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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職業災害定義

第2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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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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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



工作者定義

工作者

勞工：

指受僱從事工
作獲致工資者

自營作業者：

指獨立從事勞動或
技藝工作，獲致報
酬，且未僱用有酬
人員幫同工作者

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

指與事業單位無僱傭關係，於其工作場所從事勞動或以學
習技能、接受職業訓練為目的從事勞動之工作者(如：派遣
勞工、養成工、志工、技術生、實習生、見習生、建教生)



勞動場所

自
營
作
業
者

工作場所

受工作場所負
責人指揮或監
督從事勞動之
人員

勞工

作業場所

• 勞動場所，包括下列場所：
•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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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自營作業者實際從事勞動之場
所。

• 三、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
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實際從事勞
動之場所。

勞動場所定義



(工作者)

場所：勞動場所



刑法
職業安全
衛生法

業務過失 公共危險

刑事責任 民事責任 行政責任

停
工

罰
鍰

災害補償

損害賠償

勞工保險

雇主補足差額

自由刑、拘役、罰金

職災相關責任架構圖



曾文越域引水隧道爆炸2死災害

西西隧道平面圖

:死亡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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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邱
仕
聰



曾文越域引水隧道爆炸2死災害

因入口處爆炸壓力過
大，導致停放於隧道
外之噴漿機翻覆。



損失

• 直接損失：賠償、補償金額

• 間接損失：

工程成本損失：復原成本、停工成本、逾期罰款、
公司信譽

社會成本損失：家庭破碎

 「不奢求你娶妻生子，承歡膝下，但求你午夜夢迴
時，能回來看看兩位老人家。」

刑事責任：

相關人員被依勞工安全衛生法或刑法移送

雇主-職業安全衛生法

工作場所負責人、監造專案經理-刑法



區域聯防實施程序



區域聯防體成立步驟





領隊任務提示與分工

•由本次領隊(應由工程主辦單位主
管擔任)首先說明本次聯防之任務
提示並針對防災單位、聯防單位
及其他聯防組織成員介紹

•就書面審查、現場稽查（以分項
工程為單元）兩部份作任務分派
（以2-3人為一小組）。

例如：以橋樑工程為例

基樁、基礎、墩柱帽樑、上構



防災單位報告

•請受稽單位報告目前之工程進度及主要作業項目
，工作場所所遭遇工作環境（如鄰近高壓電鐵塔
、漁塭）應注意事項，工作場所可能之危害因子
提出報告。

危害分析表(區域聯防使用).doc


危害分析會議

 由聯防體領隊帶領各小組成員運用『危害

分析表』針對本工程之各項分項工程分析

可能之危害因子。

 危害分析重點：分項工程拆解出各作業項

目（拆解至二階或三階作業），依拆解之

最後階作業，判斷可能之災害類型及災害

狀況（5W1H）進行分析，最後完成危害分

析表製作繳交。

 最後分書面管理（如合約、圖說、危害告

知、協議組織運作情況…等之展現）、安

衛設施等二部份列出稽核重點項目。

危害分析表(空白).doc


各分項工程作業項目分解

假 設 工 程

基 礎 工 程

結 構 體 工 程

裝 修 工 程

施 工 圍 籬

物 料 出 場

施工架拆除

施工架組立

吊車進場吊掛

物料進場

分項工程 第一階作業 第二階作業

設 備 工 程

臨 時 水 電

施 工 架 組 拆

建築工程



危害分析表
工程資料

分項工程名稱：一、假設工程

第一階段作業名稱：3.施工架組立、拆除 評估節點第二階作業名稱：3.5施工架組立

評估節點：描述如下

作業方法 作業步驟（以流程圖示之）

將施工架組裝以便
外架作業

○ 立框架 交叉桿固定 水平踏板安裝

災害
類型

可能之危
害狀況
(5W1H)

災害原因 預防對筞 安全衛生設備或措施

物體
倒塌

小明於上
午10時在
p1橋敦基
礎從事施
工架組立
作業，因
施工架倒
塌被壓受
傷

1.未設水
平拉桿
2.地面鬆
軟
3.框架老
舊
4.三角拖
架支撐力
不足，螺
栓錨定立
不足，或
腐蝕
5.未確實
檢查

1.裝設水平拉桿
2.地面固化
3.更換新品
4.定期檢查
5.預埋螺栓，定期保養
6.更換新品構件
7.確實檢查
8.構築應由專業人員考
慮預期施工時最大荷重
妥為設計
9.施工架之構築拆除、
重組等作業應選派經訓
練之作業主管負責辦理
檢查監督工作

1.水平拉桿
2.地面夯實或舖PC層
3.更換新框架
4.定期檢查
5.螺栓預埋長度足夠
6.更換新螺栓
7.作業主管辦
8.施工架應由專業技師計算後方可搭設
9.選任經訓練之施工架組配作業主管監督辦理



書面審查

 公司與工地間之PDCA勞安管理系統之建置情況（勞安組織、

人員設置、稽核、人員訓練、重點查驗等安排）。

 合約（各事業單位間安全衛生責付情形及相關權利義務事項

）

 勞安費用編列情形（量化項目及編列方式）

 圖說（安衛設施標準圖說繪製情況及規範）

 危害告知（告知內容、方式）

 協議組織運作情況（協議組織成員、運作頻率、協議會議紀

錄） 。



現場稽查

•依據危害分析會議之實施結果，由防災單位人員
引領稽查小組人員進入工作場所實施稽查，稽查
之現象以數位相機紀錄為主，書面紀錄以作業場
所位置為輔，現場稽核重點不限於勞安法令之規
定。



成果檢討

•由領隊主持以稽查小組為單元針對稽查現象以單
槍投影方式提出說明，並由領隊引領成員討論如
何改善（改善情形以改善前、中、後呈現）。

•有關書面審查之缺失、建議改善事項及防災單位
工安執行上所面臨到之困難，皆一併於會中提出
檢討。



改善確認

•由領隊指定一稽查小組針對受稽單位提出之改善
情形加以協助確認改善後之防災效果。



成果呈報

•由聯防體執行秘書針對本次聯防體運作情形撰寫
成果報告，函送工程主管機關、聯防體各成員（
事業單位）及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南區職業安
全衛生中心)備查。

•成果報告內容包括

–出席紀錄

–危害分析表彙集

–書面審查成果及改善情形彙集

–現場稽查成果及改善情形彙集（以改善前、中、後之
相片呈現）等



準備之工具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區域聯防體實施運作前一天備妥下列
工具：

一、防護具：聯防體成員進入工地必須正確戴用安全帽

二、三用電錶：檢測交流電焊機自動電擊防止裝置是否有效

三、簽到簿：聯防體成員出席簽到。

四、電腦：現場稽查時用數位相機拍攝之相片，存入電腦於
成果檢討會議中播放討論。

五、單槍投影機：播放現場稽查照片。

六、布幕：投影單槍投影機所顯現之照片

七、數位相機：現場稽查時拍攝工地安衛設施。

八、數位相機傳輸線(或讀卡機) ：將數位相機照片傳入電
腦。



營建工程高風險作業危害辨識



墜落滾落災害預防



一、開口護欄、護蓋、安全網。

二、施工架。

三、安全上下設備。

四、屋頂作業安全。

五、安全帽、安全帶【安全母索】。

墜落辨識重點



護欄



2016/10/19

 營20條 雇主依規定設置之護欄，應依下列規定
辦理：

1.高度應在90公分以上，上欄杆、中欄杆、腳趾板
及杆柱

2.以鋼管構成者，杆柱間距不得超過二．五公尺。

3.於任何方向加以75公斤之荷重，而無顯著變形之
強度。

4.護欄前方二公尺內嚴禁堆放任何物料、設備。

護欄之規定



標準範例



2016/10/19

1.圍繞所有開口

2.抵抗75kg以上力量

3.設置供安全帶鉤掛之扣環

1 2

3



正常實例說明：

1.電梯口依規定設置高度

90公分之活動式護欄

2.勞工於電梯口吊料時，

應確實掛繫安全帶，並

鉤掛於預留之扣環



距護欄二公尺內不得放置物品



護蓋



2016/10/19

營21條 雇主設置之護蓋，應依下列規定辦理：

1.應具有能使人員及車輛安全通過之強度。

2. 防止滑溜、掉落、掀出或移動。

3.為柵狀構造者，柵條間隔不得大於3公分。

4. 表面漆以黃色並書以警告訊息。

護蓋之規定



二公尺以上地版之開口部位

護蓋表面
書以警告訊息

資料來源：北所 6/6



2016/10/19

小開口護蓋防護

護蓋之規定



2016/10/19

護蓋之規定



2016/10/19



安全網



2016/10/19

 營22條 雇主設置之安全網，應依下列規定辦理：

1.應符合國家標準CNS 14252 Z2115 安全網之規定。

2.欄截高度規定

工作面至安全網架設平面之攔截高度，不得超過7公尺。

鋼構組配作業得依本標準第151條之規定辦理。

3.使用於結構物四周之安全網，應依規定延伸適當之距離。

4.工作面與安全網間不得有障礙物；安全網之下方應有足夠

之淨空，以避免墜落人員撞擊下方平面或結構物。

5.材料、垃圾、碎片、設備或工具等掉落於安全網上，應即

清除。

安全網之規定



大樑完成後先張掛安全網

1.張掛人員於張掛安全網時
繫掛安全帶並鉤掛於安全母索

2.下方安全網防護

3.預設安全上下設備



施工架



鋼管施工架符合國家標準推動期程

（一）第1階段：自102年至103年，針對高危險性及預
算金額10億元以上公共工程逐步推動。

（二）第2階段：自104年至107年，增列民間丁類建築
工程逐步推動，並逐年擴大公共工程適用範圍。

（三）第3階段：108年起全面實施。



102年
（1）屬丁類危險性工作場所之公共工程。
（2）預算金額20億以上公共工程。
（以上2種工程不包括建築物頂樓樓板高度在50公尺以
上建築工程）

※1.非屬丁類工程而預算金額達到推動適用工程規模，
以開工日期認定是否為推動適用工程。
2.丁類工程已申請審查時間認定。



103年
（1）屬丁類危險性工作場所之公共工程。
（2）預算金額10億以上公共工程。
（以上2種工程不包括建築物頂樓樓板高度在50公尺以
上建築工程）



104年
（1）屬丁類危險性工作場所之公共工程。
（2）預算金額5億以上公共工程。
（3）屬丁類危險性工作場所之建築工程，其工程中模板支撐

高度七公尺以上，其面積達一百平方公尺以上且佔該層模
板支撐面積百分之六十以上者。

（以上3種工程不包括建築物頂樓樓板高度在50公尺以上建築
工程）



105年
（1）屬丁類危險性工作場所之公共工程。
（2）預算金額2億以上公共工程。
（3）屬丁類危險性工作場所之建築工程，其工程中模板支撐

高度七公尺以上，其面積達一百平方公尺以上且佔該層模
板支撐面積百分之六十以上者。

（4）建築物頂樓樓板高度在50公尺以上建築工程。
（5）屬丁類危險性工作場所之建築工程，其開挖深度達十五

公尺以上或地下室為四層樓以上，且開挖面積達五百平方
公尺之工程。



106年
（1）屬丁類危險性工作場所之公共工程。
（2）預算金額1億以上公共工程。
（3）屬丁類危險性工作場所之建築工程，其工程中模板支撐高度

七公尺以上，其面積達一百平方公尺以上且佔該層模板支撐
面積百分之六十以上者。

（4）建築物頂樓樓板高度在40公尺以上建築工程。
（5）屬丁類危險性工作場所之建築工程，其開挖深度達十五公尺

以上或地下室為四層樓以上，且開挖面積達五百平方公尺之
工程。



107年
（1）屬丁類危險性工作場所之公共工程。全面推動
（2）預算金額5000萬以上公共工程。
（3）屬丁類危險性工作場所之建築工程，其工程中模板支撐高度

七公尺以上，其面積達一百平方公尺以上且佔該層模板支撐
面積百分之六十以上者。

（4）建築物頂樓樓板高度在30公尺以上建築工程。
（5）屬丁類危險性工作場所之建築工程，其開挖深度達十五公尺

以上或地下室為四層樓以上，且開挖面積達五百平方公尺之
工程。



108年
全面推動

103年
建築物頂樓樓板高度在100公尺以上建築工程

104年
建築物頂樓樓板高度在75公尺以上建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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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索支柱工法

立柱母索工法.mp4
立柱母索工法.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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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手先行工法

扶手先行工法.mp4
扶手先行工法.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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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重點-
設施安全規定



施工架應由專任工程人員或指定專人依
結構力學原理妥為設計 （營40）

營 40 條
雇主對於施工構臺、懸吊式施工架、懸臂式施工架、系
統式施工架及高度五公尺以上施工架之構築，應由專任
工程人員事先就預期施工時之最大荷重，依結構力學原
理妥為安全設計，並簽章確認強度計算書。但依法不須
設置專任工程人員者，得由雇主指定具專業技術及經驗

之人員為之。
雇主對前項施工構臺及施工架之構築，應繪製施工圖說
，並建立按施工圖 說施作之查核機制；設計、施工圖說
、查驗等相關資料及簽章確認紀錄， 於施工構臺及施工

架未拆除前，應妥存備查。
前二項之設計、施工圖說等資料由委外設計者提供時，
雇主應責成所僱之 專任工程人員依實際需要檢核，並簽
章確認；有變更設計時，其強度計算 書及施工圖說應重

新製作。



按圖施工：施工架放樣

繪製各向立
面圖。







施工架組配作業主管於現場指揮作業
（營41）

• 雇主對於懸吊式施工架、懸臂式施工架及高度五
公尺以上施工架之組配及 拆除（以下簡稱施工架
組配）作業，應指派施工架組配作業主管於作業
現 場辦理下列事項：

• 一、決定作業方法，指揮勞工作業。

• 二、實施檢點，檢查材料、工具、器具等，並汰
換其不良品。

• 三、監督勞工確實使用個人防護具。

• 四、確認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之有效狀況。

• 五、其他為維持作業勞工安全衛生所必要之設備
及措施。 前項第二款之汰換不良品規定，對於進





施工架之穩定應辦理事項（營45）

•應以斜撐材作適當而充分
之支撐。



施工架之穩定應辦理事項（營45）

•施工架不得與混凝土模板支撐或其他臨時構造連
接 。

•施工架在適當之垂直、水平距離處與構造物妥實
連接，其間隔在垂直方向以不超過五．五公尺；
水平方向以不超過七．五公尺為限。



繫牆桿(c)(3號鋼筋)

長度選擇：
埋入深度:40cm

結構體與立架間:25cm

環繞圈數*3:

4.27*3.14*3=42-取45cm

下折長度:15cm

40+25+45+15=125cm



繫牆桿(A)
施工架在適當之垂直、水平距離處與構造物妥實連
接，其間隔在垂直方向以不超過九．0公尺；水平方
向以不超過八．0公尺為限。(營59)

壁連座(RC結構)



繫牆桿(A)

壁連座(預埋)



繫牆桿(A)

壁連座(預埋)



繫牆桿(B)

壁連座(鋼構)



繫牆桿未對準立架時
之處理方式：
1、將繫牆桿固定於牆面
。

2、於兩立架間設置鍍鋅
鋼管(GIP)，以緊結聯結
器固定於立架內側。

3、將繫牆桿另一端固定
於GIP上。



施工架之穩定應辦理事項（營45）

•施工架基礎地面應平
整，且夯實緊密，並
襯以適當材質之墊材
，以防止滑動或不均
勻沈陷。



施工架組配作業施工機械、設備、器具、作業環境
及作業安全知識



施工架上物料之運送、儲存、荷重之分配及
作業，應辦理事項（營46、47）

•施工架上不得放置或
運轉動力機械或設備
。

•施工架上之載重限制
應於明顯易見之處明
確標示。

•不得使勞工在施工架
上使用梯子、合梯或
踏凳等從事作業。



高度二公尺以上施工架上作業
應辦理事項（營48）

•應供給足夠強度之工作
臺。

•工作台寬度應在40公分
以上並舖滿密接之板料
，其支撐點至少應有兩
處以上，並應綁結固定
，無脫落或位移之虞，
板料與施工架間縫隙不
得大於3公分。

•工作台應低於施工架立
柱頂點1.0公尺以上。



鋼管施工架應辦理事項（營59）

•構件之連接部分或交
叉部分應以適當之金
屬附屬配件確實連接
固定，並以適當之斜
撐材補強。



鋼管施工架應辦理事項（營59）

•接近高架線路設置施
工架，應先移設高架
線路或裝設絕緣用防
護裝備或警告標示等
措施，以防止高架線
路與施工架接觸。



施工架應每週定期、惡劣氣候後及每次
停工之復工前實施檢查 （自43）

•架材之損傷、安裝狀況。
•立柱、橫檔、踏腳桁等之固定部分，接觸部分及
安裝部分之鬆弛狀況。

•固定材料與固定金屬配件之損傷及腐蝕狀況。
•扶手等之拆卸及脫落狀況。
•基腳之下沈及滑動狀況。
•斜撐材、索條、橫檔等補強材之狀況。
•立柱、踏腳桁、橫檔等之損傷狀況。
•懸臂樑與吊索之安裝狀況及懸吊裝置與阻檔裝置
之性能。



高度二公尺以上開口、工作台，勞工有墜落
之虞者，應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

等防護設備（營19）

防塵網

30cm 雙踏板

安全網

RC結構體

RC結構體

20CM

#3鋼筋

放

樣

線

3分膨脹螺栓

安全母索

安全帶
(安全掛鉤)



施工架延伸三角托架示意圖

施工架與結構體間距超過20公分.設
延伸三角托架

施工架延伸
踏板





•防墜
桿



應設置能使勞工安全上下之設備
（設228）



應設置能使勞工安全上下之設備 （設228）
八公尺以上之階梯，每七公尺以下設置平台一處（設36）



高度二公尺以上之高
處作業，勞工有墜落
之虞者，應使勞工確
實使用安全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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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斜籬及施工架組
拆作業應採用符合國
家標準14253規定之
背負式安全帶及捲揚
式防墜器。（設281）

安全斜籬



上下設備



2016/10/19

上下設備之規定

 設22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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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反本條規定，視為有立即發生危險之
虞。



不安全的上下設備



不安全的上下設備





能安全上下嗎？有何
危害？

梯面不足

是否牢固

地面潮濕積水，攀
爬時是否會滑倒

是否固定

是否要使用
安全母索



改善後



2016/10/19

安全的上下設備



2016/10/19

墩柱施工設置安全上下設備



2016/10/19

安全上下設備之設置

改善前

改善後



2016/10/19

•上下設備之設置應依建築法規以步行距離30公尺設置一

處為原則

•營建使用之高度超過8公尺以上之階梯，應於每隔7公尺

內設置平台一處。

•梯長連續超過6公尺時，應每隔9公尺以下設一平台，並
應於距梯底2公尺以上部分，設置護籠或其他保護裝置

•固定梯子之頂端應突出板面60公分以上

•平台如用漏空格條製成，其縫間隙不得超過三十公厘；
超過時，應裝置鐵絲網防護。

上下設備之其他相關規定



屋頂作業



標準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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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

翻滾6.4公尺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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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作業安全設施



安全防護具-安全帽、安全帶



2016/10/19

營11-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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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防護具之規定



不適當之安全帽



2016/10/19



2016/10/19

營23條 雇主提供勞工使用之安全帶或安裝安全母索時，應
依下列規定辦理：

1. 應符合國家標準

CNS 7534 Z2037高處作業用安全帶

CNS 6701 M2077安全帶 (繫身型)

CNS 14253 Z2116背負式安全帶

CNS 7535 Z3020高處作業用安全帶檢驗法之規定。

2. 材質及強度之規定

鋼索、尼龍繩索或合成纖維之材質

最小斷裂強度應在2300公斤以上。

3.安全帶或安全母索繫固之錨錠

至少應能承受每人2300公斤之拉力。

4. 避免受切斷或磨損。

安全帶及安全母索之規定-1



2016/10/19

5. 不得鉤掛或繫結於護欄之杆件。
6. 應具備補助掛鉤，以供勞作業移動中可交換鉤掛使用。

但作業中水平移動無障礙，中途不需拆鉤者，不在此
限。

7.水平安全母索之設置
水平安全母索之設置高度應大於三點八公尺，相鄰二
支柱間之最大 間距得採下式計算之值，其計算值超過
十公尺者，以十公尺計： L ＝4（H-3）， 其中
H≧3.8，且 L≦10 
L ：母索支柱之間距（單位：公尺） H ：垂直淨空高
度（單位：公尺）。
相鄰兩支柱或中間支柱間之安全母索只能供繫掛一條
安全帶。
每條安全母索能繫掛安全帶之條數，應標示於母索錨
錠端。

安全帶及安全母索之規定-2



2016/10/19

8.垂直安全母索之設置
(1)安全母索之下端應有防止安全帶鎖扣自尾端脫落之設

施。
(2)每條安全母索應僅提供一名勞工使用。

安全帶及安全母索之規定-3



2016/10/19

未設置安全母索及使勞工使用安全帶



2016/10/19

正常實例說明：

高處施工， 依規定設

置安全母索及安全網，

施工人員配掛安全帶

作業



2016/10/19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281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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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台組拆、管線維修
作業等高處或傾斜面移動，應採用符合國家標準一四二五三規定之

背負式安全帶及捲揚式防墜器。

背
負
式
安
全
帶



感電災害預防



感電災害防止

• 消除感電來源

• 接地

• 漏電斷路器

• 自動電擊防止裝置



設備接地



過電流與漏電保護

• 過電流（短路）
熔絲(保險絲)

無熔絲開關

配線用過載斷路器

電磁開關（積熱電驛）

• 漏電（接地）
接地

漏電斷路器



電流型漏電斷路器動作原理

變壓器

特
種
接
地

第
三
種
接
地

跳脫線圈

ZCT主接點

機械設備

電流型漏電斷路器



漏電斷路器

• 依保護目的

接地故障保護專用 接地故障保護與過負載保護
及短路保護兼用



漏電斷路器

• 依類型分類

傳統型 攜帶型

插座型



漏電斷路器

依額定感度電流及動作時間分類

類別 額定感度電流
（mA）

動作時間

高感度型

高速型

5、15、30

在額定感度電流時為0.1sec

以內

延時型
在額定感度電流時為0.1sec

以上2sec以內

中感度型

高速型 50、100、
200

300、500、
1000

在額定感度電流時為0.1sec

以內

延時型
在額定感度電流時為0.1sec

以上2sec以內

備註：漏電斷路器之最小動作電流，係額定感度電流50﹪以上之電流
值（亦即額定不動作電流為50﹪之額定感度電流）。



自動電擊防止裝置

• 交流電焊機之構成與連接



電流檢測型自動電擊防止裝置應用迴路

    電銲機變壓器                                   銲條

       主開關

                                                        被銲物

            

                 MC               

     

                控制             輔助變
                電路             壓器

輸入 輸出

比流器

b接點



自動電擊防止裝置之動作

  電

  壓

   

      銲條接觸

                                                 電銲機

                                                 無載電

                                                 壓

                                電弧電壓

      安全電壓                                             安全電壓

                                              遲動時間           時間

            起動時間



電焊機感電

• 電壓(危險源)

一次測:110/220/440V-漏電斷路器

二次測:60~95V-自動電擊防止裝置



違規實例說明：

電氣開關設置於地面，易

遭破壞而造成活線裸露且

未依規定設置防止感電之

箱體護圍隔離，工作環境

形成有感電危害，勞工作

業中或通行中有感電危險



違規實例說明：

電氣開關未依規定設置防

止感電之箱體護圍隔離，

工作環境形成有感電危害，

勞工作業中有感電危險



正常實例說明：

電氣開關應依規定設置

箱體護圍，開關箱內應

設置隔離板，防止操作

開關誤觸活電端子，且

開關箱應上鎖並交由電

氣技術人員管理用電



違規實例說明：

變壓器未依規定設置防止

感電之護圍隔離，工作環

境形成有感電危害，勞工

作業中或通行中有感電危

險



正常實例說明：

變壓器依規定設置箱體

護圍，防止勞工作業中

或通行中有碰觸造成感

電之危險



違規實例說明：

電氣線路應依規定架高或

埋設，電氣絕緣易遭破壞

而造成活電裸露，工作環

境形成有感電危害，勞工

作業中或通行中有感電危

險



架高
正常實例說明：

電氣線路依規定架高，防

止電氣絕緣遭破壞，避免

勞工作業中或通行中有感

電危險



正常實例說明：

電氣線路配設於線槽內穿

越車行通路，可避免車輛

破壞線路絕緣



違規實例說明：

1.工地內攜帶式或移動

式電動機具用電分

路，未依規定設置

高感度、高速型之

漏電斷路器

2.箱體未依規定接地



違規實例說明：

工地內攜帶式或移動式

電動機具二個用電分路

配線，直接自無熔絲開

關入電，而未依規定經

過漏電斷路器保護



漏電斷路器

正常實例說明：

工地內攜帶式或移動式

電動機具用電分路，依

規定設置高感度(30mA)、

高速型(0.1秒)之漏電斷

路器



正常實例說明：

設備未帶電金屬部份實

施接地



違規實例說明：

工地內使用交流電焊機

於良導體上從事電焊作

業，未依規定設置自動

電擊防止裝置



正常實例說明：

工地內使用交流電焊機

依規定設置自動電擊防

止裝置



違規實例說明：

工地內使用具旁通開關

之交流電焊機，常發生

勞工起動旁通開關致自

動電擊防止裝置失效，

造成勞工作業中遭電擊





自動電擊防止裝置測試鈕以
牙籤或竹子等異物卡死，將
造成功能失效→推定不合格



無載電壓15.79伏特
正常實例說明：

1.交流電焊機使用前先

以三用電錶量測無載

電壓，以確認自動電

擊防止裝置之功能

2.量測無載電壓超過25

伏特時，表示自動電

擊防止裝置之功能失

效，應禁止繼續使用



違規實例說明：

交流電焊機之焊接炳，

部分絕緣被覆破損，增

加勞工感電危險



正常實例說明：

交流電焊機之焊接炳，

依規定使用具有絕緣耐

力及耐熱性



正常實例說明：

高壓線路依規定已採取

將高壓活線以絕緣套管

包覆，可避免安全距離

或碰觸所造成之閃絡



正常實例說明：

高壓線路依規定已採取

將高壓活線隔離，可避

免安全距離或碰觸所造

成之閃絡



正常實例說明：

高壓線路依規定已採取

將高壓活線隔離，可避

免安全距離或碰觸所造

成之閃絡



正常實例說明：

高壓線路依規定已

採取將高壓活線隔

離並於隧道上方加

舖絕緣橡膠墊，可

避免安全距離或碰

觸所造成之閃絡



職災案例



對於電氣設備裝置及線路，應設漏電
斷路器及電鑽機外殼應接地。



感電職災

• 某工地於使用未具自動

電擊防止裝置之交流電

焊機，於鋼製冷凍水槽

內進行電焊遭電擊死亡



感電職災

• 某工地因移動式起重機

碰觸高壓電力線路，致

使吊掛作業勞工感電，

電擊性休克死亡



安全設施設置實例

模板支撐及開挖擋土支撐作業

危害辨識



模板工程之倒塌崩塌危害



模板工程倒塌、崩塌防止



違規實例說明：

上下支撐未在一垂直線上

且可調鋼管底座未與貫材

固定



趕工嗎？小心欲速不達！模板支撐
不當又趕工灌漿的結果…1死7傷



1.鋼管支撐未確實固定於貫材（營135）
僅以3吋鋼釘穿入鋼管支撐固定



支撐未確實固定於貫材（營135）





應置鋼製頂版，並固定於貫材

貫材
鋼製頂板

鋼管支撐



模板支撐(可調鋼管支柱)安全措施
 1、模板支撐應依模板形狀、預期
之荷重及混凝土澆置方法等委由專
任工程人員妥為設計，以防止模板

倒塌危害勞工。
 2、支柱應依土質狀況襯以墊板、
座板或敷設水泥，以防止沉陷；支
柱之腳部應予以固定，以防止移動；
支柱之接頭應以對接或搭接妥為連

接。
 3、以可調鋼管支柱為模板支撐之
支柱，於高度超過3.5m時，應於每
2.0m內設置足夠強度之縱向、橫向
水平繫條，並妥善固定，以防止支

柱移動。
 4、可調鋼管支柱連接使用時，應
使用四個以上螺栓或專用之金屬配
件加以連接，且不得連接使用三節

以上。



支撐高度超過3.5M可調式鋼管支撐未加水平繫條





不穩定平衡 穩定平衡

水平繫條

無水平束制

水平繫條

有水平束制

模板支撐水平繫條之重要性



可調式鋼管支撐插銷採用#3鋼筋代替



可調鋼管支撐於調整高度時，應以制式之金屬附屬
配件為之，不得以鋼筋等替代使用





支撐架強度不足，灌漿時挫曲！





支撐架支承座地坪需平整穩固

Ｘ ○



開挖作業、擋土設施之
倒塌崩塌危害



•一.開挖有崩塌之虞要設擋土措施

•二.露天開挖前要先調查並擬計畫

•三.擋土支撐要先設計並繪配置圖

•四.模板支撐要先設計並繪配置圖

•五.模板支撐要設水平繫條並固定於貫材

•六.灌漿順序要規劃，灌漿中要巡模

•七. 拆模時間應確實依照施工規範之要求

•八. 鋼柱應使用搁柵拴接或採其他措施以抵抗橫向力，維持構
架之穩定

•九. 起重機外伸撐座應確實撐開，使用時不得超過吊升荷重

開挖作業倒塌、崩塌防止



擋土支撐施作不確實的後果



從事石籠施設作業發生土石崩塌被壓致死災害案

3人遭活埋，2人被救出1人
死亡



1人遭倒塌之鐵板壓死



露天開挖虛驚事故案例

•94年9月月28日台中縣新社鄉中興
畜牧場進行鑿井工程，因接連數日
下雨，土石鬆軟，因疏忽兩側邊壁
的板模固定防範措施，地質鬆動

•28日下午3時發生土石坍塌，勞工
張天賜活埋在6米深的地底受困8小
時穫救，另一名67歲勞工劉敬德慘
遭活埋在相當於3層樓高的9米深井
底26小時奇蹟獲救脫困等。

•類似災害之發生不斷顯現露天開挖
倒崩、塌特殊危害，喚起政府與民
間均對其發生機率與嚴重性等高營
造施工危害風險警惕與重視。



營71條(舊) 雇主僱用勞工從事露天開挖作業，其
垂直開挖最大深度應妥為設計，如其深度在1.5公

尺以上且有崩塌之虞者，應設擋土支撐。

營71條(新)  雇主僱用勞工從事露天開挖作業，其垂直開
挖最大深度應妥為設計，如其深度在1.5公尺以上者，應
設擋土支撐。但地質特殊或採取替代方法，經具有地質、
土木等專長人員簽認其安全性者，不在此限。

雇主對前項擋土支撐，應繪製施工圖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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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規實例說明：

勞工於露天管溝開挖內從

事作業，未依規定設置擋

土支撐



950828工地連兩崩2人埋死



物體飛落災害預防



起重吊掛作業

(1)檢視合格三證

(2)檢視過捲揚裝置

(3)檢視鋼索及吊鉤防滑舌片

(4)配置吊掛作業指揮人員

(5)作業半徑區隔警示

(6)起重機之蜂鳴器及迴轉警示燈

../基本講義/吊車照片.ppt
../基本講義/吊車照片.ppt
../基本講義/吊車照片.ppt
../基本講義/吊車照片.ppt
../基本講義/吊車照片.ppt
../基本講義/吊車照片.ppt


起 重 機 應 隨 車 檢 附 合 格 證 及 操 作 證 照



注意吊升荷重是否
相符

編號是否相
符

檢查日期是否失
效

檢視起重機檢查合格證



合格證背面



合格證背面



操作人員證書



檢視吊掛作業指揮人員合格證



正常實例說明：

起重機外伸座完全

伸張及固定



正常實例說明：

起重機依規定設置

預防過捲揚裝置



正常實例說明：

起重機吊鉤依規定

設置防滑舌片



正常實例說明：

起重機吊掛作業依

規定配置吊掛作業

指揮人員



正常實例說明：

起重機吊掛作業依

規定設置起重吊掛

作業半徑區隔警示，

管制人員進入



正常實例說明：

起重吊掛作業設置

管制區，禁止人員

進入吊掛物下方



職災案例



勞工從事排樁作業發生遭鋼筋籠飛落致死職業災害案



從事擋土支撐鋼板吊運作業發生鋼板飛落災害



從事擋土支撐鋼板吊運作業發生鋼板飛落災害(續)



從事鋼筋籠焊接作業發生被撞災害



結 語



台中捷運鋼樑掉落事故省思



鋼梁還會再掉下來（彭瑞麟、顏聰、呂良正）

• 2015年04月20日蘋果日報

• 箱型鋼梁不是曲梁而是直線型梁，同樣的組裝方
式及吊車噸數條件下會掉落嗎？

• 曲梁之偏心力矩為問題關鍵所在。

• 為何事先整個施工團隊卻未發現，這才是問題的
關鍵所在。



• 不應只歸責施工方

• 公共工程本質上涉及主辦機關、監造單位及施工
廠商

• 主辦機關提供經費、監造單位以專業監督、施工
廠商則負責施工。

• 施工廠商常因考量到工程延誤會遭受罰金處分，
而以工期至上，對於工地安全衛生要求，反而採
取敷衍態度。



結論與建議

• 本次中捷鋼箱梁掉落災變，企望主管單位能從中
學到教訓進而重視工安，從營造施工制度面的結
構性問題，進行檢討並改善，以防患未然，讓災
變中的往生者得以如菩薩般的捨身救人，而非平
白犧牲掉寶貴的生命。



報告結束

- 恭請指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