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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7條 墜落災害防止計畫

一、經由設計或工法之選擇，儘量使勞工於地面
完下 作業以減少高處作業項目。

二、經由施工程序之變更，優先施作永久構造物
之上下昇降設備或防墜設施。

三、設置護欄、護蓋。
四、張掛安全網。
五、使勞工佩掛安全帶。
六、設置警示線系統。
七、限制作業人員進入管制區。
八、對於因開放邊線、組模作業、收尾作業等及採

取第一款至第五款規定之設施致增加其作業危
險者，應訂定保護計畫並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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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落災害預防
一. 施工架組立標準

二. 屋頂作業防護

三. 熱危害預防措施

四. 移動式施工架組立標準

五. 合梯作業標準

六. 電梯井吊料作業標準

七. 電梯井平台防護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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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施工架組立標準

4/42



二.施工架組立(扶手先行)

放置可調型基腳座鈑 組立第一層立架與交叉拉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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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施工架組立(扶手先行)

施作安全扶手 施作上層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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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施工架組立(扶手先行)

施作交叉拉桿 搭設完成後，經作業主管檢
查並放置施工架載重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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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屋頂作業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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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屋頂作業防護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十八條
易踏穿材料構築屋頂作業時，雇主應指派
屋頂作業主管於 現場辦理下列事項：
1.決定作業方法，指揮勞工作業。
2.實施檢點，檢查材料、工具、器具等
，並汰換不良品。

3.監督勞工確實使用個人防護具。
4.確認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之有效狀況。
5.其他為維持作業勞工安全衛生所必要
之設備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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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屋頂作業防護

屋頂屬易踏穿材料時須加裝防墜網屋頂作業安全欄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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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屋頂作業防護

安全欄杆立柱安全欄杆中欄杆及踢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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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熱危害預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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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熱危害預防措施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 324-6 條
雇主使勞工於夏季期間從事戶外作業，為防範高氣溫環境
引起之熱疾病，應視天候狀況採取下列危害預防措施：
一、降低作業場所之溫度。
二、提供陰涼之休息場所。
三、提供適當之飲料或食鹽水。
四、調整作業時間。
五、增加作業場所巡視之頻率。
六、實施健康管理及適當安排工作。
七、留意勞工作業前及作業中之健康狀況。
八、實施勞工熱疾病預防相關教育宣導。
九、建立緊急醫療、通報及應變處理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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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休息區

設置水霧系統

三. 熱危害預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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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移動式施工架組立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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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移動式施工架組立標準

一、使用構材、組件:
1.移動施工架用立架﹙框型架﹚。
2.護欄。
3.工作台、內梯安全上下設備。
4.腳輪﹙具煞車裝置及功能﹚。

二、最大積載荷重: 移動式施工架之積載荷重如下
﹙實際仍應依據設計者之計算結果﹚：
工作台面積﹙m2﹚ 積載荷重﹙㎏﹚

２以上 250
未滿２ 50+﹙工作台面積m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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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移動式施工架
組立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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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合梯作業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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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1.合梯應具堅固構造，材質不得有顯著損傷、
腐蝕。

2.合梯適用於2公尺以下之高度作業使用。兩梯
腳間應有硬質堅固繫材扣牢，並應有安全梯
面之踏板。

3.梯柱間之間距最小寬度在30公分以上。
4.合梯梯柱應全開，與地板張開夾角成75°度
以內使用(4:1之比)。

5.建議踏板在合梯全開時之垂直間隔為30公分
～35公分，踏板安全梯面寬度為5公分以上，
合梯頂板寬度12公分以上為宜。

五.合梯作業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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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6.合梯如以木片、鐵管等材料製成，因無安全
之梯面，兩梯腳間又無法以堅固之硬質繫材
牢，易發生傾到，故建議不採用木片、鐵管
等材料製成合梯。

7.作業人員使用合梯時，應以面對爬梯之方式
上下。作業人員絕不可站立於合梯之頂板上
作業，避免發生傾倒墜落災害。

8.作業高度超過2公尺以上時，不得使用合梯作
業，應設置安全之工作台或使用高空工作車。

五.合梯作業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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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梯
構
造
示
意
圖

頂板寬度建議為12公分以上

繫材扣牢

兩梯腳完全撐開

防滑橡膠腳座套踏板安全梯面寬度建議
5公分以上

梯柱間距

踏板垂直間隔建議為30

公分～35公分

30公分

≦75°

五.合梯作業標準
合梯圖例（適用2公尺以下之高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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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電梯井吊料作業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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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十八 條雇主使勞工以捲揚機等吊運物料時，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安裝前需核對並確認設計資料及強度計算書。
二、吊掛之重量不得超過該設備所能承受之最高負荷，且應加以標示。
三、不得供作業人員搭乘、吊升或降落。但臨時或緊急處理作業經採取

足以防止人員墜落，且採專人監督等安全措施者，不在此限。
四、錨錠及吊掛用之吊鏈、鋼索、掛鉤、纖維索等吊具有異狀時應即修換。
五、吊運作業中應嚴禁人員進入吊舉物下方及吊鏈、鋼索等內側角。
六、捲揚吊索通路有與人員碰觸之虞之場所，應加防護或採其他安全設施。
七、操作處應採適當防護設施，以防物體飛落傷害操作人員，如採坐姿

操作者應設坐位。
八、應設有防止過捲裝置，設置有困難者，得以標示代替之。
九、吊運作業時，應設置信號指揮聯絡人員，並規定統一之指揮信號。
十、應避免鄰近電力線操作。
十一、電源開關箱之設置，應有防護裝置。

六.捲揚機吊料作業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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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捲揚機吊料作業標準

規劃圖說 強度計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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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捲揚機吊料作業標準

電梯開口須設置可開啟式金屬
護欄(雙閘門)，並張貼警語 安全帶扣環及開口處需上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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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捲揚機吊料作業標準

開口處設置監視器，
申請吊料監控管制

勞工於電梯口吊料，
須確實勾好安全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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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電梯井平台防護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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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梯直井開口防護措施：
1.電梯直井內牆模組立，工作平台架設前應

先於下方張掛安全網再鋪滿模板。
2.安全網須預埋9mm以上掛勾或膨脹螺絲扣環

固定之(每固定點@75cm)。
3.電梯直井內作業需架設工作平台及安全網

(工作平台下方設置3支以上10號鋼筋，平
台滿鋪模板，並與鋼筋連結固定)。

七.電梯井平台防護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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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電梯開口需設置可開啟式金屬護欄、柵門
(含自動上鎖裝置，未使用時上鎖管制)，
護欄高度須120cm以上(法規90cm以上)。

5.每一電梯旁牆面必須設置扣環，以供工作
者於吊料時或入內作業時，可勾掛安全帶
使用。

6.開口旁牆面需張貼「打開柵門前，請繫上
安全帶」等相關警語。

7.工作平台未拆除前，安全網不可拆除。

七.電梯井平台防護標準

29/42



七.電梯井平台防護標準

拆模階段之防護措施(上視圖) 拆模階段之防護措施(下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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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電梯井平台防護標準

拆模階段之防護措施(下一層樓)

平台滿鋪

電梯井內所有四邊開口滿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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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井工程 安衛環保設置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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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商

承包商

承包商

總
經

理

工
地

所
長

安
衛

管
理

員 承包商

三級(稽核、指導) 二級(督導) 一級(執行)

勞安室
工程員

工程員

工程員

工程員

安
衛
責

任
區

三級管理

1.公司職災防止計劃之擬定
2.安衛政策之推動與督導
3.工地安衛稽查與考核
4.安衛環保資訊之收集與宣導
5.擬定安全作業標準
6.職災調查分析與統計
7.規劃實施安衛環保教育訓練
8.其他有關安全衛生管理事項

1.工地安衛責任區之督導
2.工地安衛計劃之擬定
3.推動協議組織運作
4.現場巡視與檢點
5.辦理工地勞工安衛教育訓練
6.事故之調查與分析
7.其他有關安全衛生管理事項

1.安衛設施之設置與維護
2.安衛設施之檢點與檢查
3.勞工作業安全之指導與

不安全動作之糾正
4.責任區環境維護
5.對所屬區域承商之督導與管理

全員安衛

責任區 各主辦

公司概要、安全衛生組織人力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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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00

制定緊急應變計劃

為提高事故發生時之救災效率及
應變能力，以期將災害事故對人
員傷害及資產損害降到最低。

目的目的

範圍範圍

總公司辦公場所、本公司承攬之
新建工地、營建管理工地、
營繕中之大樓、未完工驗收者及
特別交辦案件。

策略一、安衛系統-整合策略一、安衛系統-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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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00

危機等級
及

通報流程表

危機等級
及

通報流程表

策略一、安衛系統-整合策略一、安衛系統-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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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2

策略一、安衛系統整合策略一、安衛系統整合

策略二、安衛想法與概念灌輸策略二、安衛想法與概念灌輸

策略三、善盡事業單位責任要求所屬承包商策略三、善盡事業單位責任要求所屬承包商

策略四、安衛稽核、獎懲制度策略四、安衛稽核、獎懲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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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F
澆置樓層

B2F

B3F

B4F

整理整頓原則

•當樓層澆置-前置作業鋼筋模板、水電
等作業

•往下推第一層-模板支撐-動線淨空、臨
時照明設置及通道整理整頓。

•往下推第二層-樑下支撐-地坪物坪需整
理、整頓。

•往下推第三層-所有室內保持5S及環境
清潔。

整理整頓原則

•當樓層澆置-前置作業鋼筋模板、水電
等作業

•往下推第一層-模板支撐-動線淨空、臨
時照明設置及通道整理整頓。

•往下推第二層-樑下支撐-地坪物坪需整
理、整頓。

•往下推第三層-所有室內保持5S及環境
清潔。

整理整頓整理整頓

安全衛生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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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小時基本安衛教育訓練證明(含超過3年者之回訓證明)。
2. 勞保卡。
3. 體檢表(一年內)。
4. 各單項工程進場應備「作業主管」或「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職

業安全衛生管理員」檢核證照。
5. 「雇主意外保險契約書」或「營造綜合保險單」，投保內容及額度請依

各「工程合約」訂定內容檢核。
6. 工作守則。

1. 屋頂作業主管(104年7月3日開始執行)
2. 施工架組配作業主管
3. 露天開挖作業主管
4. 擋土支撐作業主管
5. 隧道等挖掘作業主管或隧道等襯砌作業

主管
6. 模板支撐作業主管
7. 鋼構組配作業主管
8. 缺氧作業主管

8大作業主管8大作業主管

各工項進場前依規定應備存安衛基本資料各工項進場前依規定應備存安衛基本資料

依人數認定依人數認定

安全衛生策略 策略三、善盡事業單位責任要求所屬承包 商
職安法第26條、27條

策略三、善盡事業單位責任要求所屬承包 商
職安法第26條、27條1

38/100

1. 勞工人數未滿三十人者，應置「丙種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2. 勞工人數三十人以上未滿一百人者應
置「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
管」及「職業安全衛生管理員各一
人」。

以上「業務主管」或「安衛管理員」於
有勞工作業時，應至現場督導有關安
衛管理事項，不得無故離開作業場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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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安衛環保管理手冊執行勞安衛獎懲。
2.由公司勞安室建立廠商勞安配合度考核制度，作為篩選協力廠商

重要依據(每半年考核一次)。

安全衛生策略 策略四、安衛稽核、獎懲制度策略四、安衛稽核、獎懲制度

明訂公司勞安衛獎
懲制度

廠商勞安配合度
考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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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責任區及單項工程
承辦人員權責分配表

全員安衛全員安衛

安全衛生策略

個人權責缺失統計表

策略四、安衛稽核、獎懲制度策略四、安衛稽核、獎懲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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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策略

安全衛生稽查評比結果，每月於總公司職員會議說明，中南部同仁
透過視訊知悉公司要求。並用電子公文公告該月稽查資料。

安全衛生稽查評比結果，每月於總公司職員會議說明，中南部同仁
透過視訊知悉公司要求。並用電子公文公告該月稽查資料。

當月績優
工地頒獎

當月績優
工地頒獎

職員會及視訊職員會及視訊

年度績優
工地頒獎

年度績優
工地頒獎

策略四、安衛稽核、獎懲制度策略四、安衛稽核、獎懲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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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結 束

謝 謝 各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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