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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隨著現代化建設的進行，城市老舊建築
拆除工程也日益增多，拆除物的結構也
從磚木結構發展到了混凝土結構、鋼構
廠房結構等。拆除工程是指對已經建成
或部分建成的建築物進行拆除的工程，
亦具有高處作業之特性，稍有不慎即可
能發生勞工墜落及倒崩塌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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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分類
• 按拆除的標的物區分，有傳統建築物的

拆除、工業廠房的拆除、地基基礎的拆
除等，此外也有機械設備的拆除、工業
管道的拆除、電氣線路的拆除等。

• 按拆除的程度，可分為全部拆除和部分
拆除。

• 按拆除建築物和拆除物的空間位置不
同，又有地上拆除和地下拆除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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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特點
1、人員流動性大。
2、作業人員素質要求低。
3、潛在危險大。
4、制定拆除方案及前置評估困難。

5 、造成環境汙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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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及承攬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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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關係之認定
•勞動（僱傭)契約係以勞動給付為目的，承攬契約
係以勞動結果為目的。

•勞動（僱傭）契約於一定期間內受僱人應依雇方
指示從事一定種類之活動，而承攬契約承攬人只負
完成一個或數個工作之責任。

•僱傭關係者具指揮監督管理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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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應在合理可行範圍內，採取必要
之預防設備或措施，使勞工免於發生職業災害。

2.工程之設計或施工者，應於設計或施工規劃階段實施風
險評估，致力防止此工程施工時，發生職業災害。

職安法第5條:

職安法第23條:
1.雇主應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設置安衛組織、人
員，實施安衛管理及自動檢查，原事業單位及承攬人等
均應依規定辦理。

2.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執行職務應留存紀錄：督導人員
對下包工作場所作業等，應巡視、檢點檢查、教育訓練
等並予以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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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承攬人就承攬部分負雇主之法定（即職業安全衛生法)。
2.原事業單位對其勞工負起雇主責任，對其承攬人、再承
攬人勞工負承攬管理責任。

3.原事業單位對承攬人勞工發生職業災害負連帶補償責任
，再承攬者亦同。

4.設備（如施工架）由原事業單位提供，任一承攬人勞工
因設備不安全而發生死亡災害，除追究肇災單位職安法
之刑責外，另追究原事業單位刑法業務過失責任。

職安法第2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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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論其承攬人是否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即應負危害告知之責任。
2.告知時機：應於以其事業交付承攬時或工作進行之前告知 於作
業開始後才告知者，視為違反應於事前告知之規定。

3.告知方式：以書面（如合約、備忘錄、安衛日誌、工程會議紀錄
等）或協議組織會議紀錄於事前告知。

4.告知內容：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有關安全衛生規定之措施 。

•為原事業單位既存已知或預期可知，且可能造成主要危害及其預
防事項(非鉅細靡遺事項 ) 。

•為交付承攬範圍內，原事業單位作業活動所提供相關之設備、器
具、危險作業、有害作業環境、危害因素及相對應之法定設施等
訊息。

職安法第2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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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防止職業災害，原事業單位應採取之必要措施:
‧設置協議組織，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指揮協調工作
‧工作之聯繫與調整
‧工作場所之巡視
‧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與協助
‧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事項

職安法第27條:



12

1.原事業單位之認定
要件：
• 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之事業單位
• 將其事業之部分或全部交付承攬
事業之認定：
• 反覆從事一項經濟活動，以一定場所為業從事營運之一體
• 事業單位實際經營內容及其所必要補助活動均為其事業
事業交付承攬之認定原則：
• 應就事業單位之經營內容、規模、組織、人員及機具
設備等綜合考量。
• 與其經營內容事業有關或其事業能力所及者。

職安法第2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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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作業之認定
認定標準：上、下包勞工於「同一期間」、「同一工作
場所」工作，彼此作業具有相互干擾。
同一工作場所：工程施工所及之範圍。
同一期間：同一工程之期間而不論其作業之工期是否一致。
原事業單位勞工有否參與共同作業：
• 以該單位有否實施工程施工管理論斷（包含勞務管理、工
程管理、施工管理）
• 原事業單位派員僅作規劃、設計、監督及指導（工程進度、
檢驗工程品質及規範）等之設計管理，則非屬共同作業。

職安法第2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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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管理之實施及配合。
‧勞工作業安全衛生及健康管理規範。
‧從事動火、高架、開挖、爆破、高壓電活線等危險作業之
管制。

‧對進入局限空間、有害物作業等作業環境之作業管制。
‧電氣機具入廠管制。
• 作業人員進場管制。
• 變更管理事項。

• 劃一危險性機械之操作信號、工作場所標識（示）、有害
物空容器放置、警報、緊急避難方法及訓練等。

• 使用打樁機、拔樁機、電動機械、電動器具、軌道裝置、
乙炔熔接裝置、電弧熔接裝置、換氣裝置及沉箱、架設通
道、施工架、工作架台等機械、設備或構造物時，應協調
使用上之安全措施。

協議組織會議協議事項(施行細則第3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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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作業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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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前應辦理事項(營標155條) 
雇主於拆除構造物前，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檢查預定拆除之各構件。
二、對不穩定部分，應予支撐穩固。
三、切斷電源，並拆除配電設備及線路。
四、切斷可燃性氣體管、蒸汽管或水管等管線。管中殘存可燃

性氣體時，應打開全部門窗，將氣體安全釋放。
五、拆除作業中須保留之電線管、可燃性氣體管、蒸氣管、水

管等管線，其使用應採取特別安全措施。
六、具有危險性之拆除作業區，應設置圍柵或標示，禁止非作

業人員進入拆除範圍內。
七、在鄰近通道之人員保護設施完成前，不得進行拆除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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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人指揮(營標156條)
雇主對於前條構造物之拆除，應選任專人於現場指揮監督。
拆除作業(營標157條)
雇主於拆除構造物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不得使勞工同時在不同高度之位置從事拆除作業。但具有

適當設施足以維護下方勞工之安全者，不在此限。
二、拆除應按序由上而下逐步拆除。
三、拆除之材料，不得過度堆積致有損樓板或構材之穩固，並

不得靠牆堆放。
四、拆除進行中，隨時注意控制拆除構造物之穩定性。
五、遇強風、大雨等惡劣氣候，致構造物有崩塌之虞者，應立

即停止拆除作業。
六、構造物有飛落、震落之虞者，應優先拆除。
七、拆除進行中，有塵土飛揚者，應適時予以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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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以拉倒方式拆除構造物時，應使用適當之鋼纜或纜繩，並
使勞工退避，保持安全距離。

九、以爆破方法拆除構造物時，應具有防止爆破引起危害之設
施。

十、地下擋土壁體用於擋土及支持構造物者，在構造物未適當
支撐或以板樁支撐土壓前，不得拆除。

十一、拆除區內禁止無關人員進入，並明顯揭示。
作業場所及通路(營標158條)
雇主對構造物拆除區，應設置勞工安全出入通路，如使用樓梯

者，應設置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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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具拆除作業(營標159條)
雇主對於使用機具拆除構造物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使用動力系鏟斗機、推土機等拆除機具時，應配合構造物之
結構、空間大小等特性妥慎選用機具。
二、使用重力錘時，應以撞擊點為中心，構造物高度一點五倍以上
之距離為半徑設置作業區，除操作人員外，禁止無關人員進入。
三、使用夾斗或具曲臂之機具時，應設置作業區，其周圍應大於夾
斗或曲臂之運行線八公尺以上，作業區內除操作人員外，禁止
無關人員進入。
四、機具拆除，應在作業區內操作。
五、使用起重機具拆除鋼構造物時，其裝置及使用，應依起重機具
有關規定辦理。
六、使用施工架時，應注意其穩定，並不得緊靠被拆除之構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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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受臺設置(營標160條)
雇主受環境限制，未能依前條第二款、第三款設置作業區時，
應於預定拆除構造物之外牆邊緣，設置符合下列規定之承受
臺：

一、承受臺寬應在一點五公尺以上。
二、承受臺面應由外向內傾斜，且密舖板料。。
三、承受臺應能承受每平方公尺六百公斤以上之活載重。
四、承受臺應維持臺面距拆除層位之高度，不超過二層以上。
但拆除層位距地面三層高度以下者，不在此限。

牆、柱之拆除(營標161條)
雇主於拆除結構物之牆、柱或其他類似構造物時，應依下列規
定辦理：

一、自上至下，逐次拆除。
二、拆除無支撐之牆、柱或其他類似構造物時，應以適當支撐
或控制，避免其任意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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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拉倒方式進行拆除時，應使勞工站立於作業區外，並防範
破片之飛擊。

四、無法設置作業區時，應設置承受臺、施工架或採取適當防範
措施。

五、 以人工方式切割牆、柱或其他類似構造物時，應採取防止
粉塵之適當措施。

樓板、橋面板之拆除(營標162條)
雇主對於樓板或橋面板等構造物之拆除，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拆除作業中，勞工須於作業場所行走時，應採取防止人體
墜落及物體飛落之措施。

二、卸落拆除物之開口邊緣，應設護欄。
三、拆除樓板、橋面板等後，其底下四周應加圍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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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鐵構造物之拆除(營標163條)
雇主對鋼鐵等構造物之拆除，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拆除鋼構、鐵構件或鋼筋混凝土構件時，應有防止各該構件突然

扭轉、反彈或倒塌等之適當設備或措施。
二、應由上而下逐層拆除。
三、應以纜索卸落構件，不得自高處拋擲。但經採取特別措施者，不

在此限。
雇主對於高煙囪、高塔等之拆除，應依下列規定辦理:(營標164條)
一、指派專人負責監督施工。
二、不得以爆破或整體翻倒方式拆除高煙囪。但四週有足夠地面，煙

囪能安全倒置者，不在此限。
三、以人工拆除高煙囪時，應設置適當之施工架。該施工架並應隨拆

除工作之進行隨時改變其高度，不得使工作臺高出煙囪頂二十
五公分及低於一．五公尺。

四、不得使勞工站立於煙囪壁頂。
五、拆除物料自煙囪內卸落時，煙囪底部應有適當開孔，以防物料過

度積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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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不得於上方拆除作業中，搬運拆下之物料。
防護具之使用(營標165條)
雇主對於從事構造物拆除作業之勞工，應使其佩帶適當之個人防

護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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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作業注意事項:
• 拆除工程開工前，應調查拆除建築物周遭工作環境、構造情況等
據以擬訂拆除施工計畫，訂定拆除程序、方法、使用機具及安全
維護等事項。

• 調查可能存在於被拆除建築物中之石綿、可燃氣液體、有毒等有
害物質及危險物品，供未來施作防護措施參考。

• 拆除後之地下室或坑洞應以符合規定之填築材料填築，並依有關
規定予以壓實。

• 檢查預定拆除各部份構件，對不穩定處加以支撐。
• 應切斷電源並配合拆除電氣設備及可燃性氣體管。
• 具有危險之拆除作業區應設置圍欄或標示，禁止非作業人員進入
作業拆除範圍內。

• 拆除施工應從上至下、逐層拆除分段進行，應先拆除非承重構
件，再拆除承重構件，作業面的孔洞應封閉。

• 人工拆除建築牆體時，嚴禁採用掏掘或推倒的方法。



25

拆除作業注意事項:
• 拆除建築物的欄杆、樓梯、樓板等構件，應與建築結構整體拆除
進度相配合，不得先行拆除。建築物承重梁、柱，應在其所承載
的全部構件拆除後，在進行拆除。

• 拆除梁或懸挑構件時，應採取有效的下落控制措施，方可切斷兩
端的支撐。

• 拆除管道及容器時，必須在查清殘留物的性質，並採用相應措施
確保安全後，方可進行拆除施工。

• 施工中必須由專人負責監測被拆除建築的結構狀態，當發現有不
穩定狀態的趨勢時，必須停止作業，採取有效措施。

• 嚴禁立體交叉作業。水平作業各工位間應有一定的安全距離。
• 進行高處作業拆除時，以較大尺寸的構件或沉重的材料，必須採
用起重機及時吊下。

• 拆除鋼屋架時，必須採用繩索將其拴牢，待起重機吊穩後，方可
進行氣焊切割作業。吊運過程中，應採取輔助措施使被吊物處於
穩定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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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牆下方先拆除

2.上方牆整片落下

隔間牆之拆除未自上至下、
逐次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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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等之拆除應自上至下、逐次拆除

由上而下逐次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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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作業時碰觸埋設電線、氣體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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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作業中對保留管線應採取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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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立橋樑胸牆拆除鋼管護欄墜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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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中應注意控制拆除
構造物之穩定

1.指派專人於現場指揮

2.切除護欄錨定螺栓
再分段搬下

3.作業人員禁止站立胸牆
作業中使用安全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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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構造物機具未設置堅固頂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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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堅固頂棚以防止物體吊落之危害

1.車輛系營建
機械應設置
堅固頂篷

禁止進入

2.機具拆除應設置安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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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錯由下方支柱拆除以致崩塌

拆除未按序由上而下逐步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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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拆除應按序由上
而下逐步拆除

2.拆除應選任專人於現場指揮監督

3.拆除按序由上而下逐步拆除

4.拆除中應經常注意
控制拆除構造物之穩定性

5.機具拆除應設置安全區

1.拆除區禁止無關人員進入

禁止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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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通道拆除未設置警告、管制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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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拆除前設置警告措施及替代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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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鋼構未防止構件突然扭轉、倒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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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拆除應設置水平母索、安全網

1.由上而下逐層拆除

2.採取控索、支撐防止擬
拆構件突然扭轉、反彈或
倒塌之適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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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確實配帶
背負式安全帶1.應於屋頂架設

寬度30公分以上之踏板
（安全通路）

屋頂拆除前設置寬30公分安全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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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斷的樑鋼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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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是回家唯一的路

簡報結束歡迎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