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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令實務解說及
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相關說明



學校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

迷思概念



學校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



學校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



職業安全衛生法-立法目的

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特制定本法；
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安心上工人員?



著手辦理事項

－設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
－訂定工作守則
－教育訓練
－身心健康保護
－職災通報



設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3條第1項：

第二條所定事業之雇主應依附表二之規模，
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及管理人員。



設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



設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



設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

國中：老師+勞工+公務員人數80人，要設置何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設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

高中(沒實驗室)：老師+勞工+公務員人數80人，要設置何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設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

高中(有實驗室，實驗室5人)：全部老師+勞工+公務員人數80人，要設置何種職
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設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

國中(有實驗室，實驗室5人)：全部老師+勞工+公務員人數80人，要設置何種職
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設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

訓練機構查詢- https://trains.osha.gov.tw/



設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



訂定工作守則

• 職安法第34條：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
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勞動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

• 勞工對於前項安全衛生工作守則，應切實遵行 。

1. 訂定（可參考範本）

Google 「職安署」及「工作守則」

https://www.osha.gov.tw/1106/11
96/10141/10148/11036/

原則形式審查，內容必須訂定9章節（施行細則41）。



訂定工作守則

•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43條規定：「勞工代表之產生方式，事業單
位設有工會者，由工會推派之；無工會組織而有勞資會議者，由勞方代
表推選之；無工會組織且無勞資會議者，由勞工共同推選之。」

會同勞工代表簽名，要幾個人簽?



教育訓練

• 職安法第32條：雇主對勞工應施以從事工作與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
生教育及訓練。勞工對於第一項之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有接受之義務。

• 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3小時以上（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17條、附表14）

– 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變更工作（作業）前依實際需要排定，但不
得少於3小時。

課程－法規介紹、工作守則、自動檢查、SOP、緊急事故應變、消防及急救
等。



教育訓練



教育訓練

•如何辦理？

•事業單位可自行辦理，由受過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訓練

之人員擔任講師，可分批逐次上課。

•留存紀錄包含？

•教材、課程表等訓練計畫，受訓人員名冊、簽到記錄、課程內

容等實施資料，保存3年（訓練規則27）。



教育訓練

一般新僱勞工教育訓練要幾小時?由誰上課?



教育訓練

新僱製造、使用危害性化學品的
勞工，教育訓練要幾小時?由誰
上課?



危害性化學品管理



危害性化學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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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



危害性化學品清單



危害性化學品安全資料表



危害性化學品

這是危害性化學品嗎?



危害性化學品

這是危害性化學品嗎?



危害性化學品



職災調查

職安法37條第1項

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發生職業
災害，雇主應即採取必要之
急救、搶救等措施，並會同
勞工代表實施調查、分析及
作成紀錄。



職災通報

勞動場所
職業災害

8小時內通報

職安法37條第2項

死亡

罹災3人以上

1人以上需住
院治療

1. 本處職災通報專線：04-25273553 

2. 線上通報

https://insp.osha.gov.tw/labcbs/dis0001.aspx

安心上工人員?



上下班通勤中發生之交通事故，無須依職業安全衛生法通報



身心健康保護

項
次

計畫
內容

執行方式 依據法令及參考指引

1
不法
侵害

 100人以上─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執行紀錄(3
年)

 未滿100人─執行紀錄(3年)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4-3條
 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第

二版)，修訂/發佈日期：106-06

2
母性
保護

 妊娠中之女性勞工、分娩後未滿一年之女性勞工應依醫師
適性評估建議，採取工作調整或更換等健康保護措施，並
留存紀錄(3年)。

 有母性健康危害之虞之工作者，採取危害評估、控制及分
級管理措施，並留存紀錄(3年)。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0、31條
 工作場所母性健康保護技術指引，

修訂/發佈日期：105-03

3
異常
工作

 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作業
 依規配置有醫護人員─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

執行紀錄(3年)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4-2條
 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指引，

修訂/發佈日期：103-09

4
人因
危害

 從事重複性之作業
 100人以上─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執行紀錄(3年)
 未滿100人─執行紀錄(3年)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4-1條
 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指引，修訂/發

佈日期：103-08



身心健康保護-不法侵害之預防

一、建立危害辨識及評估機制
二、夜間工作及單獨作業之管理
三、作業場所之配置規劃
四、檢討組織及職務設計
五、人際關係及溝通技巧之教育訓練
六、職場倫理及行為規範之建構與宣導
七、建立應變處理程序
八、評估成效並持續改善
九、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者

職護/職安：健康管理、教育訓練和輔導受害者心理健康
職 醫：健康指導、工作調整或更換等身心健康保護措施

之適性評估與建議



身心健康保護-職場母性健康保護

一、危害評估

二、控制及分級管理措施

三、風險溝通與醫療適性評估

四、工作調整或更換

五、勞動條件的保障及福利

職護/職安：妊娠中或分娩後未滿一年之女性勞工，健康面談、健康指導和健康管
理

職 醫：適性評估建議 (妊娠及分娩後勞工之健康危害評估及工作適性
安排建議表、孕產婦健康管理指導事項聯絡卡、
工作調整評估報告書)



身心健康保護-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之預防

一、高風險群之辨識及評估

二、醫師面談及健康指導

三、工作時間調整或縮短及

工作內容更換之措施

四、健康檢查、管理及促進

五、成效評估及改善

六、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職護/職安:1.疲勞危害分級 (勞工過負荷評估+10年腦心血管疾病風險評估)
2.健康管理，職業病預防，健康促進

職 醫:疲勞危害分級後醫師諮詢和指導，勞工健康建議



身心健康保護-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預防執行

一、作業流程分析、內容及動作之分析

二、人因危害因子之確認

三、改善方法及執行

四、成效評估及改善

五、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職護/職安:健康管理，職業病預防，健康促進
職 醫:醫師健康諮詢和指導，危害評估及勞工健康建議



身心健康保護-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之預防



身心健康保護-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之預防

如何訂定不法侵害預防計畫?



身心健康保護-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之預防



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相關說明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7條

01

05 0



在職教育訓練時數

01

05 0

外訓

內訓



教育訓練內訓

•如何辦理？

•事業單位可自行辦理，由受過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訓練

之人員擔任講師，可分批逐次上課。

•留存紀錄包含？

•教材、課程表等訓練計畫，受訓人員名冊、簽到記錄、課程內

容等實施資料，保存3年（訓練規則27）。



教育訓練內訓

一般勞工在職教育訓練要幾小時?

處置危險物、有害物的勞工在職教育
訓練要幾小時?

3年3小時?

3年6小時?



工程作業申報系統說明



本市定義之高風險性作業類別

 局限空間/局限空間(衛生下水道專用)
 歲維修(維修保養/檢修作業)
 高架作業(高架作業勞工保護措施標準)
 高度50公尺以上建築物施工架組拆作業
 高度7公尺以上面積100平方公尺以上(佔60%)之模板支撐作業
 異常氣壓作業
 吊籠使用作業
 屋頂作業
 使用及鄰近道路作業
 危險性設備之相關系統檢修
 塔式起重機安裝爬升拆除
 升降機組裝作業
 吊掛作業(營造工地吊掛、廣告招牌吊掛)
 其他(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裁罰原則所列潛在危害作業)

補充說明：

一、未設置平臺、護欄等設備而已採取必
要安全措施，其高度在二公尺以上者。

二、已依規定設置平臺、護欄等設備，並
採取防止墜落之必要安全措施，其高度在
五公尺以上者。



工程作業申報類型

一.石化業整場歲修。
二.石化業輸送危險物品之廠區外地下工業管線施工、維修保養、檢查等作業。
三.吊籠作業。
四.塔式起重機升高及拆除作業。
五.局限空間之下列作業：

1.污水下水道之疏濬作業。2.製造業、畜牧業污水處理廠(槽)入槽清理作業。
3.食品加工業醃漬槽入槽作業。 4.溫泉業溫泉儲槽清理作業。
5.其他局限空間作業。

六. 供氣設備，於水深超過39.6異常氣壓之下列作業：
1.壓氣施工法中，於壓力超過大氣壓之作業室或豎管內部實施之作業。
2.使用潛水器具之水面公尺之水中實施之作業。

七. 屋頂相關作業 ：
1.從事輕質屋頂之組立、修繕、拆除作業。
2.於輕質屋頂上從事設備安裝、檢修、拆除作業



工程作業申報法源依據及相關罰則

 工程作業申報法源─勞動檢查法第15條第1項：勞動檢查員執行職務時，得就勞動
檢查範圍，對事業單位之雇主、有關部 門主管人員、工會代表及其他有關人員為
左列行為：

一、詢問有關人員，必要時並得製作談話紀錄或錄音。
二、通知有關人員提出必要報告、紀錄、工資清冊及有關文件或作必要之說明。
三、檢查事業單位依法應備置之文件資料、物品等，必要時並得影印資料 、拍攝照
片、錄影或測量等。
四、封存或於掣給收據後抽取物料、樣品、器材、工具，以憑檢驗。
 未依規定通報加重處分法源─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罰鍰案件處理要

點附表：壹、職業安全衛生法部分：甲類、雇主違反第6條第1項，且係從事主 要
潛在危害作業，曾經勞動檢查機構通知，應事前通報施工或作業期程而未通報，
得於二萬元內酌量加重裁罰。乙類、雇主違反第6條第1項，且係從事主要潛在危
害作業，曾經勞動檢查機構通知，應事前通報施工或作業期程而未通報，得於一
萬元內酌量加重裁罰。



工程作業申報

各事業單位進行高風險作業前，應主動於作業前 3 日至勞工局所屬機關臺中
市勞動檢查處建置之「事業單位線上申報系統」(網址：
http://lbms.taichung.gov.tw/LBMS/company/login.jsp)，通報內容包含作
業時程，施作地點、日期、作業內容等資料(含交付承攬商之工程作業)，接獲
通報後將由勞工局派員協助指導。

http://lbms.taichung.gov.tw/LBMS/company/login.jsp


工程作業申報系統-路徑

網址：
http://lbms.taichung.gov.
tw/LBMS/company/login.jsp



工程作業申報與本處所轄範圍

綜合業

營造業

製造業

 工業區內
 例如：工業區內飯店業、外牆清潔及廣告

招牌組拆

 市府工程
 工業區內
 例如：工業區內新建廠房、臨時吊掛作業

 全面授權
 例如：廠區內清槽作業(XX電子)



勞動檢查常見缺失檢討
及職業災害案例解說



常見缺失事項-學校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3條第1項

01

05 0

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應依事業單位規模性質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貴單位

工作者人數○ ○ ○人，未依規定設置1名甲種職業安全衛

生業務主管)

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4條第1項

01

05 0

04

應依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

工作守則，並報勞動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4條第1項第1款

01

05 0

04

對擔任小型鍋爐操作人員之勞工(○ ○ ○)，應使其接

受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未有相關證照或資格

等相關資料可稽)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4條之3第2項

01

05 0

04

貴單位工作者人數○ ○ ○人，應依作業特性及風險，

參照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相關指引，訂定執行職務遭受

不法侵害預防之執行計畫，並據以執行及作成執行紀錄

或文件留存3年。(無相關暴力預防措施計畫及執行紀錄

可稽)。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2條第2項

01

05 0

04
對於烘碗機及蒸飯箱之高溫熱表面，應設

置警示標誌、適當之隔熱等必要之安全設

施。(檢查時烘碗機及蒸飯箱未有明顯標示)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2條第2項

01

05 0

04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41條

01

05 0

04
對於電氣開關箱之帶電部分，應設防止感

電之護圍或絕緣被覆。(檢查時未設防止感

電之護圍或絕緣被覆)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41條

01

05 0

04

哪裡有危害?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41條

01

05 0

04



鍋爐及壓力容器安全規則第17條第1項第5款

01

05 0

04對於小型鍋爐壓力表之刻度板上，應明顯

標示最高使用壓力之位置。(未明顯標示)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76條第1項第3款

01

05 0

04

對於柴油發電室應禁止非工作人員任意進

入。(該發電室出入口大門未有標示禁止非

工作人員任意進入，且無防止非工作人員

進入之措施)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30條第1項第3款

01

05 0

04對於使用之合梯梯腳間應有金屬等硬質繫

材扣牢，腳部有防滑絕緣腳座套。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30條第1項第3款

01

05 0

04

硬質繫材用意?

絕緣腳套作用?



鍋爐及壓力容器安全規則第18條第1項第1款

01

05 0

04對於鍋爐之設置場所，應在作業場所入口

明顯處設置禁止進入之標示。(檢查時未見

有明顯標示)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06條第1項第4款

01

05 0

04對於使用於儲存液化石油氣鋼瓶等高壓氣

體之容器，應加固定。(檢查時未確實固定)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06條第1項第4款

01

05 0

04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59條第1項第6款

01

05 0

04對於物料之堆放，應不得妨礙消防器具之

緊急使用。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43條第1項

01

05 0

04對於廚房等潮濕場所使用之電動機具，應於各該電動機具之連接電路上設

置適合其規格，具有高敏感度、高速型，能確實動作之防止感電用漏電斷

路器。(檢查時高壓清洗機未設置漏電斷路器)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43條第1項

01

05 0

04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43條第1項

01

05 0

04

廚房等潮濕場所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6條

01

05 0

04對於廚房之鍋爐管線壓力計部分已鏽蝕，應即補修或採其他必要措施，並

應經常注意維修與保養。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識規則第5條第1項

01

05 0

04對於裝有清罐劑(含有六偏磷酸鈉)等危害性化學品之容器，應依規定之分

類及標示危害圖式。(檢查時未有明顯標示)



鍋爐及壓力容器安全規則第018條第1項第02款

01

05 0

04對於鍋爐之設置場所應禁止存放與作業無關之危險物及易燃物品。(檢查

時鍋爐設置場所存放與鍋爐作業無關之松香水、噴霧罐裝噴漆(含有二甲

苯)等危險物)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59條第1項第4款

01

05 0

04對物料之堆放，不得阻礙交通或出入口。(對於物料之堆放，不得阻擋樓

梯間及頂樓出入口)



常見缺失事項-工程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59條第1項第7款

01

05 0

04
物料不得倚靠結構支柱堆放。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30條第1項第3款

01

05 0

04合梯梯腳與地面之角度應在75度以內，

兩梯腳間有金屬等硬質繫材扣牢，腳

部有防滑絕緣腳座套。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53條

01

05 0

04

不得於通路上使用臨時配線或移動電線。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5條

01

05 0

04
哪裡有危害?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5條

01

05 0

04暴露之鋼筋應彎曲尖端或加裝護套。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7條

01

05 0

04模板材料拆除後，應拔除或釘入凸出之鐵釘。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1條之1

01

05 0

04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應提

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確戴用。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22條第1項第8款

01

05 0

04安全網及其組件每週應檢查一次。(電梯井

施工架與結構體安全網脫落未復原)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44條

01

05 0

04施工架應維持各部份之牢穩。(部分插銷及

拉桿脫落或變形)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44條

01

05 0

04施工架應維持各部份之牢穩。(部分插銷及

拉桿脫落或變形) 



高架作業勞工保護措施標準第8條第1項第1款

01

05 0

04

工作場所不得飲酒。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識規則第12條第1項

01

05 0

04

膠合劑(含甲苯)應依規定提供勞工安全資料表。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24條第1項

01

05 0

04

作業區域開放邊線應設置警示線代替護欄。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69條第1項第4款

01

05 0

04

嚴禁操作人員以外之勞工進入營建用機械之操

作半徑範圍內。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條第2項

01

05 0

04

勞工於地下室梁模上從事1FL底板組搭作業(高差約

2.6公尺)，未設置安全母索並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

帶等防墜措施。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75條第1項第5款

01

05 0

04電氣設備防止工作人員感電之圍柵、屏障如有損壞

應即修補。(臨時電箱缺中隔板,空壓機繼電器護蓋

脫落)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43條第1項第1款

01

05 0

04
構築施工架之材料，不得有顯著之損壞、變形或腐

蝕。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44條

01

05 0

04
施工架應維持各部份之牢穩。(部分基腳無適宜之墊

材)



職業災害案例檢討



案例(105年)

災害發生經過：某劉姓勞工於工區地下2樓操作切
割機，進行鐵管切割作業，該切割機設有護罩，
約早上10時10分許，該員放開按壓開關的手，準
備要用右手拿右前方的工具時，因鋸片尚在旋轉，
且該員右手穿有袖套，拿工具時袖套不慎被轉軸
捲入，右手遭拉扯，護罩也隨同拉開，剛好切傷
該員右手臂內側之職業災害。

改善對策：
1. 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

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

2. 勞工人數在5人以上，應依規定替所有勞工投
保勞工保險。



案例(106年)

災害發生經過：勞工李○○及陳○○一同搭載於
高空工作車工作台上執行約3公尺高之樹木高空修
剪作業，兩人搭乘之工作台底部破裂，工作台往
高空工作車之伸臂傾倒，其中未使用安全帶之勞
工李○○從約3公尺高之工作台墜落至地面，造成
頭部外傷、左側肩膀鎖骨末端斷裂、胸部挫瘀傷、
右側臀部髖骨位移、左腳腫之職業災害。

改善對策：
1. 對於使用高空工作車從事剪樹作業，未於事

前實施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識、評估及
控制。

2. 對於高空工作車，未於每日作業前就其制動
裝置、操作裝置及作業裝置之性能實施檢點。

3. 對於使勞工使用高空工作車從事作業時，未
使該高空工作車工作台上之勞工佩戴安全帶。



案例(107年)

災害發生經過：張姓及吳姓勞工至00館8樓進行裝修工
程之放樣作業，吳〇協助張〇以捲尺丈量室內尺寸，兩
人在量完1段長度後，吳〇轉身走向工具堆置處，準備
將鋼捲尺放回去順便準備墨斗，約過10幾秒後，吳〇聽
到聲響呯一聲，轉頭沒看到人，後來吳〇轉過身看到牆
邊有2塊廢棄木板置於地板上，吳〇走過去將左側木板
掀起看到1樓的碎石堆沒看到人，最後在1樓發現張〇倒
臥在柱子邊，當日送醫搶救後仍不治死亡。

防災對策：
1. 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作業，勞工有遭受墜落危

險之虞者，應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2. 設置之護蓋，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二、應以有效方法防止

滑溜、掉落、掀出或移動。六、臨時性開口處使用之護蓋，
表面漆以黃色並書以警告訊息。

3. 使勞工於營造工程工作場所作業前，應指派所僱之職業安
全衛生人員或專任工程人員等專業人員，實施危害調查、
評估，並採適當防護設施，以防止職業災害之發生。



案例(107年)

災害發生經過：
蔡姓駕駛挖土機欲前往基地西側進行場地整理作業時，勞工陳
〇步行跟隨於挖土機右後方移動，當挖土機行經至地面鋪設鐵
板（鐵板尺寸為1.84公尺*6公尺*1.3公分、重量為1.13公噸）
之際，因履帶單側勾到地面鐵板破損處，導致挖土機向前牽引
力量形成一向上之力矩，使鐵板驟然彈起，將行走至鐵板邊緣
之罹災者彈飛翻落至鐵板下方地面，造成罹災者被後落下之鐵
板壓至下方，當日送醫搶救後仍不治死亡。

防災對策：
1. 對於車輛系營建機械作業時，禁止人員進入操作半徑內或

附近有危險之虞之場所。
2. 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

畫，要求各級主管及負責指揮、監督之有關人員執行；勞
工人數在30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安全衛生管理執行紀
錄或文件代替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3. 應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並實施之自動檢查。



案例(107年)

災害發生經過：
勞工謝姓廚工於從事切菜機清洗作業時未停止機械運轉。因看
到輸送帶處有菜渣，將左手伸入輸送帶間撥除時，左手連同塑
膠手套被輸送帶捲入，遭刀具截斷，造成左手第2、3、4指壓砸
傷之職業災害。

防災對策：
1. 對於機械之掃除作業，未停止其運轉及送料。
2. 應依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報經勞動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
3. 對於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

各該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4. 應依規定訂定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案例(108年)
災害發生經過：
勞工李姓等3人於體育館舞台上搭設之施工平台拆卸空
調風管，約於16時結束，3人由施工平台上下設備走下，
勞工李姓走最後面，由第3至第4層施工架樓梯與交叉拉
桿間之開口跌落地面(高度約5.2公尺)」，造成該員右
近端肱股骨折、左股骨幹骨折、右恥骨骨折，當日送醫
急救後，於108年2月25日出院。

防災對策：
1. 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為防止職業災害，

原事業單位應採取下列必要措施：1、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
人擔任指揮、監督及協調之工作。2、工作之連繫與調整。3、工作場所之
巡視。

2. 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應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有
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

3. 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一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之
職業災害時，雇主應於8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

4. 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一
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5. 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屋頂、鋼樑、開口部分、階梯、樓梯、坡道、工作
臺、擋土牆、擋土支撐、施工構臺、橋樑墩柱及橋樑上部結構、橋臺等場
所作業，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者，應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
等防護設備。



案例(108年)
災害發生經過：
勞工董○○及蔡○○從事吊掛作業，要拆除大樑，再以
起重機將大樑吊走，蔡○○因中間柱擋住視線，以為董
○○已離開警戒區，遂聯絡起重機司機將大樑拉起，因
一邊勾到東西，導致大樑偏掉旋轉，撞到董○○的左大
腿，造成左側股骨幹開放性骨之職業災害。

防災對策：
1. 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為防止職業災害，

原事業單位未採取下列必要措施：2、工作之連繫與調整。3、工作場所之
巡視。

2. 對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人員，應使其接受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

3. 對於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之勞工，應使其確認吊運路線，並警示、
清空擅入吊運路線範圍內之無關人員。

4. 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
工作守則，報經勞動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



案例(108年)

災害發生經過：
勞工何○○至○○路○○號路段附近使用高空工作車從
事路燈修繕工程，於完成作業後將該高空工作下降時，
疑似勾到一旁樹枝導致車輛傾斜，且該名作業勞工未穿
戴安全帶，自離地約3公尺車輛上方掉落至地面，造成
該員頭部外傷、無生命徵象，送醫治療後不治死亡。

防災對策：
1. 事前訂定高空工作車之作業計畫，並指定專人指揮

監督勞工依計畫從事作業。
2. 使高空工作車工作台上之勞工佩戴安全帶及安全帽。
3. 空工作車之構造，應符合國家標準14965規定。



案例(109年)

災害發生經過：
某學校勞工從事滾輪壓吸機布料清洗作業時，將滾輪壓力閥洩
壓，停機至完全靜止，兩滾輪確認滾輪壓力已卸除完畢並停機
後進行清洗作業，途中上滾輪突然下降，導致該勞工左手遭吸
壓機之滾輪壓住，造成左手腕挫傷橫紋肌溶血症之職業災害。

防災對策：
1. 對於機械之掃除作業，應停止其運轉及送料，若機械停止

運轉時，有彈簧等彈性元件、液壓、氣壓或真空蓄能等殘
壓引起之危險者，雇主應採釋壓、關斷或阻隔等適當設備
或措施。

2. 應依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報經勞動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

3. 對於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
各該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4. 應依規定訂定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