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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Chapter.1

職業安全衛生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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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 1條-目的



工作者?
(即本法保護之主體)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1款

指勞工、自營作業者及其他
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
督從事勞動之人員。



職業災害?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5款

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
械、設備、原料、材料、化
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
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
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
害、失能或死亡。



職業災害

事故

職業災害

直接
原因

能量釋放

危害物暴露

間接
原因

不安全的行為
(動作)佔88%

不安全的環境
(狀況)佔10%

基本
原因

雇主管理缺陷



➢ 墜落、滾落
➢ 跌倒
➢ 衝撞
➢ 物體飛落
➢ 物體倒塌、
崩塌

➢ 被撞
➢ 被夾、被捲

➢ 被切、割、
擦傷

➢ 踩踏(踏穿)

➢ 溺斃

➢ 與高溫、低
溫之接觸

➢ 與有害物等
之接觸

➢ 感電
➢ 爆炸
➢ 物體破裂
➢ 火災
➢ 不當動作
➢ 其他
➢ 無法歸類者
➢ 交通事故

災害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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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設備、器具、原料、材料等物件之設計、製造或輸入
者及工程之設計或施工者，應於設計、製造、輸入或施工規
劃階段實施風險評估，致力防止此等物件於使用或工程施工
時，發生職業災害。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5條

本質安全



係指辨識、分析及評量風險之程序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五條第二項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行細則第三十一條

➢勞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風險評估技術指引

均採 TOSHMS 相同的用語與定義

風險評估



職安法適用各業，樣態多樣，如外勤、業務接洽等場所不在
雇主所能支配管理之範圍，雇主使勞工執行職務前，仍應按
其合理可行作為，先行評估風險，採取必要預防措施，爰參
考美、英及歐盟等先進國家所定增列一般責任之規定。

一般責任於實務上之考量要件

➢ 危害確實存在。

➢ 危害可經確認。

➢ 危害會導致或可能導致勞工嚴重之傷害或死亡。

➢ 危害情況可改善，或是可以合理達到危害預防目的。

立法原由



莫非定律

凡事只要有可能出
錯，往往會朝不好的
方向發展。

Murphy's Law

Anything that can go 
wrong will go wrong.

取自維基百科



Chapter.2

職災案例探討
與事故預防



1. 危害告知未以書面為之。

2. 未設置協議組議，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
擔任指揮、監督及協調之工作。

3. 未落實工作之連繫與調整。

4. 未落實工作場所之巡視。

5. 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之指導及協助。

常見雇主管理缺失-1

交付承攬及共同作業



1. 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或執行紀錄。

2. 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未實施自動檢查。

3. 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4. 未設置安衛人員、作業主管、監督人員…等。

5. 教育訓練未實施。

6. 健康檢查未實施。

常見雇主管理缺失-2



墜落、滾落



107年2月1日16時40分許，罹災者安裝及焊接管
件、艤品，不慎自高度195cm船段平面上未設警
告標示之開口墜落，經送醫急救，因頸椎骨折錯
位，脊髓斷裂壞死不治。

案例.1

從事船裝管鐵電艤品電銲作業發生墜落致死





對於有墜落危險之場所，未設置警告標示。

災害原因分析



1. 應設置警告標示，並禁止與工作無關之
人員進入。

2. 應設適當強度之護欄、護蓋等防護設備。
或使勞工使用安全帶及佩戴安全帽等防
護措施。

災害防止對策

墜落危險之虞



雇主對於高度在二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
份，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者，應設有適當強度之
護欄、護蓋等防護設備。

雇主為前項措施顯有困難，或作業之需要臨時將護欄、
護蓋等拆除，應採取使勞工使用安全帶等防止因墜落
而致勞工遭受危險之措施。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 224 條 108.04.30修正



雇主對勞工於高差超過一．五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時，
應設置能使勞工安全上下之設備。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 228 條



107年2月2日8時30分許，罹災者至原料倉庫勘
查倉位，爬上鎂碳粉太空包後，因基礎不穩而墜
落，被倒塌的鎂碳粉太空包壓住，蔡姓同事發
現，立即以鏟裝機移開太空包，將罹災者送醫急
救，仍傷重死亡。

案例.2

從事堆疊貨物作業發生墜落致死





對於堆積於倉庫之物料集合體之物料積垛作
業，作業地點高差在2.5公尺以上時，未指
定專人指示通行於該作業場所之勞工有關安
全事項。

災害原因分析



1. 作業地點高差在2.5公尺以上時，設置安
全上下設備外，並應指定專人採取必要
措施。

2. 防止有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等作業場
所引起危害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

災害防止對策

物料積垛作業



107年3月29日15時44分許，罹災者進行太空包
吊料，後利用無線電對講機指示操作手放鋼索，
欲將吊鉤拉進吊料平台與纖維繩帶連結固定，但
操作手在未能夠聽清楚罹災者指示操作下，操作
手即開始收鋼索，使罹災者被拉出吊料平台，致
罹災者由10.6公尺高度墜落地面，經送醫急救後
傷重死亡。

案例.3

從事太空包吊掛作業發生墜落致死





移動式起重機收鋼索時罹災者左手仍觸碰太
空包或是纖維繩帶，導致左手食指、中指及
無名指遭收緊之太空包或是纖維繩帶捲夾，
且因未使用安全帶，身體順勢被拉出吊料平
臺後墜落；當時太空包已以纖維繩帶與吊具
連結固定完妥。

災害原因分析



1. 雇主對於從事吊掛作業之勞工，應僱用
曾受吊掛作業訓練合格擔任者。

2. 雇主對於高度二公尺以上場所作業，有
墜落之虞者，應設置防護設備，或採取
防止墜落措施。

災害防止對策



107年4月22日8時30分許，罹災者進行拆除固
定施工管架的萬能夾，罹災者爬出施工架外，於
水平C型鋼樑上移動欲至另一施工架準備拆除萬
能夾作業時，直接從高處墜落至地面，經送醫仍
傷重死亡。

案例.4

從事廠屋牆面板按裝作業發生墜落致死





高度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
未於該處設護欄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且未
採取使勞工使用安全帶及未提供捲揚式防墜
器等防止墜落之措施。

災害原因分析



雇主對於在高度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
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
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

採用符合國家標CNS14253-1同等以上規定之
全身背負式安全帶及捲揚式防墜器。

災害防止對策



107年4月1日12時30分許，罹災者進行有線電
視數位機上盒安裝，以拉梯站上離地面約2.9公
尺高之遮雨棚上作業時，不慎踏穿遮雨棚墜落，
經送醫救治仍傷重死亡。

案例.5

從事有線電視數位配線作業發生墜落致死





1. 於屋架可能墜落之範圍，未設置適當強
度且寬度在30公以上之踏板及裝設堅固
格柵或安全網等防墜設施，且未指定專
人指揮或監督該作業。

2. 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未確實使用
安全帶。

災害原因分析



1. 為防止踏穿墜落，應規劃安全通道，設
適當強度且寬30公分以上之踏板、裝設
堅固格柵或安全網等防墜設施。

2. 指定專人指揮或監督該作業。

3. 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
必要之防護具。或採安全網等措施。

災害防止對策



107年5月25日8時40分許，罹災者進行屋頂浪
板補釘及上膠作業，罹災者欲往上層攀爬，但無
安全上下之設備，乃自高約6.54公尺處失足墜
落死亡。

案例.6

從事屋頂浪板補釘作業發生墜落致死





1. 雇主對於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場所作
業時，未設置能使勞工安全上下之設備。

2. 雇主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未使勞
工正確戴用安全帽。

災害原因分析



1. 對勞工於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場所作
業時，應設置能使勞工安全上下之
設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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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災害防止對策



防墜設施
在作業場所設置避免工作者有墜落危害情形之相關設
施，例如：護欄、設置踏板為安全通道、安全網等。

個人擒墜系統(Personal fall-arrest systems)
於國家標準CNS14253-1~6規範，包括：全身背負式安
全帶、繫索及能量吸收器、自動回縮救生索(即捲揚式
防墜器)、滑動式擒墜器之垂直軌道及垂直安全母索等。

屋頂作業墜落預防措施

硬體防護之考量



雇主對勞工於以石綿板、鐵皮板、瓦、木板、茅草、塑膠等易踏
穿材料構築之屋頂及雨遮，或於以礦纖板、石膏板等易踏穿材料
構築之夾層天花板從事作業時，為防止勞工踏穿墜落，應採取下
列設施：
➢規劃安全通道，於屋架、雨遮或天花板支架上設置適當強度且寬度
在三十公分以上之踏板。

➢於屋架、雨遮或天花板下方可能墜落之範圍，裝設堅固格柵或安全
網等防墜設施。

➢指定屋頂作業主管指揮或監督該作業。

雇主對前項作業已採其他安全工法或設置踏板面積已覆蓋全部易踏穿
屋頂、雨遮或天花板，致無墜落之虞者，得不受前項限制。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 227 條 108.04.30 修正



職安署教材



職安署教材



職安署教材



職安署教材



職安署教材



職安署教材



職安署教材



職安數教材
屋頂作業安全

水平母索 垂直母索



「墜落、滾落」

屋頂修繕作業 太陽能板設置作業



「墜落、滾落」

太陽能板設置作業 太陽能板設置作業



「墜落、滾落」

屋頂修繕無安全措施 屋頂修繕無安全措施



太陽能板架設



既有太陽能板



「墜落、滾落」

採光罩修繕作業 屋頂修繕作業



雇主對於在高度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
者，應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
具。但經雇主採安全網等措施者，不在此限。

前項安全帶之使用，應視作業特性，依國家標準規定選用
適當型式，對於鋼構懸臂突出物、斜籬、2公尺以上未設
護籠等保護裝置之垂直固定梯、局限空間、屋頂或施工架
組拆、工作台組拆、管線維修作業等高處或傾斜面移動，
應採用符合CNS14253-1同等以上規定之全身背負式安全帶
及捲揚式防墜器。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 281 條 108.04.30修正



職安數教材、網路圖片

防護具

背負式安全帶 捲揚式防墜器

捲揚式防墜器應符合CNS 14253-3規定全身背負式安全帶應符合CNS14253-1規定



107年5月7日16時50分許，罹災者操作高空工
作車從事鋼構補漆作業，於準備收工操作高空工
作車下降時，工作台底部碰撞鋼樑上方剪力釘，
造成劇烈搖晃，導致罹災者由工作台墜落，經送
醫救治仍傷重死亡。

案例.7

從事鋼構接合處補漆作業發生墜落致死





1. 未於事前訂定作業計畫使勞工周知，及
未指定專人指揮監督勞工作業。

2. 使用高空工作車從事作業時，未使勞工
全程於工作台佩戴勾妥安全帶。

3. 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
未使其正確戴用安全帽。

災害原因分析



雇主對於使用高空工作車之作業，應依下列
事項辦理：一、除行駛於道路上外，應於事
前依作業場所之狀況、高空工作車之種類、
容量等訂定包括作業方法之作業計畫，使作
業勞工周知，並指定專人指揮監督勞工依計
畫從事作業。…

災害防止對策



雇主對於使用高空工作車之作業，應依下列
事項辦理：…。七、使用高空工作車從事作
業時，雇主應使該高空工作車工作台上之勞
工佩戴安全帶。

災害防止對策

第 128-1 條 108.04.30 修正



兩公尺以上作業

伸臂式高空工作車 剪刀式高空工作車



107年5月16日14時50分許，罹災者搭乘吊籠持
噴槍進行外牆清潔及防水漆塗覆作業，施作至小
露台開口處，罹災者解開安全帶掛鉤爬出吊籠，
不慎墜落至大樓2樓平台上，經送醫救治仍傷重
死亡。

案例.8

外牆清潔及防水漆塗覆作業發生墜落致死





1. 吊籠運轉中，操作人員擅離操作位置。

2. 大樓外牆高處作業，未採取使勞工使用
安全帶等防止墜落而致勞工遭受危險之
措施。

災害原因分析



1. 高度在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
部分，應採使用安全帶等防措施。

2. 吊籠運轉中，應禁止操作人員擅離操作
位置。

災害防止對策



107年6月11日9時50分許，罹災者進行固定式
起重機設備的電焊及切割作業，在切斷托座上槽
型鋼和縱樑接點時，遭彎曲縱樑之反作用力彈起
撞擊墜落，經送醫救治仍傷重死亡。

案例.9

從事鋼樑接點切割作業發生墜落致死





1. 高度2公尺以上作業未以架設施工架或其
他方法設置工作台。

2. 未使勞工確實使用必要之防護具。

3. 固定式起重機之檢修、調整作業，未指
定作業監督人員，從事監督指揮工作。

災害原因分析



1. 架設施工架或設置工作台。

2. 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帽…。或採安全網
等措施。

3. 指定作業監督人員，從事監督指揮工作。

災害防止對策



107年10月28日13時45分，罹災者進行施工架
組拆，作業中以手左右搖晃斜籬拉桿進行微調，
導致斜籬拉桿與施工架腳柱連結之U型扣環插銷
脫落，工作用板料失去支撐，罹災者墜落，經送
醫救治仍傷重死亡。

案例.9

從事施工架組拆作業墜落致死



罹災者以手左右搖晃斜籬拉桿進行微調，導
致斜籬拉桿與施工架腳柱連結之U型扣環插
銷脫落。

災害原因分析



斜籬拉桿與施工架腳柱連結之U型扣環插銷
脫落後，斜籬拉桿及工作用板料即失去支撐，
罹災者墜落地面。

災害原因分析



對於鋼構懸臂突出物、斜籬、二公尺以上未
設護籠等保護裝置之垂直固定梯、局限空間、
屋頂或施工架組拆、 …，應採用符合
CNS14253-1同等以上規定之全身背負式安全
帶及捲揚式防墜器。

災害防止對策



職安署教材
施工架作業安全



職安署教材
施工架作業安全



職安署教材
施工架作業安全



施工架之垂直、水平方向一定距離內，應設置壁連座
或繫牆桿等與構造物妥實連接。

壁連座：框式施工架(垂直9.0m、水平8.0m以下)

單管施工架(垂直5.0m、水平5.5m以下)

繫牆桿：施工架(垂直5.5m、水平7.5m以下)

搭設或拆除時，規定距離內設置壁連座或繫牆桿等仍
應維持。

與構造物妥實連接

建置間距



壁連座或繫牆桿等之尺
寸、與構造物連接之強
度、設置之合理間距等，
應由專任工程人員或具專
業技術及經驗之人員依結
構力學原理設計及繪製施
工圖說，且連接設施應依
規定設置。

與構造物妥實連接

如何確認有妥實連接





斜撐材

適當之斜撐材補強 適當之斜撐材補強

適當之斜撐材及對角撐材補強



「墜落、滾落」、「物體倒塌、崩塌」

未有安全撐座 防墜措施不足



移動式施工架作業安全

職安署教材 安全內爬梯



移動式施工架作業安全

可掀式踏板 輔助斜撐、可調支座



雇主對於使用之移動梯，應符合下列規定：
➢具有堅固之構造。

➢其材質不得有顯著之損傷、腐蝕等現象。

➢寬度應在三十公分以上。

➢應採取防止滑溜或其他防止轉動之必要措施。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 229 條



職安署教材



職安署教材
「墜落、滾落」

絕緣破壞致感電 架設於施工架上



職安署教材



職安署教材



雇主對於使用之合梯，應符合下列規定：
➢具有堅固之構造。

➢其材質不得有顯著之損傷、腐蝕等。

➢梯腳與地面之角度應在75度以內，且兩梯腳間有金屬等
硬質繫材扣牢，腳部有防滑絕緣腳座套。

➢有安全之防滑梯面。

➢雇主不得使勞工以合梯當作二工作面之上下設備使用，
並應禁止勞工站立於頂板作業。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 230條



職安署教材



「墜落、滾落」

利用梯腳橫向移動
高度2公尺以上未使用
工作台(高空工作車)



職安署教材
「墜落、滾落」

不平穩處所使用 載貨台上使用



職安署教材
「墜落、滾落」

絕緣破壞致感電 架設於施工架上



協同作業



物體飛落



107年3月3日10時30分許，罹災者駕駛堆高機
搬運置物架，因堆高機升降架卡阻於桅桿導軌
上，罹災者站在堆高機左側輪座上用力扳動貨
叉。突然，升降架快速落下，罹災者重心不穩跌
落於輪座間，貨叉重壓在罹災者身上，經送醫仍
傷重死亡。

案例.1

從事堆高機搬運作業物體飛落致死





未設置防止物體飛落之設備，升降架突然快
速落下，罹災者跌落於輪座間，遭貨叉重壓
於輪座間，傷重死亡。

災害原因分析



堆高機之修理或附屬裝置之安裝、拆卸等作
業時，於機臂、突樑、升降台及車台，應使
用安全支柱、絞車等防止物體飛落之設施。

災害防止對策



107年10月2日5時24分許，罹災者駕駛曳引車
裝載2只20呎貨櫃至碼頭卸櫃。在橋型起重機定
位後，無指揮手指揮情況下，起重機駕駛放下貨
櫃吊架夾取貨櫃，起吊後卻又發生貨櫃掉落，直
接壓在曳引車車頭，貨櫃車駕駛當場死亡。

案例.2

從事貨櫃裝載作業發生物體飛落致死







1. 起重機具之作業，現場未規定一定之運
轉指揮信號，未指派專人負責指揮。

2. 於陸上裝卸作業時，未禁止勞工進入吊
掛作業有發生危害之虞之區域。

災害原因分析



貨艙、甲板或陸上裝卸作業時，雇主應禁止
勞工進入吊舉物下方及其他有發生危害之虞
之區域。

災害防止對策



107年11月21日10時30分許，罹災者在地下室
斜坡車道，立於移動式施工架上進行天花板補
漆，另名同事負責扶住移動式施工架。在移機作
業時，罹災者未依規定先離開施工架，且因於下
坡移動難以控制，導致罹災者連同施工架翻倒，
經送醫不治。

案例.3

從事天花板補漆作業發生物體飛落致死







1. 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未戴安全
帽。

2. 於裝有腳輪之移動式施工架上作業時，
移動該施工架。

災害原因分析



1. 雇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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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裝有腳輪之移動式施工架，勞工作業時，
其腳部應以有效方法固定之；勞工於其
上作業時，不得移動施工架。

災害防止對策



107年11月22日13時15分許，工程進行吊掛砂
子作業，罹災者與另名同事於1樓負責剷砂。吊
掛作業中，突然聽到太空包掛耳斷裂的聲音，裝
有砂之太空包旋即自高度約46.08m高空掉落，
罹災者與同事被擊中，罹災者當場死亡，同事侯
員受傷送醫。

案例.4

從事太空包吊掛作業發生物體飛落致死





1. 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未使
其正確戴用適當安全帽。

2. 吊掛作業，未採取防止人員進入吊舉物
下方及吊舉物通過人員上方之設備或措
施。

災害原因分析-1



3. 起吊作業前，未先行確認其使用之吊掛
用具(太空包)之強度、規格、安全率等之
符合性；並檢點吊掛用具(太空包)，汰換
不良品。

災害原因分析-2



1. 雇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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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確認使用之吊掛用具強度、規格、安全
率等之符合性，訂定自動檢查計畫，落
實自動檢查。

災害防止對策



107年11月28日16時20分許，罹災者於4樓負
責以捲揚機吊掛砂及袋裝水泥，因固定捲揚機之
錏管鐵線未綁緊，致錏管自施工架脫落，罹災者
不幸遭掉落捲揚機撞擊頭部，經送醫救治仍傷重
死亡。

案例.5

從事捲揚機吊運水泥作業發生物體飛落致死





1. 以捲揚機吊運物料時，未於安裝捲揚機
前核對並確認設計資料及強度計算書。

2. 以12#單圈鐵線將捲揚機固定於施工架橫
材上，因未綁緊，致罹災者於4樓準備將
吊掛物水平拉進室內時，捲揚機自施工
架脫落。

災害原因分析



1. 安裝前須核對並確認設計資料及強度計
算書。

2. 置放於高處，位能超過十二公斤.公尺之
物件有飛落之虞者，應予以固定之。

災害防止對策



107年12月18日9時15分許，罹災者與同事陳員
吊運真空罐，於吊運過程真空罐突然滑脫掉落，
罹災者遭擊中頭部及胸膛，陳員立即通知其他人
搶救，經送醫仍傷重死亡。

案例.6

從事真空罐拆清作業發生物體飛落致死





1. 吊運物料時，未有防止吊舉中所吊物體
脫落之裝置。

2. 吊運作業中未嚴禁人員進入吊掛物下方
及吊鏈、鋼索等內側角。

災害原因分析



1. 吊鉤或吊具應有防止吊舉中所吊物體脫
落之裝置。

2. 吊運作業中應嚴禁人員進入吊掛物下方
及吊鏈、鋼索等內側角。

災害防止對策

捲揚機等吊運物料時



1. 捲揚裝置於開始使用、拆卸、改裝或修
理時，針對安裝部位、結合元件強度實
施重點檢查。

2. 捲揚裝置應於每日作業前就其制動裝置、
安全裝置、控制裝置及鋼索通過部分狀
況實施檢點。

災害防止對策



物體倒塌、崩塌



107年5月4日13時許，罹災者於工地進行箱涵
底版可調鋼管支撐組立工程。約13時罹災者稍
坐在水平支撐下方休息，突然間三角托架掉落，
橫擋亦隨之掉落壓住罹災者，經送醫救治仍傷重
死亡。

案例.1

從事箱涵伸縮縫封模作業發生物體倒塌致死





1. 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未正
確戴用安全帽。

2. 擋土支撐，未繪製施工圖說，並指派或
委請前項專業人員簽章確認其安全性後
按圖施作之。

災害原因分析-1



3. 未依擋土支撐構築處所之地質鑽探資料，
研判土壤性質、地下水位、埋設物及地
面荷載現況，妥為設計，且繪製詳細構
築圖樣及擬訂施工計畫，並據以構築之。

4. 擋土支撐之構築，未將支撐、橫擋及牽
條等，確實安裝固定於樁或擋土壁體上。

災害原因分析-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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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專業人員依現況妥為設計，繪製施工圖
說簽章確認其安全性，擬訂施工計畫按
圖施作。

災害防止對策



107年11月12日，罹災者跨站於合梯兩側第5階
位置(離地大約高度150cm)，量測跨載機輪胎鞍
座補強板，跨載機輪胎鞍座(重量約為4,242kg)
突然向西側倒塌，罹災者自合梯上摔落地面，經
送醫救治仍傷重死亡。

案例.2

從事鞍座補強板量測作業發生物體倒塌致死





工作場所放置之物料有倒塌之虞者，未設置
防止物料倒塌之設施。

災害原因分析



雇主對於搬運、堆放或處置物料，為防止倒
塌、崩塌或掉落，應採取繩索捆綁、護網、
擋樁、限制高度或變更堆積等必要設施，…。

災害防止對策



與有害物等之接觸



➢ 非供勞工在其內部從事
經常性作業

➢ 勞工進出方法受限制

➢ 且無法以自然通風來維
持充分、清淨空氣之空
間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 19-1 條所稱局限空間



常見的局限空間

人孔、下水道、溝渠、涵
洞、坑道、隧道、水井、集
液(水)井、反應器、蒸餾塔、
蒸煮槽、生(消)化槽、儲槽、
穀倉、船艙、地窖、施工中
之地下室、沉箱高壓室內
部，及溫泉作業之硫磺泉儲
水槽等通風不充分之場所，
可能有發生缺氧、中毒、火
災及爆炸之虞。



注意重點
➢ 作業前向勞檢處通報(通報專區-特定作業通報)。

➢ 訂定危害防止計畫。

➢ 指定缺氧作業主管從事監督作業。

➢ 指派專人於每次作業前測定作業處所氧氣、硫化氫
等有害物或可燃性氣體、蒸氣之濃度。

➢ 清除可燃性粉塵。

➢ 確實作好通風換氣，確認無危險之虞。

➢ 作業期間仍應隨時監測危害物質濃度。

➢ 採取並設置必要之安全衛生防護及急救設施。



107年1月5日，罹災者於臥式圓筒型熱媒熔解槽
上，先將4包大包裝熱媒塊以鐵鎚敲碎分裝，再
利用繩索搬至平台上投料，不慎有一包連同包裝
袋一起投入，必須入槽撿出，然因槽內氮氣無法
自然通風排出，使氧氣濃度過低造成罹災者昏
倒。同事發現即救援，經送醫救治仍傷重死亡。

案例.1

從事熱媒塊投料作業發生缺氧致死





1. 未測定空氣中氧氣濃度。

2. 未予適當換氣。

3. 關閉閥後未上鎖並公告周知。

4. 未指定缺氧作業主管監督。

5. 未置備緊急避難或救援安全防護設備。

災害原因分析

缺氧作業



1. 置備必要測定儀器，作業前確認氧氣及
危害物質濃度，作業期間連續確認。

2. 對進出各該場所勞工，應予確認或點名
登記。

3. 置備空氣呼吸器等呼吸防護具、梯子、
安全帶或救生索等…。

災害防止對策



將測定儀器、通風換氣及救援設備等之檢點
及維護方法，增列為危害防止計畫應列事項，
以完備計畫內容，確保勞工作業安全；其中
測定儀器之檢點應包含儀器廠牌、型號、校
正日期及合格使用期限等項目，爰修正第2
項第7款。

職業安全衛生設規則

第29-1條 108.04.30修正



局限空間作業具高危害風險，為督促雇主落
實局限空間安全管理，避免勞工在未有必要
之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之狀況下，即進入局
限空間，爰增訂應於非作業期間另採取上鎖
或阻隔人員進入等管制措施。

職業安全衛生設規則

第29-3條 108.04.30修正



局限空間作業肇災主因為缺氧、中毒，爰局
限空間如有缺氧空氣或危害物質致危害勞工
之虞，不論是否具空間廣大或連續性流動之
特性，於作業期間均應採取連續確認氧氣及
危害物質濃度。

職業安全衛生設規則

第29-4條 108.04.30修正



雇主對於機械之掃除、上油、
檢查、修理或調整有導致危害
勞工之虞者，應停止相關機械
運轉及送料。為防止他人操作
該機械之起動等裝置或誤送
料，應採上鎖或設置標示等措
施，並設置防止落下物導致危
害勞工之安全設備與措施。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 57 條第 1 項

上鎖、標示

(OSHA圖例)



107年5月7日15時30分許，罹災者三人施作某
社區地下室廢水池水管維修。施作前未警覺廢水
池內有害物(硫化氫)概況，三人先後入池，因吸
入過多硫化氫，導致三人隨即陷入昏迷，經送醫
救治仍傷重死亡。

案例.2

廢水池維修水管作業發生與有害物接觸致死





1. 未測定空氣中硫化氫濃度，及設置適當
通風換氣設備，並確認持續有效運轉。

2. 對進出場所勞工，未予確認或點名登記。

3. 未將注意事項公告於作業場所入口顯而
易見之處所。

災害原因分析



4. 未指定缺氧作業主管監督。

5. 未置備空氣呼吸器等呼吸防護具、安全
帶等設備供勞工緊急避難或救援人員使
用。

6. 未訂定局限空間作業危害防止計畫。

災害原因分析



1. 置備必要測定儀器，並採取隨時監測濃
度之措施。

2. 對進出各該場所勞工，應予確認或點名
登記。

3. 置備空氣呼吸器等呼吸防護具、梯子、
安全帶或救生索等…。

災害防止對策



4. 予適當換氣，以保持該作業場所空氣中
氧氣濃度在百分之十八以上。

5. 指定缺氧作業主管及監視人員。

災害防止對策



107年6月10日16時30分許，罹災者二人(郭
員、顏員)與外勞，至漁船冷凍艙修繕冷凍系統
管路，作業中另一冷凍管路突然破裂，造成液氨
大量洩漏並氣化成氨氣，二人逃生不及昏迷倒
地，經送醫救治仍傷重死亡。

案例.3

冷凍系統管路修繕作業與有害物接觸致死





1. 未確認冷凍管路內所使用氨氣特性，改
以安全替代氣體實施冷凍系統之檢漏。

2. 對使用氨氣等丁類物質之冷凍系統設備，
修理拆卸作業，未供給勞工穿著不浸透
性防護衣、防護手套、防護長鞋、呼吸
用防護具等個人防護具。

災害原因分析



1. 確認所使用物質之毒性，尋求替代物之
使用、建立適當作業方法、改善有關設
施與作業環境並採取其他必要措施。

2. 提供必要防護具。

3. 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監督作業。

災害防止對策



跌倒



107年3月5日16時50分許，罹災者原進行清洗模
板作業，後另派至工地室內撿拾垃圾。因收工時
間將屆，同事欲詢問罹災者工作概況，於該工地
E棟6戶內，發現罹災者已仰躺該樓梯轉台上，經
送醫救治仍傷重死亡。

案例.1

從事垃圾撿拾作業發生跌倒致死





未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確戴用。

災害原因分析



雇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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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災害防止對策



雇主對於勞工工作場所之通
道、地板、階梯、坡道、工作
台或其他勞工踩踏場所，應保
持不致使勞工跌倒、滑倒、踩
傷、滾落等之安全狀態，或採
取必要之預防措施。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 21 條 108.04.30修正

堆置雜物



「跌倒」

地板積水 地板油漬



雇主對勞工於橫隔兩地之通行
時，應設置扶手、踏板、梯等
適當之通行設備。但已置有安
全側踏梯者，不在此限。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 35 條



「跌倒」

管線跨距過大 管線跨距過大



感電



新聞案例



案例



107年5月19日，雇主之子使用鋁梯攀爬至屋
頂，查看水塔漏水情形，勘查後，於7時35分收
梯時，鋁梯碰觸到鄰房帶電金屬浪板而感電，經
送醫救治仍傷重死亡。

案例.1

從事屋頂作業發生感電致死





鄰房金屬浪板固定螺絲鑽破三相220伏特電
線造成帶電，且用電設備未設置漏電斷路器，
遭電壓220伏特電擊。

災害原因分析



實施自動檢查，事先確認。

災害防止對策



雇主對於使用之電氣設備，應依用戶用電設
備裝置規則規定，於非帶電金屬部分施行接
地。

職業安全衛生設規則

第239-1條 108.04.30 新增



雇主為避免漏電而發生感電危害，應依下列
狀況，於各該電動機具設備之連接電路上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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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使用對地電壓在一百五十伏特以上
移動式或攜帶式電動機具。

職業安全衛生設規則

第243條 108.04.30修正



二.於含水或被其他導電度高之液體濕
潤之潮濕場所、金屬板上或鋼架上等
導電性良好場所使用移動式或攜帶式
電動機具。

三.於建築或工程作業使用之臨時用電設
備。

職業安全衛生設規則

第243條 108.04.30修正



107年7月20日11時許，罹災者完成第1魚池捕
撈工作，接續要將第2魚池的水車拉回岸邊，左
手不慎碰觸已漏電之水泥柱，造成電流流經人體
形成迴路，導致罹災者感電倒地，經送醫救治仍
傷重死亡。

案例.2

從事魚池捕撈作業發生感電致死





1. 接觸因絕緣被覆破損致銅線裸露之電線
導通之鐵絲。

2. 對於潮濕場所，未於該連接電路上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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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災害原因分析



1. 對於含水或被其他導電度高之液體濕潤之潮濕場
所、金屬板上或鋼架上等導電性良好場所使用移
動式或攜帶式電動機具，設具有高敏感度、高速
型，能確實動作之防止感電用漏電斷路器。

2. 作業中或通行時，有接觸絕緣被覆配線或移動電
線或電氣機具、設備之虞者，應有防止絕緣被破
壞或老化等致引起感電危害。

災害防止對策



新聞案例



107年7月24日9時45分許，罹災者搭乘吊籃張
掛帆布廣告，施作時腳踏隔壁直立廣告招牌後鐵
架。約9時45分，天空開始下雨，同事在地面呼
叫罹災者收拾工具準備收工時，發現罹災者已因
開關箱漏電而感電，立即通報119搶救，經送醫
救治仍傷重死亡。

案例.3

從事張掛帆布廣告作業發生感電致死





廣告招牌未接地，未於該連接電路上設置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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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災害原因分析



1. 應事先確認從事作業無感電之虞，始得施作。

2. 對於含水或被其他導電度高之液體濕潤之潮
濕場所、金屬板上或鋼架上等導電性良好場
所使用移動式或攜帶式電動機具，設具有高
敏感度、高速型，能確實動作之防止感電用
漏電斷路器。

災害防止對策



11.對於廣告、招牌或其他工作物拆掛作業， 應事先
確認從事作業無感電之虞，始得施作。

鑑於近年發生多起廣告、招牌或其他工作物拆掛作
業，未事先確認作業環境有無感電之虞，致勞工因附
近設施漏電而發生感電職業災害，為保護作業勞工安
全，爰增列第11款規定。

職業安全衛生設規則

第276條 108.04.30新增



「感電」

插座老舊 電線不當搭接



「感電」

絕緣脫落、破損未設於開關箱



「感電」

開關箱未設中隔板 電線未架高



防護措施

中隔板、分路標示 防護踏條



漏電斷路器樣式



漏電斷路器

插座型漏電斷路器 設置於各分路



➢建築或工程興建之臨時用電設備。

➢游泳池、噴水池等場所水中及周邊用電設備。

➢公共浴室等場所之過濾或給水電動機分路。

➢辦公處所、學校和公共場所之飲水機分路。

➢住宅、旅館及公共浴室之電熱水器及浴室插座分
路。

漏電斷路器相關規定-1
那些用電設備或線路除施行接地外，並在電路上或該等
設備之適當處所裝設漏電斷路器(節錄)



➢陽台插座及離廚房水槽1.8公尺以內之插座分路。

➢辦公處所之沉水式用電設備。

➢裝設在金屬桿或金屬構架之路燈…等。

➢慶典牌樓、裝飾彩燈。

➢由屋內引至屋外裝設之插座分路。

➢其他設於潮濕場所之用電設備或線路等比照辦理。

漏電斷路器相關規定-2
那些用電設備或線路除施行接地外，並在電路上或該等
設備之適當處所裝設漏電斷路器(節錄) -續



雇主使用之電氣器材及電線等，
應符合國家標準規格。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 239 條

認證標章



火災、爆炸



107年2月1日18時51分許，罹災者等四人於廚
房作業，阮員不小心將瓦斯鋼瓶碰倒，瓦斯外
洩，張員欲將該傾倒鋼瓶之開關關閉時，瞬間發
生氣爆，經通報119，立即將四人送醫救治，共
造成四人受傷住院。

案例.1

從事餐館作業發生爆炸四人受傷住院





未對貯放之液化石油氣鋼瓶安穩置放並加固
定，傾倒時又因該鋼瓶開關閥門呈現開啟狀
態，致大量瓦斯外洩，遇火源引爆。

災害原因分析



高壓氣體之貯存應安穩置放並加固定及裝妥
護蓋。

災害防止對策



107年3月10日17時55分許，罹災者三人進行除
粉罐觸媒卸除改善作業，完成後，設備運轉氣動
式通風管自人孔送風，除粉罐內氫氣濃度達到氫
氣爆炸界限(4%~75%)範圍內，加上因金屬碰
觸火花、氣體摩擦或人員移動產生靜電，導致爆
炸，造成三傷。

案例.2

從事觸媒再生器改善作業發生爆炸致死





1. 對化學設備及其附屬設備之改善、修理、
清掃、拆卸等作業，未確實將閥或旋塞
雙重關閉或設置盲板。

2. 作業場所有可燃性氣體滯留，而有爆炸、
火災之虞者，未指定專人於作業前測定
前述氣體之濃度。

災害原因分析



1. 依危險特性採取通風、換氣、除塵等措
施及作業前測定。

2. 為防止危險物、有害物、高溫水蒸汽及
其他化學物質洩漏致危害作業勞工，應
將閥或旋塞雙重關閉或設置盲板…。

災害防止對策



107年6月30日8時30分許，罹災者被於施工架
上鏟整鋼構焊道，鄭員於地面上檢點機具；約8
時30分，鄭員突遭鏟焊火苗引燃衣物，哀嚎慘
叫，經搶救送醫，仍不幸死亡。

案例.3

從事鋼構焊道鏟整作業發生火災致死





1. 未依規定置鋼構組配作業主管，現場決
定作業方法，指揮勞工作業。

2. 未置備適當防護裝置及防護具，並使勞
工確實使用，導致焊道鏟整作業時，高
熱之鏟焊火花噴濺使其所著衣物燃燒，
造成身體多處灼傷。

災害原因分析



1. 指派鋼構組配作業主管，決定作業方法，
指揮勞工作業。

2. 對於熔礦爐…、或其他高溫操作場所，為
防止爆炸或高熱物飛出，除應有適當防
護裝置及置備適當之防護具外，並使勞
工確實使用。

災害防止對策



敬請指教

Thank You!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