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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一般機械具有那些危害特性，使作業

勞工身體遭受傷害？

Ａ：機械作業時所有會作動的構件，都可

能對勞工造成危害，各種不同型態的

機械動作、傳動裝置、捲夾點及操作

點之危害是一般機械最基本的危害特

性。大致分述如下：

◎動力傳動裝置:傳送動力至操作機械之

所 有 機 械 系 統 構

件，包括飛輪、帶

輪、傳動帶、連結

桿 、 偶 合 器 、 凸

輪、持輪、鍊條、

曲軸及齒輪等。

◎機械作動:機械之運動包括旋轉、往

復、直線等，此類型之危害主要發生於

操作點或動力傳送之聯結處。任何機械

之旋轉部份都有危險性，即使圓滑的表

面、旋轉緩慢的轉軸也都可能會捲住衣

服或頭髮而造成嚴重災害。飛輪、離合

器、聯軸器、螺桿、橫軸或直立軸均屬

旋轉動作常見例子，當這些附屬設備有

螺帽或突出鍵時會更危險。往復及直線

運動之機件危險存在於其動作範圍內，

勞工可能被擠拉或擠壓於固定物及運動

物間，另物體之破裂、飛散、反彈等亦

會造成勞工嚴重之災害。

◎捲夾點：當兩機件

相互以反方向旋轉

或一旋轉機件轉向

一固定物時，捲夾

點即存在，勞工身

體之局部接近捲夾點時即可能被捲入而

擠傷或壓碎。此類型危害通常存在於部

分動力傳動裝置及機械之旋轉作動。

◎操作點：勞工操作物件之處，如原料之

切割、成型、鑽孔等。因此為保護勞工

免於機械危害，任何機械之構件、操作

或意外接觸時，如有可能傷害勞工或其

周圍的人，則該危害性必須予以控制、

防護、消除。

Ｑ：一般機械作業發生的災害類型有那

些？

Ａ：一般機械作業勞工可能發生的災害類

型如下：

◎被切、割、擦傷。

◎被夾、被捲。

◎被撞。

◎物體破裂或倒塌。

◎感電。

◎墜落。

◎其他。

Ｑ：一般機械災害之防止，在那些勞工安

全衛生法令規定？

Ａ：規範防止一般機械危害之勞工法令如

下：

◎勞工安全衛生法暨其施行細則。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

法。

◎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機械器具防護標準。

◎工業用機器人危害預防標準。

Ｑ：目前機械器具防護標準規定那些機械

器具之防護性能應符合該標準設置？

Ａ：防護性能不得低於機械器具防護標準

規定之機械器具：

◎動力衝剪機械。

◎手推刨床。

◎木材加工用圓盤

鋸。

◎動力堆高機。

◎研磨機、研磨輪。

Ｑ：如何防止機械之

捲夾危害？

Ａ：為防止機械之捲夾危害勞工安全衛生

設規則之規定如下：

◎機械之原動機、轉軸、齒輪、帶輪、

飛輪、傳動輪、傳

動帶等有危害勞工

安全者，應設置護

罩、護圍、套胴、

跨橋等防護設備。

(設則第43條)

◎轉軸、齒輪、帶

輪、飛輪等之附屬

固定具，應為埋頭

型或設置護罩。(設

則第43條)。

◎機械傳動帶之接

頭，不得使用突出

之固定具。(設則第

43條)

◎離地二公尺以內之傳動帶或幅寬二十公

分以上、速度每分鐘五百五十公尺以

上，兩軸間距離三公尺以上之架空傳動

帶週邊下方有勞工工作或通行之各段，

應設堅固適當之圍柵或護網。(設則第

49條)

◎離地二公尺以內之動力傳動轉軸或其附

近有勞工工作或通行而有接觸危險者，

Ｑ：一般機械災害發生的原因為何？

Ａ：機械作業發生災害的主要原因有：

1.不安全狀況：

◎機械未有適當的安全防護防止作業時會

因切割、捲夾、被撞、飛散、材料破壞

等引起之危害。

◎機械安裝、電源配線及維護不當致有缺

陷。

◎未有適當的警告或禁制標示。

◎工作場所活動空間及環境等因素不良。

2.不安全動作：

◎未依規定的作業程序操作機器。

◎使安全裝置失效或使用有缺陷的機器及

設備。

◎未確實使用防護具或服裝不當。

◎從事機械之調整、修理、掃除、上油

等，未使該機械停止運轉。

Ｑ：一般機械災害發生之防止對策？

Ａ：機械災害發生的原因，係因機械設備

存在著不安全的狀況及作業勞工不安

全的動作所導致，其防災對策最主要

為消除不安全的狀況及不安全的行

為，其採取之工作如下：

1.實施安全衛生管理：

◎建立事業單位安全衛生管理體制，推動

並內化為全員參與之安全衛生工作文

化。

◎實施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提昇工

作技能及安全衛生意識。

◎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及安全作業標

準，並實施作業監督與指導，徹底消除

不安全動作。

◎實施自動檢查，定期及不定期對各機械

設備檢查及檢點，維護安全設施之效能

及作業之安全。

◎持續改善、創新達成零災害目標。

2.加強機械設備與作業環境之安全衛生設

施：

◎機械、器具、設備設置及安裝，應符合

相關法令規定標準之必要安全衛生設

施，並考慮其具有本質安全設計之防護

設施。

◎工作場所之通道、地板、階梯或通風、

採光、照明、保溫、防濕、休息、避

難、急救、醫療及其他為保護勞工健康

及安全設備應妥為規劃，並採取必要之

措施。

◎從事機械之調整、修理、掃除、上油

等，應確實使該機械停止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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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有適當之圍柵、掩蓋、護網或套管，

因位置關係勞工工作必須跨越轉軸者，

應設跨橋或掩蓋。(設則第50條)

◎動力傳動裝置未裝設遊輪者，應裝置傳

動帶上卸桿。(設則第52條)

◎加工物、切削工具因截斷、切屑或本身

缺損於加工時有飛散致傷及勞工之虞

者，應於加工機械上設置護罩或設圍。

(設則第55條)

Ｑ：機械動力之緊急遮斷或制動以防止危

險之規定如何？

Ａ：機械動力緊急遮斷或制動以防止危險

之規定如下：

◎每一機械應分別設

置開關、離合器、

移帶裝置等動力遮

斷裝置。(設則第44

條)

◎動力運轉之機械或原動機或動力傳動裝

置具有顯著危險者，(例如有被捲、被

切之虞)應於適當位置設有明顯標誌之

立即停止運轉之緊急制動裝置。(設則

第45、48條)

◎原動機或動力傳動裝置，應有防止於停

止時因振動接觸，或其他意外原因而驟

然起動之裝置。(設則第47條)。

Ｑ：為防範一般機械危害其防護之標示措

施規定如何？

Ａ：機械危害防護標示措施之規定如下：

◎動力傳動移帶裝置之把柄，其開關方向

應一律向左或向右，並加標示。(設則

第51條)

◎動力傳動裝置應有防止傳動帶自行移入

定輪之裝置。(設則第51條)

◎傳動帶不用時，應規定不得掛於動力傳

動裝置之轉軸。(設則第53條)

◎機械運轉中勞工不

得使用手套者，應

明確告知並標示。

(設則第56條)

◎為防範誤動從事掃

除、上油、檢查、修

理或調整作業中之機

械，應採上鎖或設置

標示等措施。(設則

第57條)

◎應禁止勞工攀登運

轉作業中之機械。

(設則第60條)

◎應規定研磨機及離

心機械之使用，不得超過最高使用周速

度及超越其最高使用回轉數。(設則第

62、75條)

◎應規定研磨機之使用，應於每日作業前

試轉一分鐘以上，研磨輪更換時應先檢

視並在防護罩下試轉三分鐘以上。(設

則第62條)

◎應設置標示，禁止勞工進入自動輸材台

或帶鋸輸材台與鋸齒之間。(設則第67

條)

◎應規定自離心機械內取物時，必先停止

機械運轉。(設則第74條)

Ｑ：那些工作機械其作業有危害勞工之虞

者應設置護罩或護圍？

Ａ：應設置護罩或護圍等之工作機械如

下：

◎紙、布、鋼纜或其

他具有捲入點危險

之捲胴作業機械，

應設置護罩、護圍等設備。

◎磨床、龍門刨床之刨盤或牛頭刨床之滑

板等衝程部份，應設置護罩、護圍等設

備。

◎車床等之突出旋轉中加工物部份，應設

置護罩、護圍等設備，應設置護罩、護

圍等設備。

◎帶鋸之鋸切所需鋸齒以外部份之鋸齒及

帶輪等其作業有危害勞工之虞者，應設

置護罩、護圍等設備。(設則第58條)

◎棉紡機、絲紡機、手

紡或其他機械之高速

迴轉部份慣性較大易

發生危險者，應設置

護罩、護蓋或其他適

當之安全裝置。(設則

第63條)

◎扇風機之葉片應設護

網或護圍等設備。(設

則第83條)

Ｑ：對於研磨機（砂輪機）之使用安全，

應辦理那些安全防護設施？

Ａ：研磨機（砂輪機）使用時，應辦理下

列安全防護設施：

◎研磨輪(除內圓研磨

機外)應設置護罩，

其研磨輪、研磨機

及護罩等應具有機

械器具防護標準規

定之防護性能。

◎研磨輪應採用經速率試驗合格且有明確

記載最高使用周速度者。

◎應規定研磨機之使用不得超過規定最高

使用周速度。

◎應規定研磨輪使用，除該研磨輪為側用

外，不得使用側面。

◎應規定研磨輪使用，應於每日作業開始

前試轉一分鐘以上，研磨輪更換時應先

檢驗有無裂痕，並在防護罩下試轉三分

鐘以上。

◎速率試驗時應按最高使用周速度增加百

分之五十為之。直徑不滿十公分之研磨

輪得免予速率試驗。

Ｑ：為防範木材加工機械危害，應設置之

安全防護設施規定事項？

Ａ：為防範木材加工機械危害，應設置之

安全防護設施規定如下：

◎木材加工用圓盤踞，應裝置反撥預防裝

置。(機械器具防護標準第34條)

◎木材加工用圓盤踞，應設置鋸齒接觸預

防裝置。(機械器具防護標準第34條)

◎木材加工用帶鋸，除鋸切所需部份及鋸

床除外，應設置護罩或護圍。(設則第

64條)

◎截角機應裝置刃部接觸預防裝置。(設

則第66條)

◎木材加工用帶鋸之突釘型導送滾輪或鋸

齒型導送滾輪，除導送面外，應設接觸

預防裝置或護蓋。(設則第65條)

◎攜帶用以外之手推刨床應設刃部接觸預

防裝置(機械器具防護標準第33條)

Ｑ：為防範離心機械危害，應設置之   

安全防護設施規定事項？

Ａ：離心機械應設置之安全防護設施規定

如下：

◎離心機械應裝置覆蓋及應使覆蓋未完全

關閉時無法起動之連鎖裝置。(設則第

73條)

◎電動離心機作業為潮濕場所時，除依規

定施行接地外，應加裝漏電斷路器。

(設則第73、239條)

Ｑ：粉碎混合機械應設置之安全防護設施

規定事項？

Ａ：應設置之安全防護設施規定如下：

◎為防止勞工自粉碎機及混合機之開口部

份墜落之虞，應設置護蓋、護圍或高

度在九十公分以上之圍柵等必要設備。

(設則第76條)

◎自粉碎機或混合機內取出內裝物時，應

規定勞工操作前使該機停止運轉。(設

則第77條)

Ｑ：滾軋機等應設置之安全防護設施規定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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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應設置之安全防護設施規定如下：

◎為防止紙、布、金

屬箔等或其他具有

捲入點之滾軋機有

危害勞工之虞，應

設置護圍、導輪等

設備。(設則第78條)

◎橡膠、橡膠化合物或合成樹脂之滾輾

機，或其他具有危害之滾輾機，應裝有

於災害發生時，被害者能自己易於操縱

之緊急制動裝置。(設則第79條)

◎有紗梭之織機應裝置導梭。(設則第80

條)

◎為防止引線機之引線滑車或撚線機之籠

車危害勞工之虞者，應有護罩、護圍等

設備。(設則第81條)

◎射出成型機、鑄鋼造形機、打模機等有

危害勞工之虞者，應設置安全門、雙手

操作式起動裝置或其他安全裝置。(設

則第82條)

Ｑ：對於捲胴作業機械及衝剪機械災害防

止應如何辦理？

Ａ：請參考本處再另撰寫之『捲胴作業機

械災害防止Q&A』及『衝剪機械災害

防止Q&A』。

Ｑ：高速回轉機械應設置之安全防護設施

規定事項？

Ａ：應設置之安全防護設施規定如下：

◎高速回轉體之試驗，應在專用之堅固建

築物內或以堅固之隔牆隔離之場所實

施。(設則第84條)

◎高速回轉體之試驗，應以遙控操作等方

法控制。(設則第86條)

Ｑ：對於金屬、塑膠等加工用之圓盤鋸，

為防止被切割之危害，應設置何種防

護裝置？

Ａ：應設置之防護裝置：

◎金屬、塑膠等加工用之圓盤鋸應設置鋸

齒接觸預防裝置。(設則第61條)

Ｑ：個人安全防護具使用之規定應辦理事

項？

Ａ：應辦理事項如下：

◎操作或接近運轉中之

原動機、動力傳動裝

置、動力滾捲裝置或

動力運轉之機械，應使勞工著用適當之

衣帽。(設則第279條)

◎作業中可能有物體飛

落或飛散，應備有適

當之安全帽及其他防

護。(設則第280條)

Ｑ：有關一般機械作業環境應辦理之安全

衛生設施規定事項？

Ａ：應辦理事項如下：

◎對於勞工工作場所之通道、地板、階

梯，應保持不致使勞工跌倒、滑倒、踩

傷等之安全狀態，或採取必要之預防措

施。(設則第21條)

◎使勞工於機械操作、修理、調整及其他

工作過程中，有足夠之活動空間，不得

因機械原料或產品等置放過擠致對勞工

活動、避難、救難有不利因素。(設則

第22條)

◎各機械間或其他設備間通道不得小於

八十公分。(設則第31條)

◎機械之設置，應事先妥為規劃，不得使

其振動力超過廠房設計安全負荷能力；

振動力過大之機械以置於樓下為原則。

(設則第42條)

◎工作場所因機械設備所發生之音響超過

九十分貝時，應採取工程控制，減少勞

工噪音暴露時間。(設則第300條)

◎僱用勞工從事振動作業，應使其每天全

身振動曝露不得超過有關規定。(設則

第301條)

◎顯著濕熱、寒冷之室內作業場所，應設

置冷氣、暖氣或採取通風等適當之空氣

之調節設施。(設則第303條)

◎室內作業場所每一勞工原則上應有十立

方公尺以上之空間。(設則第309條)

◎室內作業場所，其窗戶及其他開口部份

可直接與大氣相通之開口部份面積，應

為地板面積之1/20以上。(設則第311

條)

◎工作場所之採光照明：

(1)光線應均勻分佈。

(2)應避免有刺目、眩耀

現象。

(3)窗面面積比率不得小

於地面面積1/10。

(4)使用人工照明米燭光應合乎工作要

求。

(5)燈盞裝置應採用玻

璃燈罩及日光燈為

原則，燈泡須完全

包蔽於玻璃罩中。

(6)透光部份均須保持清潔。(設則第313

條)

Ｑ：工業用機器人使用安全應設置之安全

防護設施規定事項？

Ａ：應辦理事項如下：

◎機器人可動範圍之外側，應依規定設置

圍柵或護圍。(機器人危害預防標準第

29條、30條、31條)

◎機器人應具有發生異常時可迅即停止動

作之緊急停止裝置。(機器人危害預防

標準第9條)

Ｑ：機械安全護罩如何設置？

Ａ：所謂安全護罩乃是透過一個物體屏障

以防止人體部位進入危險區域。在各

種安全防護措施中，由於安全護罩直

接阻絕人體與危險源之接觸，加上其

安全防護性能穩定性高，除了本質安

全設計外，安全護罩是最優先被考慮

使用的。按照防護的作動型態，安全

護罩的類型可分為固定式、互鎖式、

可調整式及自動調整式四種。

一、固定式：恰如其名，固定式安全護罩

是永久固定地裝置於機器設備中，它

並不依靠其他機件或工件的驅動以執行

其安全防護目的，在其安裝完成後，即

將機器危險區域與人體隔離。由於構造

簡單、固定等特性，就安全防護角度而

言，此類型安全護罩較其他類型安全護

罩為佳。

二、互鎖式：互鎖式安全護罩為透過電

路、機構、油壓或氣動之方式與危險源

之電源或煞車等相連結，當安全護罩被

打開時，危險源之動力來源即被互鎖而

切斷，使機器停止作動而達到安全防

護目的。設計互鎖式安全護罩時，應

注意互鎖效應不得

阻止在特別的需求

條件下，以遙控的

方式微調機器之寸

動。且在置換安全

護罩後，不得自動

重新啟動機器。另

為使安全防護更具

效能，所有可移動

式安全護罩均應互

鎖以防止職業傷害之發生。

三、可調整式：相對於固定式安全護罩固

定不能調整，可調整式安全護罩則可根

據不同之工件尺寸，彈性調整其開口大

小，為一相當有用之護罩類型。

四、自動調整式：相對於可調整式安全護

罩需要操作員先行調整其開口大小，自

動調整式安全護罩其開口大小則由進給

之工件尺寸予以自動調整。當操作員將

工件送入危險區域時，護罩被推開，提

供一大小剛好適合工件通過危險區域之

開口以進行作業；當工件加工完畢移除

時，護罩即回復原來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