（2019）曾針對 18 家企業或機構之職安人員或職護訪談《職安法》修訂後之

影響，但僅聚焦於健康促進活動辦理方面。結果發現，大型單位較容易取得政府補助

資源，但補助要求（戒菸、減重等）有時不符合員工需求；另大型、外商企業符合其

政策理念較願意申請績優認證、評鑑而有政策目標；中小企業較多不願投入資源；但

參加認證、評鑑之單位也可能有為求指標達成而扭曲實質等。沈延倫（2014）之研究

則是針對特定銀行業，訪談專家、主管機關（主管、勞檢員）、銀行職安管理師等，

結果顯示由於《職安法》改變，銀行意識到對派遣人員的責任；對新興職業病重視，

包括人因（肌肉骨骼）危害、過勞、職場霸凌；另外有受訪企業提到因修法後涵蓋心

理健康，因此想增加心理諮詢服務。但目前《職安法》對企業之影響與因應之多數狀

況及總體回應，仍舊缺乏具體資料，需要更多具體案例訪談、企業調查等後續研究或

實務調查。  
而事實上此階段除了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外，還有其他單位公部門也透過認

證、獎勵方式在推動職場心理健康環境的提升，類似前述所提 APA 的「心理健康職

場獎勵方案」的方式。包括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國民健康署〕於 2007 年開始辦

理全國「健康職場自主認證」之選拔與表揚，這是起源於該署 2003 年起推動「無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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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後來才轉型為整體職場健康促進方案之推動與認可工作（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2013）。而「職場健康促進」其實在學術領域或專業學科分工上，屬於公共衛生學門

領域內的「健康促進或健康教育」次領域，其中重要目的之一是在協助改變或養成健

康生活習慣，只是再將「健康促進或健康教育」之策略與工作推進職場或企業組織環

境中。  
其中「健康職場自主認證」使用的現場評鑑之面向與指標，包括︰個人健康資源

（健康檢查資源、健康促進資源）、生理健康工作環境（安全衛生環境）、社會心理工

作環境（工作氛圍、諮詢管道、心理健康促進）、企業社區參與（健康促進工作擴及

員工眷屬、擴及社區民眾）等 4 個面向（衛生署國民健康局，2013）。列舉過去部分

績優健康職場的得獎名單，以整體優異的「健康標竿獎」（後改稱「健康典範獎」）來

看，2012 年度獲獎的是中華映管楊梅廠、金百利公司（國民健康署，2012）；2014 年

度獲獎的是臺灣凸版國際彩光高雄分公司、茂迪園區分公司（臺南）、壢新醫院（國

民健康署，2014）；2017 年度獲獎的是中華電信行動分公司臺北營業處、臺積電臺南

廠區等不同職場（國民健康署，2017a）。總計 2007 年至 2017 年之間已累計有 1 萬

8,274 家通過健康職場認證（國民健康署，2017b），顯示已有相當推廣之能見度。  
另外，自 2013 年開始勞動部訂定《推動工作與生活平衡補助計畫》，鼓勵企業或

機構投入工作與生活平衡之政策與措施（勞動部，2019）。補助雇主辦理「員工關懷

與協助課程」、「員工紓壓課程」、「友善家庭措施」、「兒童或長者臨時照顧空間」、「工

作生活平衡資源手冊或宣導品」及「支援中高齡、身心障礙、遭受家庭暴力或是妊娠

員工之協助措施」等工作生活平衡設施及措施（勞動部，2015b）。  
前面提及勞動部 2011 年辦理「員工協助方案優良事業單位表揚暨論壇」，但勞動

部於 2014 年起轉為舉辦「工作生活平衡獎優良企業表揚計畫」，而追溯最早歷史脈絡

來看，最初勞動部於 2007 年起辦理單位或企業申請「友善職場」表揚，主要是從職

場性別平權之促進與提倡開始（勞動部，2019）。「工作生活平衡獎」選拔標準區分為

三個面向獎章，包括：工作悠活獎章（工作自主與成就），含彈性工時、多元休假方

案、員工職涯發展管道及資源；家庭樂活獎章（家庭關懷與支持），含母性保護友善

措施、家庭親善以及家庭照顧政策與措施；健康快活獎章（身心健康與安全），含 EAP
等措施、職場健康促進活動、職業安全之環境與措施。第一届獲得工作生活平衡獎座

（整體三個面向獎章都認可）的單位有工研院、中華汽車、臺積電等（勞動部，2014）；
2016 年第二屆雖無整體三個面向獎章都獲認可的單位，但同時獲得二個面向獎章則

有一零四資訊科技、裕隆汽車、輝瑞大藥廠、華邦電子，共 4 間公司（勞動部，2016）。 
對照此階段臺灣社會經濟脈絡概況來看，由於前一階段經濟較衰退與低迷，所以

此階段景氣相對回升。特別是 2020 年全球受新冠疫情衝擊，但最後 2020 年經濟成長

率還能達 3.11％，而且 2021 年經濟成長率還可能更好，主計處預估為 4.64％（中華

民國統計資訊網，2022）。主要是中美貿易戰再加上高科技創新產業也有結構性轉變，

帶動臺商回流投資及外商重要高科技企業來臺投資。因此預估 2021 年主計處預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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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固定投資金額達 4.83 兆，民間投資 3.91 兆，總計固定投資實質成長率為 3.19％，

也讓臺灣連續四年超過 3％，這是過去 20 年都未出現現象（陳一姍，2020；經濟處，

2019）。因此造就 2020 年 7 月臺股突破歷史最高點，並持續不斷創高，至 2021 年 4
月又破 1 萬 7 千點（維基百科，2021b）。另外若從總體經濟數據來看，似乎臺灣已經

逐漸邁入成熟經濟體或已開發國家之行列，從 2011 起臺灣人均 GDP 就超過 2 萬美

元（$20,866），而 2016 起臺灣人均國民所得就超過 2 萬美元（$20,132）（中華民國統

計資訊網，2022），甚至有報導，根據主計處資料樂觀預估 2021 年底臺灣人均所得就

超過 3 萬美元，達到已開發國家門檻（陳一姍，2020）。  
前面提到，本階段某個重要緣起來自《兩公約施行法》以及國際勞工組織的架構

與標準之要求。另外，如前面提及 WHO 在 2007 年提出《WHO 勞動者健康之全球行

動計劃》（2008～2017）（WHO, 2007）以及《健康職場全球工作框架》（WHO & Burton, 
2010）也是間接擴及臺灣相關領域的動力之一。若搭配臺灣之社會經濟狀況來看，似

乎也很合理，因為職場健康或職場心理健康需要社會經濟發展到達成熟而穩定的程

度，才更有條件推動。因為在整體社會之經濟財富多數滿足後，才能將焦點放在富裕

之外的健康或幸福，不論是對工作者或企業組織來說。  
總結而言，本階段之特色在於推動力來自職場健康其他相關領域，包括職業安全

與衛生、健康促進（公共衛生）、工作平權（勞動政策或人力資源管理）等，相關推

動力可能是法規要求或是認證表揚。當然，EAP 已經是同時包含員工個體與組織之

完整、系統性服務，只是本階段似乎需要更廣泛、更多面性的架構，以便跟其他職場

健康相關領域持續交流與協同合作。其實，從歷史發展來看，不論是職安或是健康促

進相關領域之發展皆有其長期脈絡，只是在本階段時間裡，似乎與職場心理健康領域

產生了密切的連結與匯流。自然，本階段尚在發展中，期待職場健康跨領域合作，產

生加乘與擴大的社會影響。  

參、臺灣職場心理健康相關發展之歷史意涵  

從前述臺灣職場心理健康相關政策之發展歷史，若以公部門政策之設立視為明確

的里程碑，可以約略將這些發展過程區分為 4 個階段。第一階段 1980 年起的「勞工

輔導期」，因 1980 年訂定《勞工生活輔導員制度》，1981 年頒訂《廠礦勞工輔導人員

設置要點》等。此階段對應臺灣整體社會經濟脈絡及職場環境，包括接續前面工業化

後大量青年勞動力從農業區進入都市或工業區，以及工業化轉型，朝向電子、資訊、

精密機械等產業升級，但相同的是，大型生產線成為工業化的重要職場。因此，協助

青年勞工對其工廠生活、人際適應等問題，便成為此階段工作者心理健康的重要需

求。另外，由於大型生產線之工作型態最常出現工作零碎化、重複性，造成工作者的

疏離感、無意義感，而降低工作者之滿意度及動機，也形成組織面的心理健康問題。 
第二階段 1994 年左右的「導入員工協助方案期」，因同年勞委會委託救國團張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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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開始從國外引進「員工協助方案」系統及進行推廣訓練工作。此階段對應臺灣整體

社會經濟脈絡及職場環境，包括以服務業持續擴大的產業轉型，包含金融保險、傳播

媒體、電信通訊的民營化開放改革，使各種服務業之產業與職業大幅增加。比對前一

階段，因為從生產線職場轉變為各種多元、複雜的職場型態，因此工作者心理健康相

關問題也同樣更加多元及複雜，而職場健康相關的組織議題也開始被涵蓋在內。  
第三階段為 2003 年起的「政府積極落實 EAP 期」，因 2003 訂定《行政院所屬機

關學校員工心理健康實施計畫》，2007 年頒訂《行政院所屬機關中央機關學校 EAPs
推動計畫》等。此階段對應臺灣整體社會經濟脈絡及職場環境，包括臺灣經濟發展相

對衰退或低迷，許多產業為求低價人力成本而產業外移，另外社會整體精神疾病有普

及化趨勢。此階段伴隨著經濟衰退與精神疾病普及，出現的工作者之職場心理健康相

關問題包括工作壓力與適應、經濟財務、就業不安全感、精神與心理健康等。另外，

此階段公部門積極落實 EAP 服務推動，因此就職場健康服務上，更多關注與針對公

部門之特定職場結構與組織型態之瞭解與協助。雖然說政府政策性於所屬機關學校

積極落實 EAP 推動的最初緣起與動機主要是對公務人員人力提升與關懷，但其大力

推行之效果，對民營企業應有某種宣示或帶頭示範的作用。  
第四階段為 2013 年左右的「多面向職場健康促進期（multi-oriented occupational 

health promotion）」，因為 2013 年新修訂《職安法》，以及 2013 訂定《推動工作與生

活平衡補助計畫》等。此階段對應臺灣整體社會經濟脈絡及職場環境，包括臺灣經濟

景氣回升，社會逐步邁向成熟經濟體或已開發國家之狀態，因此政府及專業領域皆跟

隨國際標準或架構之要求，如國際勞工組織、WHO 等。此階段工作者及組織健康需

求更加多元與全面性，從政策方向涵蓋重點包括過勞、暴力、精神及心理健康、人因

危害、母性保護、工作平權等問題。可以說目標是達到全面性的健康職場或職場幸福，

透過職業安全與衛生、職業醫學、職場健康促進、EAP 或職場健康心理學等不同專業

領域之合作，共同促進職場整體性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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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臺灣職場心理健康發展歷史整理表  
階段  政府相關重要政策  社經脈絡及職場環境

結構  
工作者及組織健康

需求  
一、勞工輔

導期  
y 1980 訂定「勞工生活

輔導員制度」  
y 1981 頒訂「廠礦勞工

輔導人員設置要點」  

y 青年勞動力從農業

區進入都市及工業

區  
y 工業化轉型，產業

升級  
y 大型生產線為重要

職場型態  

y 勞工各種生活輔

導需求  
y 需要員工適應穩

定，生產零碎化、

疏離感問題  

二 、 導 入

EAP 期  
y 1994 勞委會委託救

國團張老師引進「員

工協助方案」及進行

推廣訓練工作  

y 服務業擴大，產業

轉型  
y 除生產線外，職場

多元化、複雜化型

態  

y 員工問題複雜化、

多元化  
y 除員工問題外，也

關注組織層面問

題  
三、政府積

極 落 實

EAP 期  

y 2003 訂定「行政院所

屬機關學校員工心理
健康實施計畫」  

y 2007 頒訂「行政院所

屬機關中央機關學校

EAPs 推動計畫」  

y 經濟發展衰退，產

業外移  
y 精神疾病普及化  

y 員工之心理健康、

工作適應、財務、

婚姻等各種問題  
y 面對政府機關學

校特定職場之組

織問題  

四、多面向

職 場 健 康

促進期  

y 2013 新修訂《職安法》 
y 2013 訂定「推動工作

與 生 活 平 衡 補 助 計

畫」  

y 經濟景氣回升，朝

向成熟經濟體或已

開發國家之狀態  
y 跟隨國際標準或架

構之要求  

y 以全面職場健康、

幸福為提升目標

或行動準則  
y 政策方向含過勞、

暴力、心理健康、

工作平權等  
 

從前面臺灣職場心理健康發展之歷史回顧，可以看到歷史背後的二組動力，其一

是社會經濟發展脈絡之集體需求或問題，與政府職場心理健康相關政策制定相互呼

應，顯見二者息息相關，而且推動職場心理健康領域之發展。如同美國社會集體嚴重

的酗酒問題，影響企業穩定生產或服務的人力便促成 EAP 或職場心理健康領域的最

初推動力，而臺灣則是大量青年勞工由鄉入城的生活適應形成最初的集體需求，促成

EAP 或職場心理健康領域的誕生。其二則是臺灣政府之相關政策制定確實影響或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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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了職場心理健康實務領域的發展方向，包括各階段因應社會需要改變而促動方向

轉折作用。換言之，社會脈絡集體需求、政府政策引導是臺灣職場心理健康發展之二

組關鍵動力。  
其次，若以臺灣職場心理健康發展歷史之方向來評析，約略可以歸納二大發展軸

向包括：（1）專業化；（2）全面性整合。專業化主軸包括從最初零星企業或教會機構

採用非專業的員工關懷方式，到使用「勞工輔導」的專業概念，最後再引進更新為 EAP
專業系統或是 OHP 理論框架。全面性整合主軸則包括原本「勞工輔導」僅是對員工

提供諮商輔導服務，EAP 專業系統就變成擴大涵蓋其他法律、財務、營養健康諮詢等

員工服務，以及同時還涵蓋員工個體與組織兩個面向；到最新階段之多面向職場健康

促進則更寬廣的全面性整合，而且是跨越出單一心理學、社工或其他助人專業，更密

切的與其他職場健康相關專業領域協同合作。  
如同前述，OHP 在創立此學術學門領域時，就已設定 OHP 是跨科際整合的特性，

主要是在心理學積極介入職場心理健康之前已經有其他領域從不同角度介入職場健

康，包括工業安全與衛生、職業醫學及護理學、公共衛生（健康促進）、人因工程學，

還有管理學中的組織行為與人力資源管理等。所以全面性整合之趨勢也顯示整體職

場健康與安全之促進，有賴於不同專業領域之分工合作或分進合擊，以收事半功倍之

效。當然 EAP 作為實務服務系統，在專業成立之初就同時涵蓋了心理學（員工諮商

或職場諮商）、社會工作（工業社工或職業社工），而且 EAP 之概念架構也同樣強調

組織系統觀以及兼顧員工、組織二面向（雙案主），所以與 OHP 相同，都強調系統性

合作，也傾向跨科際整合特性。  
再次強調，2013 年新修訂《職安法》對臺灣職場心理健康之推進有歷史的指標性

或里程碑的意義。如前述 Barling 與 Griffths（2003）所提，OHP 領域成熟的終極效

標是其核心價值影響政府立法，在這觀點上臺灣已經達到了。在政府認知及法規上，

對職場員工之心理健康關懷與照顧已經成為雇主的責任，而且以法規引導雇主與管

理者落實此項責任。  

肆、臺灣職場心理健康領域之未來展望  

就以上臺灣職場心理健康之歷史及意涵回顧，初步提出臺灣職場心理健康之未來

展望。基本上包括：專業深化、跨領域合作整合以及本土化等。 

一、專業深化  

由前面歷史回顧可看到臺灣職場心理健康之發展主軸之一是專業化方向，因此

持續專業深化應該還是未來重要發展方向。  
例如在 EAP 方面，可透過引入 EAPA 專業訓練資源，提供 EAP 專業來源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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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例如 EAPA 教材明確指出，EAP 具有獨特的雙重使命和目標，必須時刻謹記並

平衡雙重性。所謂雙重性就是同時關注雙重案主，組織 vs.員工，包括促進員工健康

之使命，以及提升組織效能之使命。因此 EAP 之專業倫理也是同時須滿足雙重案主

之最大福祉（員工協助專業協會，個人通訊，2015）。這與過去臺灣許多純粹從諮商

輔導或臨床心理領域之專業觀點來投入 EAP，有很大的分野。當然，雙重性的「平

衡」或兼顧二方面需求，實務上確實困難，但也變成專業性提升的必要能力。  
另外 OHP 方面，可以就目前臺灣社會關注的議題，例如工作－家庭平衡以及職

場暴力、過勞問題之防治等，結合學術界與實務界，進行介入方案或應用型研究，以

提升專業知識，並能夠引導介入方法或促進方案之設計與實施。  

二、跨領域合作整合  

其次，前面歷史回顧也發現臺灣職場心理健康發展之另一主軸是跨領域合作與整

合，透過更大框架如前面圖 1 之「多面向職場健康促進架構」，與其他領域專業合作，

包括勞工安全與衛生、職業傷病與醫學、健康促進與教育、人力資源管理及組織行

為……等等。過去長期對職場健康與安全關注之專業領域有勞工安全與衛生、職業醫

學，勞工安全與衛生主要協助工作安全與意外事件之制度與環境之設計與管理、事件

通報與調查、提供職場雇主安全管理之專業意見等；職業醫學則主要協助工作者之職

業傷病之鑑定與治療以及職業傷病之預防等。  
 

圖 1 
多面向職場健康促進架構  

註 1：資料來源：修改自陳禹（個人通訊，2005）。  
註 2：原圖標題為「OHP 與其他專業領域之關係」。  
註 3：管理學中次領域 HR 為人力資源管理（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縮寫；OB

為組織行為學（Organizational Behavior）縮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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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對職場健康關注與努力之專業領域有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職場健康心理學

（OHP）等。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一直是公共衛生的一個次領域，但過去他們實踐推

廣場域較多在社區與學校。但自 WHO 2007 年提出《WHO 勞動者健康之全球行動計

劃》之後，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開始將職場視為重要實踐場域，並提倡職場健康促進

計畫之推行。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之專長在於身體健康之提升以及健康生活型態的

養成（雖然也包含壓力管理），包括戒菸酒、減重、體適能、營養飲食、疾病預防（癌

症、心血管疾病篩檢）、憂鬱壓力等等。  
在心理相關與助人專業領域中，過去 EAP（含員工諮商與工業社工）已經有多年

參與及投入，但部分 EAP 人員或供應商因未抱持系統觀與雙案主概念，可能犯了僅

將個體協助專業（如諮商輔導）服務輸入職場或企業中，忽略組織面的協助需求的平

衡。但近期 OHP 或 EAP 都有結合前述其他相關專業領域的趨勢，而有更廣泛的介入

面向。例如，職業安全與傷病的預防教育與心理復健之協助、過勞輪班的壓力與睡眠

協助、工作家庭平衡之認識與推廣…等等。但是不論是 EAP 或 OHP 的介入，都必須

有另一面的組織關注與協助，即同時需要人力資源與組織行為管理或職業安全管理，

從組織制度面協助建立與變革，才有可能真正落實於企業或組織中。  
另外像是「正向心理學」之重要風潮已經外延至組織行為或組織心理學，而且已

有正向組織學派（Positive Organizational Scholarship, POS）及正向組織行為（Positiv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POB）之提出。正向組織行為或心理學主要關注研究正向組

織與文化（如繁盛組織）、正向領導（如道德領導或真誠領導）、心理資本、工作敬業、

正向情緒及活力……等議題，而這些當然都直接、間接能提升職場心理健康（Nelson 
& Cooper, 2007）。總而言之，這麼多關注職場健康之相關專業領域，都希望能促進與

提升職場健康，有著不同的專業與能力，因此兄弟登山不必各自努力，而是可以共同

攜手合作，並肩向前推進。  

三、本土化  

如前回顧，職場心理健康及 EAP 在臺灣發展迄今已逾 40 年，不同階段都有不少

經驗累積，因此本土化之理論模式或技術的提出應該是重要的工作。尤其，EAP 在臺

灣推廣之阻礙，且難以全面普及，可能跟 EAP 之服務系統與本土組織文化不太一致

與相容有關。例如王精文（2019）提到其協助公部門建立 EAP 評估制度時訪談公部門

員工，發現員工使用 EAP 之困難包括員工發現同仁問題不敢通報轉介，因為怕被視為

「爪耙子」；而員工當事人不敢求助 EAP，仍舊存在被貼標籤之顧慮。而這些現象多跟

本土文化特性有關。因此，王智弘（2019）大聲呼籲：「員工協助方案本土化是華人員

工協助方案專業發展的重要議題與方向」。  
從過去本土心理學廣泛的研究發現，大約能歸納華人傳統文化之特殊性包括：形

式主義或講面子、上下權力距離大、集體主義或講求忠誠、家族 /關係主義或講溫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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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瑞斌，2003；洪瑞斌等人，2007）另外，在本土組織行為的研究則明顯發現，家

長式領導型態經常可見於本土企業組織現象裡（鄭伯壎等人，2006）。過往較少研究探

討關於本土特殊性或組織文化對於職場心理健康促進或 EAP 之影響或關聯性，未來研

究可朝此方向去探索與討論。  
若以組織實務經驗觀察來說，造成職場心理健康促進系統推行困難之本土文化，

像是「家醜不外揚」（組織或單位內部問題）、「不做告密者」（集體主義文化）。還有，

若是組織文化偏向男性化陽剛文化的企業而言，其員工或主管應更難求助，因問題求

助等於示弱。但另一方面，本土文化也可能有正向推力，例如重視家庭，所以可以從

工作家庭平衡、家庭議題等來促進健康；或是華人傳統本有身心靈平衡的傳統（中醫

觀點），可以從養生到養心的方案推行；另外，華人傳統文化也有慈悲心、感恩的精

神價值，因此可推行員工互助關懷團體或正向感恩之方案等。  
因此在實務上，臺灣組織的 EAP 中，不少會有關懷志工社群或守門員網絡制度，

例如：臺電公司的「同心園地」（勞委會，2009），這樣制度或網絡確實在推廣職場心

理健康觀念，提昇或落實職場心理健康制度或方案可能發揮很重要、關鍵的效果。主

要因為臺灣文化往往「喜歡助人，但不習慣被幫助」，但員工在關懷員種子培訓中，

可能發生潛移默化改變。或者如前所述，可與工作家庭平衡方案結合，提供眷屬諮商

諮詢服務（員工通常自覺無問題，但認為家人很有需要）；或可以與職場健康促進方

案結合，方案同時有身心二面，例如戒菸方案加上紓壓減壓活動，或許會有加乘的效

果。總而言之，與本土特殊性相關之職場心理健康現象、技術或機制模式都值得被整

理、試驗與研究。  

伍、結語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回顧臺灣之職場心理健康發展之歷史及趨勢，主要以相關政府

部門之政策或法規為主軸，並且輔以相關社會經濟環境脈絡為參照。因著研究之旨趣

與目的，本研究並未針對職場心理健康領域之學術活動進行回顧與評論，但後續研究

很值得收集、整理與分析 EAP 或 OHP 在臺灣之研究論文，以回應此領域學術面之發

展現況與不足問題。以目前國外文獻來看 Maiden 等人（2010）曾針對《Employee 
Assistance Quarterly》、《Journal of Workplace Behavioral Health》二期刊之 25 年間 545
篇 EAP 相關研究進行回顧分析，結果數量最高的前 10 名議題包括：酒癮、EAP 模式

及專業角色兩難、藥癮、EAP 效能及評估設計、心理情緒問題、國際性方案、健康促

進計畫、主管轉介、創傷與減壓、家庭或婚姻關係議題等。  
而郭建志與胡佩怡（2015）則針對《Work &Stress》、《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Psychology & Health》、《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ress Management》等

4 個 OHP 領域英文重要期刊，選取其中 30 篇關鍵論文進行回顧，結果歸納出工作壓

力、職業倦怠、工作家庭平衡、職場霸凌、睡眠等五大職場心理健康議題。另外，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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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有一論文針對臺灣之 14 篇 EAP 相關量化研究進行後設分析（meta-analyses），結果

發現 EAP 實施對工作滿意（ .41）、組織承諾（ .32）、社會支持（ .13）和工作壓力（-.13）
等 4 個重要變項有顯著估計效果量（Chen et al., 2021）。此論文雖統合證明臺灣組織實

施 EAP 有助於職場員工減低壓力，提升正向態度及正向資源，但是僅只針對量化變項

之影響作整理與估計，而非系統性地針對所有論文主題及發現做整理。換言之，目前

仍缺乏針對國內 EAP 或 OHP 相關期刊論文之整體回顧與分析，未來研究可從現有論

文進行回顧，提出研究趨勢及不足之處。  
其次，2013 年修訂《職安法》及後續相關法規隨之修訂，可以說是相當大幅的革

新，後續實際上企業如何受影響及因應以及具體落實狀況，確實很需要再進行調查及

探究。但本研究僅採文獻回顧法，未使用調查或訪談法，因此未能回應此研究課題。

目前文獻僅有 2 篇對特定產業（銀行業）及局部主題（健康促進活動）之研究，因此

未來研究可針對《職安法》修訂後，企業之影響與因應狀況，進行量化調查或個案訪

談，以瞭解落實與推動之情形。  
第三，因本研究採用文獻回顧法，雖已儘量收集相關研究文獻或相關官方報告、

文件等，但對於許多政策制定最初之初衷，以及相關案例企業 EAP 推動之起源與狀況

往往無法獲得詳細之資料。因此本研究僅就所收集之文獻或文件資料進行整理，並以

臺灣社會經濟脈絡之統計或歷史資料作為輔助思考，換言之，本研究難以獲得最初政

府部門或企業個案在推動相關職場健康政策的直接考量與影響因素，但能透過政府政

策制度及社會經濟歷史之對照與呼應，推論可能的間接之影響或遠因。當然，後續研

究若能邀集到臺灣產官學界早期投入或參與重要政策制定或方案實施的關鍵先驅者，

進行深度訪談及口述歷史，應該能夠獲得相當重要的史料以及細緻經驗，也是很值得

深入探究的題目。  
最後總結而言，本研究從相關文獻之歷史回顧中發現，臺灣職場心理健康的發展

歷史，大致經歷從工廠輔導，專業 EAP 導入，政府積極落實 EAP，到多面向職場健

康促進等 4 階段，而且此 4 階段是可以明確區分出各自不同的歷史意涵以及特性。

進一步從歷史的回顧與爬梳中，則可發現臺灣職場心理健康領域發展，主要有社會經

濟脈絡集體需求及政府政策引導等 2 組動力影響，而發展方向則有專業化、全面性整

合等 2 個主要方向。而面對未來，本文認為臺灣職場心理健康領域之持續發展可朝向

專業深化、跨領域合作整合，以及本土化等方向前進。以上本研究之主要發現，可以

提供相關研究學者、政府部門、實務工作者未來在推動職場心理健康實務或學術工作

上的參考。在 2013 年新修訂《職安法》納入下，初步顯示心理健康面向在臺灣職場

應可逐步受到重視，也在法規面師出有名，但在整體企業或機構職場之實務現場上，

未來仍需要更具體的落實、更深化的實踐。希望所有關懷職場心理健康之各領域研究

學者及實務專家能攜手前進，一起讓臺灣的健康組織或職場更加普及，工作者更加幸

福，最終讓職場健康與幸福成為基本全民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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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istorical Review and Vision on Taiwan's 
Occupational Mental Health Development: Taking 

Government Policies as the Main Axis   

Jui-Ping Hung  

Abstract 
This study attempted to review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mental health 

in Taiwan's workplaces, focusing mainly on the direction of government policie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social context as a reference. This study begins with a br ief 
description of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s and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 in the related field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xt up, 
the study segued into the field of mental health in Taiwan's workplace practice and 
policy aspects to do a review, the findings, excluding some isolated cases without 
policy guidance in the early period,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periods: labor counsel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s, the EAP implementation by 
the government and multi-oriented occupational health promotion.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y, this study provide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aiwan's occupational mental health field, including professional deepening, cross -
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and integration, and localization. It’s expected that by taking 
stock of the historical review in this study,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mental health in the 
workplace can be provided for scholars, public sectors, and workers in this reg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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