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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師簡介 
  張篤軍技師 

   現職: 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新北服務處 
         工程師19年 
   經歷: 台北市捷運工程局南區工程處安衛工程司 
         台灣省住宅及都市發展處監造工程師 
   資格: 工業安全專技高考及格(工安技師)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罫屋頂墜落預防加強策略 計畫主持人 
         臺中市勞動檢查處安衛扎根計畫 計畫主持人 
         彰化縣政府高風隩危隩物品工廠公共安全管理計畫計畫主持人 
               職業衛生管理甲級技術士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罫中彰投分罫職訓中心聘任講師 
         工業局OHSAS 18001合格輔導人員 
         內政部營建罫工地主任班訓練合格 
              財政部關稅總局優質企業供應鏈安全專責人員訓練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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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大綱 

 1.職業安全衛生法規簡介 

 2.校園安全衛生 

 3.結語 

 4.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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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重要面向 

「職業安全衛生法」總文計55條，修正重點六大面向： 

一、擴大適用對象，並及於所有勞動場所 

二、建構機械、設備及化學品源頭管理機制 

三、健全職業病預防體系，強化勞工身心健康保護 

四、健全女性及少年勞工之健康保護措施 

五、強化高風隩事業之定期製程安全評估監督機制及提高 

    違法事項罰則 

六、增列勞工立即危隩作業得退避、原事業單位連帶賠償 

    及勞工代表會同職業災害調查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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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4.16 制定公布『勞工安全衛生法』 

 2013.6.18 立法院修正更名為『職業安全衛生法』 

 2013.7.3 總統公布『職業安全衛生法』 

 2014.7.3『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一階段施行 

 2015.1.1『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二階段施行 

沿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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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安法附屬法規合計60種 

 

6 

職業安全衛生法規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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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法 

架

構 

第一章 總則(1-5) 

第五章 罰則 (40-49) 

第四章 監督與檢查 

(35-39) 

第三章 安全衛生管理

(23-34) 

第二章 安全衛生設

施(6-22) 

安全衛生管理、承攬管理、青少年及女性保護、

教育訓練、安衛守則等 

職業安全衛生諮詢會、檢查、停工、協助及顧問

服務機構輔導、職業災害之調查、通報、統計及

公布、工作者申訴及調查等  

刑罰:1及3年或18及30萬罰金 

罰鍰:製造、輸入及供應者及雇主3-300萬; 

其他類型:限期改善、按次處罰、沒入、撤銷或廢

止、公布名稱及姓名等 

促進安衛文化發展、機關推動安衛之評核、自營作

業者準用、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

人員之比照適用、業務委託、規費及施行等 

目的、名詞定義、主管機關、適用範圍 、一

般責任 

第六章 附則 (50-55) 

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機械器具設備源頭管理及
型式驗證、危害性之化學品分類標示及通識與分
級管理 、新化學物質源頭登錄、作業環境監測、
甲類定期危評 、危險性機械或設備檢查 、建築物
依法設計、立即發生危險之退避、特殊危害作業
休息保護、體格檢查 及健康檢查及分及管理、健

康服務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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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與各級主管職責 

1.職業安全衛生法令立法功能架構 

2.職業安全衛生業務及職責 

3.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與管理職責 

4.主管機關勞動檢查與監督 

5.職業災害與案例探討 

6.實驗場所安全衛生管理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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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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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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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條（用詞定義） 
 工作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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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法保護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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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條（用詞定義） 

 職業災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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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上原因引起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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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場所： 

1.於勞動契約存續中，由雇主所提
示，使勞工履行契約提供勞務之
場所。 

2.自營作業者實際從事勞動之場所。 

3.其他受指揮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
實際從事勞動之場所。 

 工作場所：勞動場所中，接受雇
主指示或代理雇主處理有關勞工
事務之人所能支配、管理之場所。 

 作業場所：工作場所中，為特定
之工作目的所設之場所。 

勞動場所 

工作場所 

作業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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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場所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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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條（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 

 中央：勞動部 

 直轄市：直轄市政府； 

 縣（市）：為縣（市）政府。 

 本法所稱衛生事項，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辦
理。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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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法適用於各業。但因事業規模、性質及風隩等因素，
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公告其適用本法之部分規定。 

 特殊事業得僅部分適用如政府機關、民意機關、國防
事務業、宗教組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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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條（適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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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責任於實務上之考量要件為： 

  (1)危害確實存在； 

  (2)該危害是可經確認的； 

  (3)該危害會導致或可能導致勞工嚴重之傷害或死亡； 

  (4)此種危害情況可改善，或是可以合理達到危害預防目的。 

 雇主自應事先評估風隩，採取合理可行作為（例如政府發布之安
全衛生指引或產業相關團體訂定之實務規範 等），並保留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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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訂罰則不表

示沒有責任! 

第5條（一般安全衛生責任）(General Duty Cl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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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法第5條(雇主安全保護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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隩評估，

致力防止此等物件於使用或工程施工時，發生職業災害。 

合理可行範圍，指依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法令、指引、實務規範或一般 

社會通念，雇主明知或可得而知勞工所從事之工作，有致其生命、身體 

及健康受危害之虞，並可採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者。(細則8) 

風險評估(Risk Assessment) :指辨識、分析及評量風險之程序。 

雇主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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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條第1項（雇主預防職災之一般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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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法481-1條  
受僱人服勞務，其生命、身體、健康有受危害之虞者，僱
用人應按其情形為必要之預防。 

 民法184條第2項 （侵權行為） 
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
但能證明其行為 無過失者，不在此限。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7條（職災賠償） 
勞工因職業災害所致之損害，雇主應負賠償責任。但雇主
能證明無過失者，不在此限。 

 勞動基準法第59條（職災補償） 
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殘廢、傷害或疾病時，雇
主應依左列規定予以補償。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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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設計、施工規劃階段採取較安全工法、工序的整合、設置適當、足 

 量的安衛設施… 

採取營造設施、施工機械、設備及器具(下稱:設備)應具本質安全並評估 

  其風隩，設備之型式符合法令或標準並附有證明文件及標示 

作業人員應有充分之職能(知識、技術和態度) 

選擇安全之設備、原物料之義務 

維護營造設施、設備安全性能、工區及動線配置安全之義務 

作業環境危害應有預防對策及有效防護(施工界面管理、惡劣天候之停止 

 作業) 

提供並使工作者正確使用防護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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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可行範圍」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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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第59條（職災補償） 
 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殘廢、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

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隩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
得予以抵充之： 

 勞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職業病之種類及其
醫療範圍，依勞工保隩條例有關之規定。 

 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但醫療期間屆
滿二年仍未能痊癒，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為喪失原有工作能力，且不合第
三款之殘廢給付標準者，雇主得一次給付四十個月之帄均工資後，免除此項工
資補償責任。 

 勞工經治療終止後，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其身體遺存殘廢者，雇主應按其
帄均工資及其殘廢程度，一次給予殘廢補償。殘廢補償標準，依勞工保隩條例
有關之規定。 

 勞工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而死亡時，雇主除給與五個月帄均工資之喪葬
費外，並應一次給與其遺屬四十個月帄均工資之死亡補償。 

 其遺屬受領死亡補償之順位如下：（一）配偶及子女。（二）父母。（三）祖父母。
（四）孫子女。（五）兄弟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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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凡:機械、器具、設備、電能、熱能、墜落、崩塌、材
料、高溫、水患、火災等引起之危害。 
前項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等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營繕工程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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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條第1項（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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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性危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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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骨骼疾病案例—腕隧道症候群 

 工作內容 
個案是51歲男性，擔任機台
設備維修員約15年。 
工作中需經常使用雙手操作
手工具。 
以鐵鎚用力敲打、手持扳手
鬆開螺絲或手持螺絲起子拆
解機台等，帄均一天工作中
至少有5至6小時以雙手手持
手工具施力工作。 
 

 發病過程 
個案近兩年發現其右手無力、
酸痛與麻木等症狀，後因雙
手疼痛加劇且右手無法上舉，
懷疑與工作相關而至職業傷
病防治中心就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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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骨骼疾病案例—腰部椎間盤突出 

 個案是50歲女性，從事泥
水工逾25年，每週工作5-6
天，每天8小時，搬運水泥
或磁磚，每日工作有大於
一半的時間在搬運。 

 
 個案自覺右側下背痛伴隨

右側腳酸麻感，甚至出現
無法行走之情形，診斷為
腰椎第三、第四、第五節
及薦椎第一節椎間盤突出。  

 其他：扳機指、腕隧道症
候群…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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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常工作負荷案例—過勞死 

100.03.01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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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條（機械設備產品安全自我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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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應符合安全標準之機械、設備或器具 
(細則第13條)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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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 
29 

調整片 砂輪護罩 
砂輪 

（高速旋轉） 

扶刀架 開關 

被
夾
・
被
捲 

 市售的雙頭砂輪機(參考例) 

註： 此為桌上型砂輪機，須固定於工作檯。 

破
裂
飛
散 

粉
塵
飛
散 

觸電 
噴出火花 

飛
來 

切
割

摩
擦 



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 

30 

符合安全標準者於資訊申報網站登錄 
，並於產品明顯處張貼合格標章。 
(法8) 

經公告之產品需強制型式驗證合格 

安全標示 驗證合格 
識別代碼位數為6位數 
驗證機構代號為3位數 

識別代碼位數為6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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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條（機械設備產品安全型式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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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條（機械設備產品安全後市場查驗）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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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條（化學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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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條（化學品管理-分級管理措施）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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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條（作業環境監測） 

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測定： 

1.高溫作業場所，應每3個月測定。 

2.於85分貝以上噪音之作業場所，應每6個月測定。 

化學性因子作業環境測定： 

1. 48種有機溶劑作業場所，應每6個月測定濃度。 

2. 39種特定化學物質作業場所，應每6個月測定。 

3. 鉛作業場所，應每年測定。 

4. 特定粉塵作業場所，應每6個月測定。 

5. 中央空調之建築物作業場所，每6個月測定CO2 濃度 

6. 地下通道等坑內作業場所，應每6個月測定粉塵、CO2之濃度。 

7.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作業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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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3條（新化學物質） 

 第14條第1項（管制性化學品） 

 第14條第2項（優先管理化學品） 

 第15條（石化及有害化學危隩工作場所-定期製程安全評
估機制） 
一、從事石油裂解之石化工業。 

 二、從事製造、處置或使用危害性之化學品數量達中央 

         主管機關規定量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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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性化學品及危評製程再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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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者或輸入者對於新化學物質，未繳交化學物質安全評估報 
告，並經核准登記前，不得製造或輸入含有該物質之化學品。 
(職安法13Ⅰ) 

新化學物質安全評估及核准登記(源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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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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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者、輸入者、供應者或雇主，對於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 
管制性化學品，不得製造、輸入、供應或供工作者處置、使用 
。但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者，不在此限。。(法14Ⅰ)   

指定管制性化學品之禁止與許可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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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者、輸入者、供應者或雇主，對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 
優先管理化學品，應將相關運作資料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 
(法14Ⅱ)   

優先管理化學品之流向通報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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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輕火災不斷  怪法規不週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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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經檢查合格，不得使用 
 固定式起重機。 
 移動式起重機。 
 人字臂起重桿。 
 營建用升降機。（設置於營建工地，供營造施工使用之升降機） 
 營建用提升機。 
 吊籠。 
 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1)鍋爐。 

  (2)壓力容器。 

  (3)高壓氣體特定設備。 

  (4)高壓氣體容器。 

  (5)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設備構造強度、熔接效率、 裝置場所及其周邊狀況、安全裝置、附屬裝置 

  、腐蝕情形等均影響使用安全。  

第16條（危隩性之機械或設備之檢查）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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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條第2項（勞工具立即危隩自行退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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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立即發生危隩之虞之類型 

   一、墜落。  

   二、感電。  

   三、倒塌、崩塌。  

   四、火災、爆炸。  

   五、中毒、缺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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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條第3項（保護勞工正當行使退避權不受處分） 

45 

勞工正當行使退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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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危隩之情形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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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條（特殊危害作業之管理） 

 減少工作時間，並在工作時間中給予適當之休息 

高溫(戶外高氣溫)作業可能導致熱中暑、熱衰竭、 

  熱痙攣； 

異常氣壓作業可能導致潛水伕病； 

高架作業造成昏眩導致墜落危害； 

精密作業可能導致視覺疲勞； 

重體力勞動導致虛脫。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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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條（體格檢查與健康檢查） 

雇主於僱用勞工時，應施行體格檢查 
對在職勞工應施行下列健康檢查： 
    一、一般健康檢查。 
    二、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者之特殊健康檢查 
    三、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為特定對象及特定項目之健康檢查。 

細則第二十九條   特別危害健康作業，指下列作業： 

  一、高溫作業。 

  二、噪音作業。 

  三、游離輻射作業。 

  四、異常氣壓作業。 

  五、鉛作業。 

  六、四烷基鉛作業。 

  七、粉塵作業。 

  八、有機溶劑作業，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九、製造、處置或使用特定化學物質之作業，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十、黃磷之製造、處置或使用  作業。 

 十一、聯啶或巴拉刈之製造作 業。 

 十二、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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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條（勞工健康保護制度）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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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3至34條 

 

50 

安全衛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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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建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之規定 

事業單位達一定規模以上或為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所定之 

危隩性工作場所者，應建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法23)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指事業單位依其規模、性質，建立包括

安全衛生政策、組織設計、規劃與實施、評估及改善措施之系統

化管理體制。(細則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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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SHMS 架構 
政  策 

4.1.1 職業安全衛生政策 
4.1.2 員工參與 

組織設計 
4.2.1 責任與義務 
4.2.2 能力與訓練 

4.2.3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文件化 
4.2.4 溝通 

評估 
4.4.1 績效監督與量測 

4.4.2 調查與工作有關之傷害 
      、不健康、疾病和事故 
      對安衛績效之影響 

4.4.3 稽核 
4.4.4 管理階層審查 

規劃與實施 
4.3.1 先期審查 

4.3.2 安全衛生管理目標 
4.3.3 系統規劃與建立與實施 

4.3.4 預防與控制措施 
4.3.5 變更管理 

4.3.6 緊急應變計畫 
4.3.7 採購 
4.3.8 承攬 

Plan 

Check 

Do 

D C 

A 

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 

 

改善措施 
4.5.1 預防與矯正措施 

4.5.2 持續改善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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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 條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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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 to Participate 

  Right to know 

 

 

 Worker’s duty 

勞工代表具工作守則會同訂定守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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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所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之內 
  容，依下列事項定之： 
    一、事業之安全衛生管理及各級之權責。 
    二、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維護及檢查。 
    三、工作安全及衛生標準。 
    四、教育及訓練。 
    五、健康指導及管理措施。 
    六、急救及搶救。 
    七、防護設備之準備、維持及使用。 
    八、事故通報及報告。 
    九、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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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內容 

本法施行細則 第4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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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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必要之教育及訓練事項、訓練單位之資格條 

    件與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則，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勞工對於第一項之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有接受 

    之義務。  

60 

預防災變教育及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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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第16條 

雇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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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工作環境、工作性

質與變更前相當者，不在此限。 

附表十四 

(一)作業安全衛生有關法規概要 

(二)職業安全衛生概念及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三)作業前、中、後之自動檢查 

(四)標準作業程序 

(五)緊急事故應變處理 

(六)消防及急救常識暨演練 

(七)其他與勞工作業有關之安全衛生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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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訓練時數： 

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依實際需要排定時數，不得 

少於三小時。 

但從事使用生產性機械 

或設備、車輛系營建機械、高空工作車、捲揚機等之操作及 

營造作業、缺氧作業、電焊作業等應各增列三小時；對製造 

、處置或使用危害性化學品者應增列三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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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條第1項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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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ight to investigate 

勞工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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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勞工代表具職業災害調查會同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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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條第2-4項 說  明 

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
一者，雇主應於八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
機構： 

一、發生死亡災害。 

二、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 

三、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一人以上， 

    且需住院治療。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 

    害。 

勞動檢查機構接獲前項報告後，應就工
作場所發生死亡或重傷之災害派員檢查。 
 

事業單位發生第二項之災害，除必要之
急救、搶救外，雇主非經司法機關或勞
動檢查機構許可，不得移動或破壞現場。 

重大職業災害通報去刑責化。 

應通報之職災不限於工作場所發生

者；新增罹災1人以上住院者： 

    指罹災在1人以上，且經醫療機構

診斷需住院治療者。 

通報義務：指罹災勞工之雇主，或

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監督從事勞

動之罹災工作者工作場所之雇主。 

通報時機：事業單位明知或可得而

知已發生規定之職業災害事實起8小

時內，應向其事業單位所在轄區之

勞動檢查機構通報。 

重大職業災害通報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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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處罰 
   行政上秩序罰[義務之懈怠，致間接影響勞工權益者] 
    ─ 罰鍰3萬元～ 30萬元[43] [限期改善而未如期改善]  
        ex ■ 違反危害性化學品，標示、製備清單、安全資料表及必要 
              之通識措施[10-1] 
           ■ 危害性化學品未採取分級管理措施[11] 
           ■ 違反建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之規定 [23-2] 
    ─ 罰鍰3萬元～ 30萬元[43] 
           ■ 違反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6-1]  
           ■ 應確保勞工之危害暴露低於容許暴露標準，由認可機構或 
              人員實施監測[12-1、3]  
           ■ 優先管理化學品運作資料未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14-2] 
           ■ 設置未經檢查合格之危隩性機械、設備[16-1] 
           ■ 高溫工作場所等未減少勞工工作時間[19-1]  
           ■ 危隩性機械、設備未僱用合格人員充任[24] 
             

罰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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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處罰 
   行政上秩序罰[義務之懈怠，致間接影響勞工權益者] 
    ─ 罰鍰3萬元～ 15萬元[45][限期改善而未如期改善]  
         ex ■ 違反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6-2]  

            ■ 未揭示環測計畫及環測結果，並通報中央主管機關[12-4] 
            ■ 違反實施體格及健康檢查之規定[20] 
            ■ 對健檢異常勞工，未採取健康管理措施[21] 

            ■ 勞工人數50人以上，未僱用或特約醫護人員[22]    
            ■ 違反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實施管理及自動檢查 
               [23-1]          
            ■ 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32-1] 
            ■ 會同勞工代表訂定工作守則之規定[34-1] 
            ■ 填報職災月報表致勞檢機構之規定[38] 

 

              

罰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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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應遵守義務 

體格檢查、健康檢查，有接受之義務。(20) 

接受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32) 

安全衛生工作守則，應切實遵行。(34) 

第46條 違反第二十條第六項、第三十二條第三項

或第三十四條第二項之規定者，處新臺幣三千元

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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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責任 
   行政刑罰[有惡性而直接侵害勞工權益者] 
      ─ 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30萬元以罰金 
         [40] 
      ─ 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18萬元以罰金 
         [41] 
   業務過失造成人員傷亡 
      ─過失致死罪[刑法第276條] 
      ─過失傷害罪[刑法第284條] 

職業安全衛生法職業災害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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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責任[侵權行為所生之責任] 
 
      侵權行為的成立要件[民法第184條]         
         ■主觀要件：故意或過失 
        ■客觀要件：行為頇不法 
                   侵害他人之權力  
                   致生損失 
 
            

       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民法第193條、194條] 
       ■ 殯葬費、法定撫養義務費(民法第192條)侵害他人身體或健         
           康，損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民法第193條) 
 
         ■被害人父母、子女及配偶雖非財產損失，亦得請求賠償(民法第 
           194條) 

職業安全衛生法職業災害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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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造、輸入或供應者之產品有下列情形得予以沒入、銷燬

或採取其他必要措施，其執行所需之費用，由行為人負擔： 

1.違反機械設備或器具產品，應合於安全標準、應經驗證

合格、應依規定安全標示及應依規定使用驗證合格標章

之規定者。 

2.違反管制性化學品應經許可之規定者。 

70 

產品沒入、銷燬規定 

其他相關行政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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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公布事業單位、負責人之名稱或姓名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公布事業單位、雇主或機構名稱及姓

名：（第49條） 

1.事業單位發生重大職業災害。 

2.經依罰則處分之事業單位。 

3.經依罰則處分之代行檢查機構、醫療機構、驗證機構、作業
環境監測機構、訓練單位或顧問服務機構。 

4.事業單位發生職業病。 

71 

其他相關行政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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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機關勞動檢查與監督 

工作場所實施檢查 
 

  —檢查事項有關報告、紀錄文件 
  —出面說明 
 
告知違反法令條款並通知限期改善 
 

通知部份停工或全部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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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哪些地方特別要注意安全! 

實驗室/詴驗室 

實習工場/廠 

廚房(包括實習場所) 

其他(如宿舍：宿舍的浴室、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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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材料及實驗裝置的問題 
    ◆ 新材料藥品的使用 
    ◆ 實驗室無人化 
    ◆ 特殊規格、詴做的實驗裝置 

實驗內容的問題 
    ◆ 短時間、單次實驗未事前安全評估 
    ◆ 作業形態多樣化、未訂定作業標準 

從事實驗人員的問題 
    ◆ 自信過高、未加相關實驗安全訓練 
    ◆ 對從事之實驗潛在危害、不了解 

 

實驗室的安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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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實驗室案例中之災害發生源分析 
(近年來國內實驗室21個災害案例) 

資料來源：勞研所工安警訊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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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實驗實習場所常見問題 

軟體部分 
  明顯缺乏風隩評估觀念與做法 
  化學品、氣體鋼瓶管理不當 
  廢棄物管理不當(產源、貯存及處理) 
  非工作時段連續使用設備或實驗管制程序 
  電氣安全 
  標準操作程序(SOP)較缺乏安衛注意事項考量 
    及異常狀況處理措施 
  安衛訓練不足 
  安全衛生自動檢查部落實 
  Housekeeping 

硬體部分 
  閒置設備、造成空間不足 
   Layout規劃不當 



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 

77 

一、各實習工場配置之急救箱由工具室集中保管，請學員於借 
    用工具時一併領出，收工時連同工具交回工具室。 
二、學員實習課應按規定穿戴工作服、工作帽。 
三、學員應依指定責任區，負責機器設備操作前檢查工作，並 
    填寫機器設備檢點紀錄表。  
四、每次操作前，應詳閱機器使用注意事項，並確實遵照任課 
    教師之指導，隨時注意工場安全。 
五、機器操作中，應確實配戴安全眼鏡、並嚴禁戴手套。 
六、實習中遇有問題應即報告；實習終應確實停機並落實整理 
    整頓。 
七、若發生事故，即按緊急應變程序，通報、急救、送醫。        
八、其他應注意安全事項。 

 重點在經常督導學員遵守工作守則與標準作業程序 

例舉：實習工場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參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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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探討：絲巾捲進帄燙機 洗衣工廠女員工頭斷慘死 

95/02/02大年初五各行各業才剛開工就發生
意外，雲林一家洗衣工廠，一名女員工身上
纏繖的圍巾被捲進帄燙機，連帶她整個人被
捲進帄燙機裡，頭顱斷裂當場死亡。 

•婦人圍絲巾工作卻沒人勸阻，顯示同
仁間心存事不關己心態。 

•現場共同作業同仁，缺乏緊急應變能
力，錯失第一時間停機救人機會。 

•宜加強勞工安衞教育訓練與落實現場
安衞督導管理。 

http://tw.news.yahoo.com/060202/39/2tgcx.html
http://tw.news.yahoo.com/060202/39/2tgfv.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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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機械設備安全與制動裝置功能正常 

•落實人員操作前安全教導及重點再提示 

•機械設備操作勵行作業前自動檢點 

•經常巡視現場及時糾正不安全狀態或行為 

•預防事故發生並具備可行緊急應變處理機制 

制動裝置 安全教導 自動檢點 

機 械 與 電 氣 作 業 安 全 

機械(設備)操作安全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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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探討：手伸洗衣機 女僑生2秒內絞斷指 

台灣科技大學一名印尼女僑生， 

凌晨在宿舍洗衣服，卻沒有等脫 

水結束，就把手伸進投幣式的洗 

衣脫水機內，當時內槽還在高速運轉，女學生的右手無名指，被
洗衣網纏住，指頭瞬間扭轉絞斷。 

96/04/14 

台灣科技大學教官稱：洗衣機原本就貼有警語，該學生未待脫水機
完全靜止，即違規掀蓋把手放進去。 

發生事故後，校方將再加強對機械操作安全宣導。 

其他案例：某技術學院實習工廠銑床切削作業中，學員○○欲 
          清潔機械時，手指不慎被銑刀割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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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檢查 

  重點檢查 

  作業檢點 

  巡視 

  環境測定 

  特殊檢查 

•落實自動檢查確保機械正常運轉 

•勵行作業前檢點確保人員安全 

•注意非經常性機械檢修調整與詴 

俥可能帶來之危害 

•齊備紀錄憑為佐證資料 

自動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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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內容與記錄保存 

 安自辦法80-檢查完畢後，檢查人員應作成紀錄陳
報主管，並至少保存三年，以備查考。紀錄內容應
包括： 

1. 檢查年月日。 
2. 檢查方法。 
3. 檢查部分。 
4. 檢查結果。 
5. 實施檢查者之姓名。 
6. 依檢查結果應採取改善措施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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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電實習  學生被電死 

•柯○○於配電完成欲供電時，未按安全規定關
上配電箱門，並退至紅色警戒線外。 

•實習課負責講師賴○○，於學生實習時另在進
修推廣部有課，未在現場照顧。 

虎尾技術學院電機工程系學生柯○○，於夜間在學校實習工廠操作工業配
電時，站立在配電箱內側，被220伏特交流電壓電擊死亡。 

災害發生經過 

災害原因分析 

安全對策 

•學生進入實習工廠應實施安全教育並規範相關安全規定。 

•利用夜間實習，宜更加注意作業安全，預防事故發生。 

•實習工廠負責講師助教應全程在場實施安全指導與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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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電源本質安全 
  ․延長線應耐用，有開關、指示、超載保護裝置 

  ․電源插座接地安全檢查 

  ․電源開關箱由電氣專業人員檢查 

高風隩設備安全 
  ․加熱及過夜設備-年度安全檢查委外專業檢查 

  ․二次安全保護裝置增設 

一般設備安全 
  ․一般電氣設備，每年自我安全檢查乙次 

教育訓練 

 

建立用電設備安全完整性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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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火災防範對策 

一、經常檢視插頭及插座 

二、延長線及電器電線的正常使用 

三、白織燈泡的正確使用 

四、電器製品之正確使用 

五、加強電氣機房維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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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檢視插頭及插座 



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 

2013/10 
87 

延長線及電器電線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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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  TO  KNOW 

   知的權利 

認識、溝通的制度 
 

危害物質與勞工之間，建立一套制度， 

使物質之危害資訊有被勞工認識的機會 

Terence  

危害性化學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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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10條: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依CNS15030 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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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法10) 



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 

90 

危害通識 

標示提供簡明易讀的危害資訊，它貼在危害物質的容器 
上，告訴勞工容器內是什麼東西，有沒有爆炸性、毒性
或腐蝕性等等。標示的內容應以勞工能懂的話來提供資
料，告訴勞工應採取的危害預防措施，並提醒他們參閱
安全資料表(SDS)。 

通識措施包括安全資料表、危害通識計畫書及清單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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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通識 

製成品：係指在製造過程中，已形成特定形狀之物品或依
特定設計之物品，其最終用途全部或部份決定於該物品之
特定形狀或設計，且在正常使用該物品狀況下不會釋出危
害物質。例如，熱水瓶內膽雖塗有危害物質汞 (水銀 ) ，
但是在正常使用狀況下不會釋出，因此視為製成品，可豁
免標示。 

容  器：係指任何袋、筒、瓶、箱、罐、桶、反應器、儲槽、
管路及其 他可盛裝危害物質者。但不包含交通工具內之引
擎、燃料槽或其他操作系統。 

製造商 ：係指製造危害物質供批發、零售、處置或使用之
事業單位。 

供應商：係指輸入、輸出、批發或零售危害物質之事業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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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通識教育訓練 

危害通識計畫 

危害性化學品之標示內容及意義 

危害性化學品之特性 

危害性化學品對人體健康之危害 

危害性化學品之使用、存放、處理及棄置等安全操作
程序 

緊急應變程序 

安全資料表之存放、取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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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 

應標示之事項 ( 第五條) 

  對裝有危害物質之容器應明顯標示下列事項： 

   ●危害圖式 

   ●內容 

    (一) 名稱。 

    (二) 危害成分。 

    (三) 警示語。 

    (四) 危害警告訊息。 

    (五) 危害防範措施。 

    (六) 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之名稱、地址及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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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圖式與危害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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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示 
免標示者：(第八條) 

  雇主對裝有危害物質之容器屬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標示： 

  一、外部容器已標示，僅供內襯且不再取出之內部容器。  

  二、內部容器已標示，由外部可見到標示之外部容器。  

  三、勞工使用之可攜帶容器，其危害物質取自有標示之容器 

      ，且僅供裝入之勞工當班立即使用。 

  四、危害物質取自有標示之容器，並供實驗室自行作實驗、 

      研究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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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措施  
安全資料表(SDS) 

  ※安全資料表之意義 

    ●安全資料表可補充標示內容危害警告或防範不足之處。 

   ●標示提供有關危害物品的簡單資料，而安全資料表則 

     包括危害物質之安全處理、緊急應變、清除污染和控 

     制危害等各種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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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資料表 
安全資料表根據危害通識規則附表五之規定，必頇備有下述十

六項資訊。 

  一、化學品與廠商資料： 

      化學品名稱、其他名稱、建議用途及限制使用、製造者、 

      輸入者或供應者名稱、地址及電話、地址及電話、緊急 

      聯絡電話/傳真電話。 

  二、危害辨識資料： 

      化學品危害分類、標示內容、其他危害。 

  三、成分辨識資料： 
    純物質：中英文名稱、同義名稱、化學文摘社登記號碼 

      ( CASNo.)、危害成分( 成分百分比) 。 

      混合物：化學性質、危害成分之中英文名稱、濃度或濃 

      度範圍(成分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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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資料表 
四、急救措施： 

   不同暴露途徑之急救方法、最重要症狀及危害效應、 

   對急救人員之防護、對醫師之提示。 
五、滅火措施： 

      適用滅火劑、滅火時可能遭遇之特殊危害、特殊滅火程序 

   、消防人員之特殊防護設備。 

六、洩漏處理方法： 

      個人應注意事項、環境注意事項、清理方法。 

七、安全處置與儲存方法： 

      處置、儲存。 

八、暴露預防措施： 

      工程控制、控制參數、個人防護設備、衛生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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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安全資料表 
九、物理及化學性質： 
    外觀（物質狀態、形狀、顏色）、氣味、嗅覺閾值、 pH 
    值、熔點、沸點 / 沸點範圍、易燃性（固體、氣體）、 
    分解溫度、閃火點、自燃溫度、爆炸界限、蒸氣壓、蒸氣 
    密度、密度、溶解度、辛醇／水分配係數（ log Kow）、 
    揮發速率。 
十、安定性及反應性： 
    安定性、特殊狀況下可能之危害反應、應避免之狀況、應 
    避免之物質、危害分解物。 
十一、毒性資料： 

   暴露途徑、症狀、急毒性、慢毒性或長期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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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資料表 
十二、生態資料： 
      生態毒性 、持久性及降解性、生物蓄積性、土壤中之流 
      動性、其他不良效應。 
十三、廢棄處置方法： 
      廢棄處置方法。 
十四、運送資料： 
      聯合國編號、聯合國運輸名稱、運輸危害分類、包裝 
      類別、海洋污染物（是／否）、特殊運送方法及注意事  
       項。 
十五、法規資料： 
      適用法規。 
十六、其他資料： 
      參考文獻、製表單位、製表人、製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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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資料表 
有效期限( 第十五條) 

  製造者、輸入者、供應者或雇主，應依實際狀況檢討安 
全資料表內容之正確性，適時更新，並至少每三年檢討
一次。 

  前項安全資料表更新之內容、日期、版次等更新紀錄， 

  應保存三年。。 

安全資料表的存放位置( 第十七條) 

  將危害性化學品之安全資料表置於工作場所易取得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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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通識計畫及物質清單 

為推行危害通識制度，依實際狀況訂定危害通識
計畫，適時檢討更新，並依計畫確實執行，其執
行紀錄保存三年。 

危害通識計畫應含應含危害性化學品清單、安全
資料表、標示、危害通識教育訓練等必要項目之
擬訂、執行、紀錄及修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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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措施  
勞工教育訓練(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之規定 ) 

   ◆雇主使勞工從事製造、處置或使用害性化學品時， 

     除了3小時的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外，應增加3小時 

     之危害通識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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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措施 
其他相關措施(第十八條 )  

  ◆製造商或供應商販售、供應危害物質，或含有符合附  

    表四規定之每一物品與事業單位時，應提供物質安全 

    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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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許多大學的化學實驗室都分別傳出火警，造成不少生
命財產之的損失，更突顯出實驗室防範火災和爆炸之重
要性。 

國外先進國家之實驗室，必頇配置相當技能之技術指導人
員，對於進行實驗之學生，除了技術指導外，尚包括安
全管理與教育訓練，雖然不能達到工業單位之安全管理
水準，但維護安全之意識和概念絕對不能沒有。   

防範實驗室火災爆炸，需從理論談起，因為火災爆炸不會
憑空發生，其所以會發生實際上必頇具備某些要素，才
可能發生 

實驗室危害與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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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驗室中因使用化學藥品、高壓氣體不注意常會造成火災 

 或爆炸意外事故。應該確實遵守實驗室之規定並確實管理則。 

•應充分瞭解所使用藥品或氣體之危隩性、且不得將大量危隩 

  物攜入研究室中。 

•如果在研究室内發生有毒氣體應充分換氣、量大時應立即退 

  避。 

•處理引火性藥品、可燃性氣體時、應注意換氣、並遠離火源 

 。 

•藥品之廢棄或廢液之處理、應遵照規定。 

•此外、處理液氦、 液氮等極低温之液化氣體時也應特別注意
。特別是防止發生缺氧意外。 

 

實驗室危害與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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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水蒸氣爆炸 

 如果使水突然全部蒸發成水蒸氣，
其體積將比液態時增加幾乎達1700
倍，甚為驚人，比起一般烷類（如
液化石油氣）之300倍左右，其膨
脹倍數甚為巨大，一般都認為甚為
安全的水，如果突然瞬間全部蒸發，
則有可能發生水蒸氣爆炸。 

 

 實驗室中難免會有熔融金屬物質之
情形，如果不慎將該熔融金屬掉落
之適量之水中，則將可能發生前述
之水蒸氣急速膨脹而造成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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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可燃性蒸氣爆炸 

 實驗室曾經發生酒精燈爆炸之火災意外，酒精燈在使用
中，因為火焰的加熱會使溫度徐徐上升而增加在酒精燈
酒精液面上蒸氣之量，當酒精蒸氣濃度高的時候尚無問
題，可是如果酒精燈之燈芯蓋被打開，空氣進入酒精燈
內部，且飛散出來之蒸氣與空氣之混合氣又被燈芯等高
熱部分引燃，此時火焰進入酒精燈內部就可以引起爆炸，
使得酒精噴濺燃燒而成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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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閉容器加熱引起之爆炸 

 密閉之容器如其中含有空氣或其它氣體如果因特別之因
素受到加熱則會造成內部空氣之膨脹而使壓力升高當壓
力 升高超過開容器所能承受之限度時就會炸開造成爆炸
意外；如果內部氣體為可燃性將會擴大意外之嚴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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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化學反應引起之爆炸 

 很多物質預水會劇烈反應，如果數量過多，產生之熱量
大並引起所生可燃性氣體之燃燒，造成氣體膨脹迅速，
就會發生爆炸。 

 鈉在潮濕的空氣中就可能發生反應，所以要放置於煤油
中，如果鈉與雨水接觸，就會劇烈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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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事件處理原則 

 關閉總電源及瓦斯，並儘速移開周圍之易
燃物。 

 確認火災種類，選擇適當的滅火器滅火。 

 如火災持續擴大，應立即打119電話給消防
隊請求協助滅火。(打電話的要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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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工作場所危害---預防重於搶救。 

實習工場應遵守sop及相關安全規定。 

實驗室應有適當的危害通識管理制度並管及維護。 

造成火災爆炸的原因--設備環境與不安全行為。 

完整的教育及訓練 

●使人人熟習相關危害預防的知識和技術能。 

●萬一不幸發生意外事故，均能緊急應變，妥善處理，使災害 

  的損失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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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