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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 

1.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四月十六日總統（63）台統（一）義字第 1604 號令制定公布全文 34 條 

2. 中華民國八十年五月十七日總統（80）華總（一）義字第 2433 號令修正公布 

3.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五月十五日總統（91）華總一義字第 09100093800 號令修正公布第 3 條條文 

4.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二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100116850  號令修正公布第 6、8、10、23、32 條條文；

並增訂第 36-1 條條文 

5.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七月三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200127211  號令修正公布名稱及全文 55 條；施行日期，

由行政院定之（原名稱：勞工安全衛生法） 

6.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二十日行政院院臺勞字第 1030031158 號令發布除第 7～9、11、13～15、31 條條

文定自一百零四年一月一日施行外，其餘條文定自一百零三年七月三日施行 
7.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二月十四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 1030124618 號公告第 3 條第 1 項所列屬「行政院勞工委

員會」之權責事項，自一百零三年二月十七日起改由「勞動部」管轄 

 

第一章 總則 
第 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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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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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勞工：指受僱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 

三、雇主：指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 

四、事業單位：指本法適用範圍內僱用勞工從事工作之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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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在直轄市

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本法有關衛生事項，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辦理。 

第 4 條 本法適用於各業。但因事業規模、性質及風險等因素，中央

主管機關得指定公告其適用本法之部分規定。 

第 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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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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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安全衛生設施 

第 6 條 雇主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 

一、防止機械、設備或器具等引起之危害。 

二、防止爆炸性或發火性等物質引起之危害。 

三、防止電、熱或其他之能引起之危害。 

四、防止採石、採掘、裝卸、搬運、堆積或採伐等作業中引

起之危害。 

五、防止有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等之虞之作業場所引起之

危害。 

六、防止高壓氣體引起之危害。 

七、防止原料、材料、氣體、蒸氣、粉塵、溶劑、化學品、

含毒性物質或缺氧空氣等引起之危害。 

八、防止輻射、高溫、低溫、超音波、噪音、振動或異常氣

壓等引起之危害。 

九、防止監視儀表或精密作業等引起之危害。 

十、防止廢氣、廢液或殘渣等廢棄物引起之危害。 

十一、防止水患或火災等引起之危害。 

十二、防止動物、植物或微生物等引起之危害。 

十三、防止通道、地板或階梯等引起之危害。 

十四、防止未採取充足通風、採光、照明、保溫或防濕等引

起之危害。 

雇主對下列事項，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 

一、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預防。 

二、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

之預防。 

三、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 

四、避難、急救、休息或其他為保護勞工身心健康之事項。 

前二項必要之安全衛生設備與措施之標準及規則，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第 7 條 製造者、輸入者、供應者或雇主，對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

機械、設備或器具，其構造、性能及防護非符合安全標準者，

不得產製運出廠場、輸入、租賃、供應或設置。 

前項之安全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製造者或輸入者對於第一項指定之機械、設備或器具，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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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安全標準者，應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登

錄，並於其產製或輸入之產品明顯處張貼安全標示，以供識

別。但屬於公告列入型式驗證之產品，應依第八條及第九條

規定辦理。 

前項資訊登錄方式、標示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第 8 條 製造者或輸入者對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列入型式驗證之機

械、設備或器具，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驗證機構實施型

式驗證合格及張貼合格標章，不得產製運出廠場或輸入。 

前項應實施型式驗證之機械、設備或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免驗證，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一、依第十六條或其他法律規定實施檢查、檢驗、驗證或認

可。 

二、供國防軍事用途使用，並有國防部或其直屬機關出具證

明。 

三、限量製造或輸入僅供科技研發、測試用途之專用機型，

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四、非供實際使用或作業用途之商業樣品或展覽品，並經中

央主管機關核准。 

五、其他特殊情形，有免驗證之必要，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核

准。 

第一項之驗證，因產品構造規格特殊致驗證有困難者，報驗

義務人得檢附產品安全評估報告，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採用適當檢驗方式為之。 

輸入者對於第一項之驗證，因驗證之需求，得向中央主管機

關申請先行放行，經核准後，於產品之設置地點實施驗證。 

前四項之型式驗證實施程序、項目、標準、報驗義務人、驗

證機構資格條件、認可、撤銷與廢止、合格標章、標示方法、

先行放行條件、申請免驗、安全評估報告、監督管理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9 條 製造者、輸入者、供應者或雇主，對於未經型式驗證合格之

產品或型式驗證逾期者，不得使用驗證合格標章或易生混淆

之類似標章揭示於產品。 

中央主管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得對公告列入應實施型式驗

證之產品，進行抽驗及市場查驗，業者不得規避、妨礙或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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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 

第 1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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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提供前項化學品與事業單位或自

營作業者前，應予標示及提供安全資料表；資料異動時，亦

同。 

前二項化學品之範圍、標示、清單格式、安全資料表、揭示、

通識措施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1 條 雇主對於前條之化學品，應依其健康危害、散布狀況及使用

量等情形，評估風險等級，並採取分級管理措施。 

前項之評估方法、分級管理程序與採行措施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2 條 雇主對於中央主管機關定有容許暴露標準之作業場所，應確

保勞工之危害暴露低於標準值。 

前項之容許暴露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雇主對於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作業場所，應訂定作業環境

監測計畫，並設置或委託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作業環境監

測機構實施監測。但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免經監測機構分析之

監測項目，得僱用合格監測人員辦理之。 

雇主對於前項監測計畫及監測結果，應公開揭示，並通報中

央主管機關。 

中央主管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得實施查核。 

前二項之作業場所指定、監測計畫與監測結果揭示、通報、

監測機構與監測人員資格條件、認可、撤銷與廢止、查核方

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3 條 製造者或輸入者對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化學物質清單以

外之新化學物質，未向中央主管機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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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他法律已規定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不適用者，不

在此限。 

前項評估報告，中央主管機關為防止危害工作者安全及健

康，於審查後得予公開。 

前二項化學物質清單之公告、新化學物質之登記、評估報告

內容、審查程序、資訊公開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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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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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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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 

前二項化學品之指定、許可條件、期間、廢止或撤銷許可、

運作資料內容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第 15 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之工作場所，事業單位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

定之期限，定期實施製程安全評估，並製作製程安全評估報

告及採取必要之預防措施；製程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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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製程安全評估報告，事業單位應報請勞動檢查機構備

查。 

前二項危害性之化學品數量、製程安全評估方法、評估報告

內容要項、報請備查之期限、項目、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6 條 雇主對於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具有危險性之機械或設備，非

經勞動檢查機構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代行檢查機構檢查

合格，不得使用；其使用超過規定期間者，非經再檢查合格，

不得繼續使用。 

代行檢查機構應依本法及本法所發布之命令執行職務。 

檢查費收費標準及代行檢查機構之資格條件與所負責任，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所稱危險性機械或設備之種類、應具之容量與其製

程、竣工、使用、變更或其他檢查之程序、項目、標準及檢

查合格許可有效使用期限等事項之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第 17 條 勞工工作場所之建築物，應由依法登記開業之建築師依建築

法規及本法有關安全衛生之規定設計。 

第 18 條 工作場所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時，雇主或工作場所負責人應

即令停止作業，並使勞工退避至安全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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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執行職務發現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時，得在不危及其他

工作者安全情形下，自行停止作業及退避至安全場所，並立

即向直屬主管報告。 

雇主不得對前項勞工予以解僱、調職、不給付停止作業期間

工資或其他不利之處分。但雇主證明勞工濫用停止作業權，

經報主管機關認定，並符合勞動法令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 19 條 在高溫場所工作之勞工，雇主不得使其每日工作時間超過六

小時；異常氣壓作業、高架作業、精密作業、重體力勞動或

其他對於勞工具有特殊危害之作業，亦應規定減少勞工工作

時間，並在工作時間中予以適當之休息。 

前項高溫度、異常氣壓、高架、精密、重體力勞動及對於勞

工具有特殊危害等作業之減少工作時間與休息時間之標

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有關機關定之。 

第 2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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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檢查應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可之

醫療機構之醫師為之；檢查紀錄雇主應予保存，並負擔健康

檢查費用；實施特殊健康檢查時，雇主應提供勞工作業內容

及暴露情形等作業經歷資料予醫療機構。 

前二項檢查之對象及其作業經歷、項目、期間、健康管理分

級、檢查紀錄與保存期限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則，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醫療機構對於健康檢查之結果，應通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以作為工作相關疾病預防之必要應用。但一般健康檢查結果

之通報，以指定項目發現異常者為限。 

第二項醫療機構之認可條件、管理、檢查醫師資格與前項檢

查結果之通報內容、方式、期限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勞工對於第一項之檢查，有接受之義務。 

第 21 條 雇主依前條體格檢查發現應僱勞工不適於從事某種工作，不

得僱用其從事該項工作。健康檢查發現勞工有異常情形者，



 
 

9 

應由醫護人員提供其健康指導；其經醫師健康評估結果，不

能適應原有工作者，應參採醫師之建議，變更其作業場所、

更換工作或縮短工作時間，並採取健康管理措施。 

雇主應依前條檢查結果及個人健康注意事項，彙編成健康檢

查手冊，發給勞工，並不得作為健康管理目的以外之用途。 

前二項有關健康管理措施、檢查手冊內容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2 條 事業單位勞工人數在五十人以上者，應僱用或特約醫護人

員，辦理健康管理、職業病預防及健康促進等勞工健康保護

事項。 

前項職業病預防事項應配合第二十三條之安全衛生人員辦

理之。 

第一項事業單位之適用日期，中央主管機關得依規模、性質

分階段公告。 

第一項有關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醫護人員資格、勞工健康保

護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章 安全衛生管理 

第 23 條 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計畫；並設置安全衛生組織、人員，實施安全衛生管理及自

動檢查。 

前項之事業單位達一定規模以上或有第十五條第一項所定

之工作場所者，應建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中央主管機關對前項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得實施訪查，其

管理績效良好並經認可者，得公開表揚之。 

前三項之事業單位規模、性質、安全衛生組織、人員、管理、

自動檢查、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建置、績效認可、表揚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4 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具有危險性機械或設備之操作人員，雇

主應僱用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訓練或經技能檢定之合格

人員充任之。 

第 25 條 事業單位以其事業招人承攬時，其承攬人就承攬部分負本法

所定雇主之責任；原事業單位就職業災害補償仍應與承攬人

負連帶責任。再承攬者亦同。 

原事業單位違反本法或有關安全衛生規定，致承攬人所僱勞



 
 

10 

工發生職業災害時，與承攬人負連帶賠償責任。再承攬者亦

同。 

第 26 條 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應於事前告

知該承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安

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 

承攬人就其承攬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再承攬時，承攬人亦應

依前項規定告知再承攬人。 

第 27 條 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為

防止職業災害，原事業單位應採取下列必要措施： 

一、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指揮、監

督及協調之工作。 

二、工作之連繫與調整。 

三、工作場所之巡視。 

四、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 

五、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事項。 

事業單位分別交付二個以上承攬人共同作業而未參與共同

作業時，應指定承攬人之一負前項原事業單位之責任。 

第 28 條 二個以上之事業單位分別出資共同承攬工程時，應互推一人

為代表人；該代表人視為該工程之事業雇主，負本法雇主防

止職業災害之責任。 

第 29 條 雇主不得使未滿十八歲者從事下列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 

一、坑內工作。 

二、處理爆炸性、易燃性等物質之工作。 

三、鉛、汞、鉻、砷、黃磷、氯氣、氰化氫、苯胺等有害物

散布場所之工作。 

四、有害輻射散布場所之工作。 

五、有害粉塵散布場所之工作。 

六、運轉中機器或動力傳導裝置危險部分之掃除、上油、檢

查、修理或上卸皮帶、繩索等工作。 

七、超過二百二十伏特電力線之銜接。 

八、已熔礦物或礦渣之處理。 

九、鍋爐之燒火及操作。 

十、鑿岩機及其他有顯著振動之工作。 

十一、一定重量以上之重物處理工作。 

十二、起重機、人字臂起重桿之運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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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動力捲揚機、動力運搬機及索道之運轉工作。 

十四、橡膠化合物及合成樹脂之滾輾工作。 

十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危險性或有害性之工作。 

前項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之認定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未滿十八歲者從事第一項以外之工作，經第二十條或第二十

二條之醫師評估結果，不能適應原有工作者，雇主應參採醫

師之建議，變更其作業場所、更換工作或縮短工作時間，並

採取健康管理措施。 

第 30 條 雇主不得使妊娠中之女性勞工從事下列危險性或有害性工

作： 

一、礦坑工作。 

二、鉛及其化合物散布場所之工作。 

三、異常氣壓之工作。 

四、處理或暴露於弓形蟲、德國麻疹等影響胎兒健康之工作。 

五、處理或暴露於二硫化碳、三氯乙烯、環氧乙烷、丙烯醯

胺、次乙亞胺、砷及其化合物、汞及其無機化合物等經

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危害性化學品之工作。 

六、鑿岩機及其他有顯著振動之工作。 

七、一定重量以上之重物處理工作。 

八、有害輻射散布場所之工作。 

九、已熔礦物或礦渣之處理工作。 

十、起重機、人字臂起重桿之運轉工作。 

十一、動力捲揚機、動力運搬機及索道之運轉工作。 

十二、橡膠化合物及合成樹脂之滾輾工作。 

十三、處理或暴露於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具有致病或致死之

微生物感染風險之工作。 

十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危險性或有害性之工作。 

雇主不得使分娩後未滿一年之女性勞工從事下列危險性或

有害性工作： 

一、礦坑工作。 

二、鉛及其化合物散布場所之工作。 

三、鑿岩機及其他有顯著振動之工作。 

四、一定重量以上之重物處理工作。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危險性或有害性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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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第五款至第十四款及前項第三款至第五款所定之工

作，雇主依第三十一條採取母性健康保護措施，經當事人書

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及第二項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之認定標準，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雇主未經當事人告知妊娠或分娩事實而違反第一項或第二

項規定者，得免予處罰。但雇主明知或可得而知者，不在此

限。 

第 31 條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雇主應對有母性健康危害之虞之

工作，採取危害評估、控制及分級管理措施；對於妊娠中或

分娩後未滿一年之女性勞工，應依醫師適性評估建議，採取

工作調整或更換等健康保護措施，並留存紀錄。 

前項勞工於保護期間，因工作條件、作業程序變更、當事人

健康異常或有不適反應，經醫師評估確認不適原有工作者，

雇主應依前項規定重新辦理之。 

第一項事業之指定、有母性健康危害之虞之工作項目、危害

評估程序與控制、分級管理方法、適性評估原則、工作調整

或更換、醫師資格與評估報告之文件格式、紀錄保存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雇主未經當事人告知妊娠或分娩事實而違反第一項或第二

項規定者，得免予處罰。但雇主明知或可得而知者，不在此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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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3 條 雇主應負責宣導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之規定，使勞工周知。 

第 3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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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監督與檢查 

第 35 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聘請勞方、資方、政府機關代表、學者專家

及職業災害勞工團體，召開職業安全衛生諮詢會，研議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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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政策，並提出建議；其成員之任一性別不得少

於三分之一。 

第 36 條 中央主管機關及勞動檢查機構對於各事業單位勞動場所得

實施檢查。其有不合規定者，應告知違反法令條款，並通知

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或已發生職業災害，或有發生職業災

害之虞時，得通知其部分或全部停工。勞工於停工期間應由

雇主照給工資。 

事業單位對於前項之改善，於必要時，得請中央主管機關協

助或洽請認可之顧問服務機構提供專業技術輔導。 

前項顧問服務機構之種類、條件、服務範圍、顧問人員之資

格與職責、認可程序、撤銷、廢止、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3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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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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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8 條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雇主應依規定填載職業災害內容

及統計，按月報請勞動檢查機構備查，並公布於工作場所。 

第 39 條 工作者發現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向雇主、主管機關或勞動檢

查機構申訴： 

一、事業單位違反本法或有關安全衛生之規定。 

二、疑似罹患職業病。 

三、身體或精神遭受侵害。 

主管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為確認前項雇主所採取之預防及

處置措施，得實施調查。 

前項之調查，必要時得通知當事人或有關人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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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不得對第一項申訴之工作者予以解僱、調職或其他不利

之處分。 

第五章 罰則 

第 40 條 違反第六條第一項或第十六條第一項之規定，致發生第三十

七條第二項第一款之災害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或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法人犯前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負責人外，對該法人亦科以前

項之罰金。 

第 41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新臺幣十八萬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第六條第一項或第十六條第一項之規定，致發生第

三十七條第二項第二款之災害。 

二、違反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三十條第

一項、第二項或第三十七條第四項之規定。 

三、違反中央主管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依第三十六條第一項

所發停工之通知。 

法人犯前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負責人外，對該法人亦科以前

項之罰金。 

第 42 條 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之規定，其危害性化學品洩漏

或引起火災、爆炸致發生第三十七條第二項之職業災害者，

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經通知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並得按次處罰。 

雇主依第十二條第四項規定通報之監測資料，經中央主管機

關查核有虛偽不實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

罰鍰。 

第 43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

鍰： 

一、違反第十條第一項、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十三條第二

項之規定，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二、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三項、第十四

條第二項、第十六條第一項、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十

四條、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十七條第一

項、第二項之規定；違反第六條第二項致發生職業病。 

三、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之規定，並得按次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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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規避、妨礙或拒絕本法規定之檢查、調查、抽驗、市場

查驗或查核。 

第 44 條 未依第七條第三項規定登錄或違反第十條第二項之規定

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經通知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並得按次處罰。 

違反第七條第一項、第八條第一項、第十三條第一項或第十

四條第一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限期停止輸入、產製、製造或供應；屆期不停止者，

並得按次處罰。 

未依第七條第三項規定標示或違反第九條第一項之規定

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令限期回

收或改正。 

未依前項規定限期回收或改正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違反第七條第一項、第八條第一項、第九條第一項規定之產

品，或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之化學品者，得沒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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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5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

鍰： 

一、違反第六條第二項、第十二條第四項、第二十條第一項、

第二項、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二十二條第一

項、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三十四

條第一項或第三十八條之規定，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

未改善。 

二、違反第十七條、第十八條第三項、第二十六條至第二十

八條、第二十九條第三項、第三十三條或第三十九條第

四項之規定。 

三、依第三十六條第一項之規定，應給付工資而不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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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7 條 代行檢查機構執行職務，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所發布之命令

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其情節重大

者，中央主管機關並得予以暫停代行檢查職務或撤銷指定代

行檢查職務之處分。 

第 48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警告或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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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令其改正；屆期未改正或情節重大

者，得撤銷或廢止其認可，或定期停止其業務之全部或一部： 

一、驗證機構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八條第五項規定所定之

辦法。 

二、監測機構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二條第五項規定所定

之辦法 

三、醫療機構違反第二十條第四項及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二十

條第五項規定所定之辦法。 

四、訓練單位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所

定之規則。 

五、顧問服務機構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三十六條第三項規

定所定之規則。 

第 49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公布其事業單位、雇主、代行檢查機

構、驗證機構、監測機構、醫療機構、訓練單位或顧問服務

機構之名稱、負責人姓名： 

一、發生第三十七條第二項之災害。 

二、有第四十條至第四十五條、第四十七條或第四十八條之

情形。 

三、發生職業病。 

第六章 附則 

第 50 條 為提升雇主及工作者之職業安全衛生知識，促進職業安全衛

生文化之發展，中央主管機關得訂定獎勵或補助辦法，鼓勵

事業單位及有關團體辦理之。 

直轄市與縣（市）主管機關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積極推

動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中央主管機關得訂定績效評核及獎勵

辦法。 

第 51 條 自營作業者準用第五條至第七條、第九條、第十條、第十四

條、第十六條、第二十四條有關雇主之義務及罰則之規定。 

第二條第一款所定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

之人員，於事業單位工作場所從事勞動，比照該事業單位之

勞工，適用本法之規定。但第二十條之體格檢查及在職勞工

健康檢查之規定，不在此限。 

第 52 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將第八條驗證機構管理、第九條抽驗與市場

查驗、第十二條作業環境監測機構之管理、查核與監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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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通報、第十三條新化學物質之登記與報告之審查、第十四

條管制性化學品之許可與優先管理化學品之運作資料之備

查、第二十條認可之醫療機構管理及健康檢查結果之通報、

第二十三條第三項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之訪查與績效認

可、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訓練單位之管理及第三十九條第二項

疑似職業病調查等業務，委託相關專業團體辦理。 

第 53 條 主管機關辦理本法所定之認可、審查、許可、驗證、檢查及

指定等業務，應收規費；其收費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54 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55 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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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 
1.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內政部（63）台內勞字第 583680 號令訂定發布 

2.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內政部（73）台內勞字第 213442 號令修正發布 

3. 中華民國八十年九月十六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0）台勞安字第 23899 號令修正發布 

4.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1）勞安一字第 0910020529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34 條；

並自發布日施行 

5.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二月二十六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安 1 字第 0980145205 號令增訂發布第 33-1 條條文  

6.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勞動部勞職授字第 1030200694 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 54 條；並自一

百零三年七月三日施行（原名稱：勞工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 

 

第一章 總則 
第 1 條 本細則依職業安全衛生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十四條規定

訂定之。 

第 2 條 本法第二條第一款、第十條第二項及第五十一條第一項所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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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法第二條第一款所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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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 條 本法第二條第一款、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

一款及第五十一條第二項所稱工作場所負責人，指雇主或於

該工作場所代表雇主從事管理、指揮或監督工作者從事勞動

之人。 

第 4 條 本法第二條第二款、第十八條第三項及第三十六條第一項所

稱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

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

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 

第 5 條 本法第二條第五款、第三十六條第一項及第三十七條第二項

所稱勞動場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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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十七條、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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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條第二項、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三

項、第三十八條及第五十一條第二項所稱工作場所，指勞動

場所中，接受雇主或代理雇主指示處理有關勞工事務之人所

能支配、管理之場所。 

本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五款、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三項、第五

項、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二十九條第三項所稱作業場所，

指工作場所中，從事特定工作目的之場所。 

第 6 條 本法第二條第五款所稱職業上原因，指隨作業活動所衍生，

於勞動上一切必要行為及其附隨行為而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者。 

第 7 條 本法第四條所稱各業，適用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之規定。 

第 8 條 本法第五條第一項所稱合理可行範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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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法第五條第二項所稱風險評估，指辨識、分析及評量風險

之程序。 

第二章 安全衛生設施 

第 9 條 本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一款所定預防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

骨骼疾病之妥為規劃，其內容應包含下列事項： 

一、作業流程、內容及動作之分析。 

二、人因性危害因子之確認。 

三、改善方法及執行。 

四、成效評估及改善。 

五、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第 10 條 本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二款所定預防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

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之妥為規劃，其內容應包含下

列事項： 

一、高風險群之辨識及評估。 

二、醫師面談及健康指導。 

三、工作時間調整或縮短及工作內容更換之措施。 

四、健康檢查、管理及促進。 

五、成效評估及改善。 

六、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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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條 本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三款所定預防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

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妥為規劃，其內容應包含下列事

項： 

一、危害辨識及評估。 

二、作業場所之配置。 

三、工作適性安排。 

四、行為規範之建構。 

五、危害預防及溝通技巧之訓練。 

六、事件之處理程序。 

七、成效評估及改善。 

八、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第 12 條 本法第七條第一項所稱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械、設備或器

具如下： 

一、動力衝剪機械。 

二、手推刨床。 

三、木材加工用圓盤鋸。 

四、動力堆高機。 

五、研磨機。 

六、研磨輪。 

七、防爆電氣設備。 

八、動力衝剪機械之光電式安全裝置。 

九、手推刨床之刃部接觸預防裝置。 

十、木材加工用圓盤鋸之反撥預防裝置及鋸齒接觸預防裝

置。 

十一、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 

第 13 條 本法第七條至第九條所稱型式驗證，指由驗證機構對某一型

式之機械、設備或器具等產品，審驗符合安全標準之程序。 

第 14 條 本法第十條第一項所稱具有危害性之化學品，指下列之危險

物或有害物： 

一、危險物：符合國家標準CNS15030分類，具有物理性危

害者。 

二、有害物：符合國家標準CNS15030分類，具有健康危害

者。 

第 15 條 本法第十條第一項所稱危害性化學品之清單，指記載化學品

名稱、製造商或供應商基本資料、使用及貯存量等項目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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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或表單。 

第 16 條 本法第十條第一項所稱危害性化學品之安全資料表，指記載

化學品名稱、製造商或供應商基本資料、危害特性、緊急處

理及危害預防措施等項目之表單。 

第 17 條 本法第十二條第三項所稱作業環境監測，指為掌握勞工作業

環境實態與評估勞工暴露狀況，所採取之規劃、採樣、測定、

分析及評估。 

本法第十二條第三項規定應訂定作業環境監測計畫及實施

監測之作業場所如下： 

一、設置有中央管理方式之空氣調節設備之建築物室內作業

場所。 

二、坑內作業場所。 

三、顯著發生噪音之作業場所。 

四、下列作業場所，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一）高溫作業場所。 

（二）粉塵作業場所。 

（三）鉛作業場所。 

（四）四烷基鉛作業場所。 

（五）有機溶劑作業場所。 

（六）特定化學物質作業場所。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作業場所。 

第 18 條 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三條第二項，審查化學物質安全評

估報告後，得予公開之資訊如下： 

一、新化學物質編碼。 

二、危害分類及標示。 

三、物理及化學特性資訊。 

四、毒理資訊。 

五、安全使用資訊。 

六、為因應緊急措施或維護工作者安全健康，有必要揭露予

特定人員之資訊。 

前項第六款之資訊範圍如下： 

一、新化學物質名稱及基本辨識資訊。 

二、製造或輸入新化學物質之數量。 

三、新化學物質於混合物之組成。 

四、新化學物質之製造、用途及暴露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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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條 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所稱管制性化學品如下： 

一、第二十條之優先管理化學品中，經中央主管機關評估具

高度暴露風險者。 

二、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 

第 20 條 本法第十四條第二項所稱優先管理化學品如下： 

一、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五款

規定所列之危害性化學品。 

二、依國家標準 CNS15030 分類，屬致癌物質第一級、生

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第一級或生殖毒性物質第一級者。 

三、依國家標準 CNS15030 分類，具有物理性危害或健康

危害，其化學品運作量達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者。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 

第 21 條 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從事石油裂解之石化工

業，指勞動檢查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從事石油產

品之裂解反應，以製造石化基本原料者。 

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稱從事製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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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指勞動檢

查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五款所定之製造、處置或使用危險

物及有害物，達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數量。 

第 22 條 本法第十六條第一項所稱具有危險性之機械，指符合中央主

管機關所定一定容量以上之下列機械： 

一、固定式起重機。 

二、移動式起重機。 

三、人字臂起重桿。 

四、營建用升降機。 

五、營建用提升機。 

六、吊籠。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具有危險性之機械。 

第 23 條 本法第十六條第一項所稱具有危險性之設備，指符合中央主

管機關所定一定容量以上之下列設備： 

一、鍋爐。 

二、壓力容器。 

三、高壓氣體特定設備。 

四、高壓氣體容器。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具有危險性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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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 條 本法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之檢查，由中央主管機關依機械、

設備之種類、特性，就下列檢查項目分別定之： 

一、熔接檢查。 

二、構造檢查。 

三、竣工檢查。 

四、定期檢查。 

五、重新檢查。 

六、型式檢查。 

七、使用檢查。 

八、變更檢查。 

第 25 條 本法第十八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所稱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

時，指勞工處於需採取緊急應變或立即避難之下列情形之

一： 

一、自設備洩漏大量危害性化學品，致有發生爆炸、火災或

中毒等危險之虞時。 

二、從事河川工程、河堤、海堤或圍堰等作業，因強風、大

雨或地震，致有發生危險之虞時。 

三、從事隧道等營建工程或管溝、沉箱、沉筒、井筒等之開

挖作業，因落磐、出水、崩塌或流砂侵入等，致有發生

危險之虞時。 

四、於作業場所有易燃液體之蒸氣或可燃性氣體滯留，達爆

炸下限值之百分之三十以上，致有發生爆炸、火災危險

之虞時。 

五、於儲槽等內部或通風不充分之室內作業場所，致有發生

中毒或窒息危險之虞時。 

六、從事缺氧危險作業，致有發生缺氧危險之虞時。 

七、於高度二公尺以上作業，未設置防墜設施及未使勞工使

用適當之個人防護具，致有發生墜落危險之虞時。 

八、於道路或鄰接道路從事作業，未採取管制措施及未設置

安全防護設施，致有發生危險之虞時。 

九、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有發生危險之虞時之情

形。 

第 26 條 本法第十八條第三項及第三十九條第四項所稱其他不利之

處分，指直接或間接損害勞工依法令、契約或習慣上所應享

有權益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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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 條 本法第二十條第一項所稱體格檢查，指於僱用勞工時，為識

別勞工工作適性，考量其是否有不適合作業之疾病所實施之

身體檢查。 

本法第二十條第一項所稱在職勞工應施行之健康檢查如下： 

一、一般健康檢查：指雇主對在職勞工，為發現健康有無異

常，以提供適當健康指導、適性配工等健康管理措施，

依其年齡於一定期間或變更其工作時所實施者。 

二、特殊健康檢查：指對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之勞工，為

發現健康有無異常，以提供適當健康指導、適性配工及

實施分級管理等健康管理措施，依其作業危害性，於一

定期間或變更其工作時所實施者。 

三、特定對象及特定項目之健康檢查：指對可能為罹患職業

病之高風險群勞工，或基於疑似職業病及本土流行病學

調查之需要，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要求其雇主對

特定勞工施行必要項目之臨時性檢查。 

第 28 條 本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稱特別危害健康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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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公告之作業。 

第 29 條 本法第二十條第六項所稱勞工有接受檢查之義務，指勞工應

依雇主安排於符合本法規定之醫療機構接受體格及健康檢

查。 

勞工自行於其他符合規定之醫療機構接受相當種類及項目

之檢查，並將檢查結果提供予雇主者，視為已接受本法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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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條第一項之檢查。 

第 30 條 事業單位依本法第二十二條規定僱用或特約醫護人員者，雇

主應使其保存與管理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健康指導、健康

管理措施及健康服務等資料。 

雇主、醫護人員於保存及管理勞工醫療之個人資料時，應遵

守本法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規定。 

第三章 安全衛生管理 

第 31 條 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所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包括下

列事項： 

一、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 

二、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管理。 

三、危害性化學品之分類、標示、通識及管理。 

四、有害作業環境之採樣策略規劃及監測。 

五、危險性工作場所之製程或施工安全評估。 

六、採購管理、承攬管理及變更管理。 

七、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八、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及現場巡視。 

九、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十、個人防護具之管理。 

十一、健康檢查、管理及促進。 

十二、安全衛生資訊之蒐集、分享及運用。 

十三、緊急應變措施。 

十四、職業災害、虛驚事故、影響身心健康事件之調查處理

及統計分析。 

十五、安全衛生管理紀錄及績效評估措施。 

十六、其他安全衛生管理措施。 

第 32 條 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所定安全衛生組織，包括下列組織： 

一、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為事業單位內擬訂、規劃、推

動及督導職業安全衛生有關業務之組織。 

二、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為事業單位內審議、協調及建議

職業安全衛生有關業務之組織。 

第 33 條 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所稱安全衛生人員，指事業單位內擬

訂、規劃及推動安全衛生管理業務者，包括下列人員： 

一、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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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職業安全管理師。 

三、職業衛生管理師。 

四、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 

第 34 條 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所定安全衛生管理，由雇主或對事業

具管理權限之雇主代理人綜理，並由事業單位內各級主管依

職權指揮、監督所屬人員執行。 

第 35 條 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所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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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6 條 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之事前告知，應以書面為之，或

召開協商會議並作成紀錄。 

第 37 條 本法第二十七條所稱共同作業，指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

攬人所僱用之勞工於同一期間、同一工作場所從事工作。 

第 38 條 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協議組織，應由原事業

單位召集之，並定期或不定期進行協議下列事項： 

一、安全衛生管理之實施及配合。 

二、勞工作業安全衛生及健康管理規範。 

三、從事動火、高架、開挖、爆破、高壓電活線等危險作業

之管制。 

四、對進入局限空間、有害物作業等作業環境之作業管制。 

五、電氣機具入廠管制。 

六、作業人員進場管制。 

七、變更管理。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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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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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其他認有必要之協調事項。 

第 39 條 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所稱有母性健康危害之虞之工作，指

其從事可能影響胚胎發育、妊娠或哺乳期間之母體及幼兒健

康之下列工作： 

一、工作暴露於具有依國家標準 CNS15030 分類，屬生殖

毒性物質、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或其他對哺乳功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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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影響之化學品者。 

二、勞工個人工作型態易造成妊娠或分娩後哺乳期間，產生

健康危害影響之工作，包括勞工作業姿勢、人力提舉、

搬運、推拉重物、輪班及工作負荷等工作型態，致產生

健康危害影響者。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 

第 40 條 雇主依本法第三十三條規定宣導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

時，得以教育、公告、分發印刷品、集會報告、電子郵件、

網際網路或其他足使勞工周知之方式為之。 

第 4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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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2 條 前條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得依事業單位之實際需要，訂定

適用於全部或一部分事業，並得依工作性質、規模分別訂

定，報請勞動檢查機構備查。 

事業單位訂定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其適用區域跨二以上勞

動檢查機構轄區時，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勞動檢查機

構備查。 

第 43 條 本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第三十七條第一項所定之勞工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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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監督及檢查 

第 44 條 中央主管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為執行職業安全衛生監督及

檢查，於必要時，得要求代行檢查機構或代行檢查人員，提

出相關報告、紀錄、帳冊、文件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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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5 條 本法第三十五條所定職業安全衛生諮詢會，置委員九人至十

五人，任期二年，由中央主管機關就勞工團體、雇主團體、

職業災害勞工團體、有關機關代表及安全衛生學者專家遴聘

之。 

第 46 條 勞動檢查機構依本法第三十六條第一項規定實施安全衛生

檢查、通知限期改善或停工之程序，應依勞動檢查法相關規

定辦理。 

第 47 條 本法第三十七條第二項規定雇主應於八小時內通報勞動檢

查機構，所稱雇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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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稱應於

八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指事業單位明知或可得而知已

發生規定之職業災害事實起八小時內，應向其事業單位所在

轄區之勞動檢查機構通報。 

雇主因緊急應變或災害搶救而委託其他雇主或自然人，依規

定向其所在轄區之勞動檢查機構通報者，視為已依本法第三

十七條第二項規定通報。 

第 48 條 本法第三十七條第二項第二款所稱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

三人以上者，指於勞動場所同一災害發生工作者永久全失

能、永久部分失能及暫時全失能之總人數達三人以上者。 

本法第三十七條第二項第三款所稱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

一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者，指於勞動場所發生工作者罹災

在一人以上，且經醫療機構診斷需住院治療者。 

第 49 條 勞動檢查機構應依本法第三十七條第三項規定，派員對事業

單位工作場所發生死亡或重傷之災害，實施檢查，並調查災

害原因及責任歸屬。但其他法律已有火災、爆炸、礦災、空

難、海難、震災、毒性化學物質災害、輻射事故及陸上交通

事故之相關檢查、調查或鑑定機制者，不在此限。 

前項所稱重傷之災害，指造成罹災者肢體或器官嚴重受損，

危及生命或造成其身體機能嚴重喪失，且須住院治療連續達

二十四小時以上之災害者。 

第 50 條 本法第三十七條第四項所稱雇主，指災害發生現場所有事業

單位之雇主；所稱現場，指造成災害之機械、設備、器具、

原料、材料等相關物件及其作業場所。 

第 51 條 本法第三十八條所稱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如下： 

一、勞工人數在五十人以上之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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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勞工人數未滿五十人之事業，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並

由勞動檢查機構函知者。 

前項第二款之指定，中央主管機關得委任或委託勞動檢查機

構為之。 

雇主依本法第三十八條規定填載職業災害內容及統計之格

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52 條 勞工因雇主違反本法規定致發生職業災害所提起之訴訟，得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扶助。 

前項扶助業務，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民間團體辦理。 

第 53 條 本法第五十條第二項所定直轄市與縣（市）主管機關及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有關法令規定，配合國家職業安全衛生

政策，積極推動包括下列事項之職業安全衛生業務： 

一、策略及規劃。 

二、法制。 

三、執行。 

四、督導。 

五、檢討分析。 

六、其他安全衛生促進活動。 

第五章 附則 

第 54 條 本細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七月三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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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1.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內政部（64）台內勞字第 64059 號令訂定發布 

2.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三月十日內政部（71）台內勞字第 67309 號令修正發布 

3. 中華民國八十年十二月三十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0）台勞安一字第 34668 號令修正發布 

4.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二十九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7）台勞安一字第 026922 號令修正發布第 30、31 條條

文 

5.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安一字第 0910064375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90 條；並自

發布日施行 

6.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一月九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安 1  字第 0970145020 號令修正發布第 1、2、3、4、6、

7、10、11、39、42、43、63、67、71、72、80、81、86、90 條條文；增訂第 1-1、2-1、3-1、3-2、5-1、6-1、

12-1～12-6、15-1、15-2、44-1、50-1、89-1 條條文；刪除第 5、9、76、89 條條文；但除第 2-1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6 條第 2 項第 1 款已另定施行日期者外，第 2 條、第 2-1 條、第 3 條、第 3-1 條、第 3-2 條、第 5-1

條、第 6 條、第 7 條、第 10 條、第 12-1 條至第 12-6 條規定，自發布後六個月施行；其餘自發布日施行 

7.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九月十七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安 1 字第 0970145927 號令修正發布第 6-1 條條文 

8.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二月五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安 1 字第 0980145075 號令修正發布第 2-1、6 條條文 

9. 中華民國一百年一月十四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安 1 字第 0990146800 號令修正發布第 2、3、4、6-1、7、8、

11、12、12-1、13、44、63、68、78、83、86、87 條條文 

10.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勞動部勞職授字第 1030200729 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第 1、2-1、3、3-1、

3-2、4、5-1、6、6-1、7、8、10、11、12、12-1、12-2、12-4、12-5、26、43、59、67、72、81、86、87、

88、89-1、90 條條文及第二、三章之章名；並自一百零三年七月三日施行（原名稱：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

及自動檢查辦法） 

 

第一章 總則 
第 1 條 本辦法依職業安全衛生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三條第四

項規定訂定之。 

第 1-1 條 雇主應依其事業之規模、性質，設置安全衛生組織、人員及

參照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相關指引，建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系統，透過規劃、實施、檢查及改進等管理功能，實現安全

衛生管理目標，提升安全衛生管理水準。 

第 2 條 本辦法之事業，依危害風險之不同區分如下： 

一、第一類事業：具顯著風險者。 

二、第二類事業：具中度風險者。 

三、第三類事業：具低度風險者。 

前項各款事業之例示，如附表一。 

第二章 職業安全衛生組織及人員 

第 2-1 條 事業單位應依下列規定設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以下簡稱

管理單位）： 

一、第一類事業之事業單位勞工人數在一百人以上者，應設

直接隸屬雇主之專責一級管理單位。 

二、第二類事業勞工人數在三百人以上者，應設直接隸屬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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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之一級管理單位。 

前項第一款專責一級管理單位之設置，於勞工人數在三百人

以上者，自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九日施行；勞工人數在二

百人至二百九十九人者，自一百年一月九日施行；勞工人數

在一百人至一百九十九人者，自一百零一年一月九日施行。 

第 3 條 第二條所定事業之雇主應依附表二之規模，置職業安全衛生

業務主管及管理人員（以下簡稱管理人員）。 

第一類事業之事業單位勞工人數在一百人以上者，所置管理

人員應為專職；第二類事業之事業單位勞工人數在三百人以

上者，所置管理人員應至少一人為專職。 

依前項規定所置專職管理人員，應常駐廠場執行業務，不得

兼任其他法令所定專責（任）人員或從事其他與職業安全衛

生無關之工作。 

第 3-1 條 前條第一類事業之事業單位對於所屬從事製造之一級單

位，勞工人數在一百人以上未滿三百人者，應另置甲種職業

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一人，勞工人數三百人以上者，應再至少

增置專職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一人。 

營造業之事業單位對於橋樑、道路、隧道或輸配電等距離較

長之工程，應於每十公里內增置營造業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

務主管一人。 

第 3-2 條 事業單位勞工人數之計算，包含原事業單位及其承攬人、再

承攬人之勞工及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

動之人員，於同一期間、同一工作場所作業時之總人數。 

事業設有總機構者，其勞工人數之計算，包含所屬各地區事

業單位作業勞工之人數。 

第 4 條 事業單位勞工人數未滿三十人者，其應置之職業安全衛生業

務主管，得由事業經營負責人或其代理人擔任。 

第 5 條 （刪除） 

第 5-1 條 職業安全衛生組織、人員、工作場所負責人及各級主管之職

責如下： 

一、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擬訂、規劃、督導及推動安全

衛生管理事項，並指導有關部門實施。 

二、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對雇主擬訂之安全衛生政策提出

建議，並審議、協調及建議安全衛生相關事項。 

三、未置有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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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單位之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擬訂、規劃及推動

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四、置有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事

業單位之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主管及督導安全衛生

管理事項。 

五、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擬訂、

規劃及推動安全衛生管理事項，並指導有關部門實施。 

六、工作場所負責人及各級主管：依職權指揮、監督所屬執

行安全衛生管理事項，並協調及指導有關人員實施。 

七、一級單位之職業安全衛生人員：協助一級單位主管擬

訂、規劃及推動所屬部門安全衛生管理事項，並指導有

關人員實施。 

前項人員，雇主應使其接受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前二項安全衛生管理、教育訓練之執行，應作成紀錄備查。 

第 6 條 事業分散於不同地區者，應於各該地區之事業單位依第二條

至第三條之二規定，設管理單位及置管理人員。事業單位勞

工人數之計算，以各該地區事業單位作業勞工之總人數為

準。 

事業設有總機構者，除各該地區事業單位之管理單位及管理

人員外，應依下列規定另於總機構或其地區事業單位設綜理

全事業之職業安全衛生事務之管理單位，及依附表二之一之

規模置管理人員，並依第五條之一規定辦理安全衛生管理事

項： 

一、第一類事業勞工人數在五百人以上者，應設直接隸屬雇

主之專責一級管理單位。 

二、第二類事業勞工人數在五百人以上者，應設直接隸屬雇

主之一級管理單位。 

三、第三類事業勞工人數在三千人以上者，應設管理單位。 

前項規定所置管理人員，應為專職。但第二類及第三類事業

之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不在此限。 

第二項第一款專責一級單位之設置，於勞工人數在三千人以

上者，自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九日施行；勞工人數在一千

人至二千九百九十九人者，自一百年一月九日施行；勞工人

數在五百人至九百九十九人者，自一百零一年一月九日施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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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1 條 第一類事業單位或其總機構所設置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

位，已實施第十二條之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相關管理制

度，管理績效並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者，得不受第二條之

一、第三條及第六條有關一級管理單位應為專責及職業安全

衛生業務主管應為專職之限制。 

前項管理績效之認可，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相關專業團體辦

理之。 

第 7 條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除第四條規定者外，雇主應自該事業

之相關主管或辦理職業安全衛生事務者選任之。但營造業之

事業單位，應由曾受營造業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教育訓練

者選任之。 

下列職業安全衛生人員，雇主應自事業單位勞工中具備下列

資格者選任之： 

一、職業安全管理師： 

（一）高等考試工業安全類科錄取或具有工業安全技師資

格。 

（二）領有職業安全管理甲級技術士證照。 

（三）曾任勞動檢查員，具有勞工安全檢查工作經驗三年

以上。 

（四）修畢工業安全相關科目十八學分以上，並具有國內

外大專以上校院工業安全相關類科碩士以上學位。 

二、職業衛生管理師： 

（一）高等考試工業衛生類科錄取或具有工礦衛生技師資

格。 

（二）領有職業衛生管理甲級技術士證照。 

（三）曾任勞動檢查員，具有勞工衛生檢查工作經驗三年

以上。 

（四）修畢工業衛生相關科目十八學分以上，並具有國內

外大專以上校院工業衛生相關類科碩士以上學位。 

三、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 

（一）具有職業安全管理師或職業衛生管理師資格。 

（二）領有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乙級技術士證照。 

（三）曾任勞動檢查員，具有勞動檢查工作經驗二年以上。 

（四）修畢工業安全衛生相關科目十八學分以上，並具有

國內外大專以上校院工業安全衛生相關科系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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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普通考試工業安全類科錄取。 

前項大專以上校院工業安全相關類科碩士、工業衛生相關類

科碩士、工業安全衛生相關科系與工業安全、工業衛生及工

業安全衛生相關科目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地方主管機關依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科系及科目辦理。 

第二項第一款第四目及第二款第四目，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一

年七月一日起不再適用；第二項第三款第四目，自一百零三

年七月一日起不再適用。 

第 8 條 職業安全衛生人員因故未能執行職務時，雇主應即指定適當

代理人。其代理期間不得超過三個月。 

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上之事業單位，其職業安全衛生人員離

職時，應即報當地勞動檢查機構備查。 

第 9 條 （刪除） 

第 10 條 適用第二條之一及第六條第二項規定之事業單位，應設職業

安全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 

第 11 條 委員會置委員七人以上，除雇主為當然委員及第五款規定者

外，由雇主視該事業單位之實際需要指定下列人員組成： 

一、職業安全衛生人員。 

二、事業內各部門之主管、監督、指揮人員。 

三、與職業安全衛生有關之工程技術人員。 

四、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醫護人員。 

五、勞工代表。 

委員任期為二年，並以雇主為主任委員，綜理會務。 

委員會由主任委員指定一人為秘書，輔助其綜理會務。 

第一項第五款之勞工代表，應佔委員人數三分之一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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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2 條 委員會應每三個月至少開會一次，辦理下列事項： 

一、對雇主擬訂之職業安全衛生政策提出建議。 

二、協調、建議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三、審議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實施計畫。 

四、審議作業環境監測計畫、監測結果及採行措施。 

五、審議健康管理、職業病預防及健康促進事項。 

六、審議各項安全衛生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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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審議事業單位自動檢查及安全衛生稽核事項。 

八、審議機械、設備或原料、材料危害之預防措施。 

九、審議職業災害調查報告。 

十、考核現場安全衛生管理績效。 

十一、審議承攬業務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十二、其他有關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前項委員會審議、協調及建議安全衛生相關事項，應作成紀

錄，並保存三年。 

第一項委員會議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議。 

第三章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措施 
第 12-1 條 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計畫，要求各級主管及負責指揮、監督之有關人員執行；勞

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安全衛生管理執行紀

錄或文件代替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勞工人數在一百人以上之事業單位，應另訂定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規章。 

第一項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之執行，應作成紀錄，並保存

三年。 

第 12-2 條 下列事業單位，應參照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系統指引，建立適合該事業單位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

統： 

一、第一類事業勞工人數在三百人以上者。 

二、有從事石油裂解之石化工業工作場所者。 

三、有從事製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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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工作場所者。 

前項管理系統應包括下列安全衛生事項： 

一、政策。 

二、組織設計。 

三、規劃與實施。 

四、評估。 

五、改善措施。 

第一項安全衛生管理之執行，應作成紀錄，並保存三年。 

第 12-3 條 第一類事業勞工人數在三百人以上之事業單位，於引進或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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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製程、作業程序、材料及設備前，應評估其職業災害之風

險，並採取適當之預防措施。 

前項變更，雇主應使勞工充分知悉並接受相關教育訓練。 

前二項執行紀錄，應保存三年。 

第 12-4 條 第一類事業勞工人數在三百人以上之事業單位，關於機械、

器具、設備、物料、原料及個人防護具等之採購、租賃，其

契約內容應有符合法令及實際需要之職業安全衛生具體規

範，並於驗收、使用前確認其符合規定。 

前項事業單位將營繕工程之施工、規劃、設計及監造等交付

承攬或委託者，其契約內容應有防止職業災害之具體規範，

並列為履約要件。 

前二項執行紀錄，應保存三年。 

第 12-5 條 第一類事業勞工人數在三百人以上之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

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或與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於同一期

間、同一工作場所共同作業時，除應依本法第二十六條或第

二十七條規定辦理外，應就承攬人之安全衛生管理能力、職

業災害通報、危險作業管制、教育訓練、緊急應變及安全衛

生績效評估等事項，訂定承攬管理計畫，並促使承攬人及其

勞工，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法令及原事業單位所定之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事項。 

前項執行紀錄，應保存三年。 

第 12-6 條 第一類事業勞工人數在三百人以上之事業單位，應依事業單

位之潛在風險，訂定緊急狀況預防、準備及應變之計畫，並

定期實施演練。 

前項執行紀錄，應保存三年。 

第四章 自動檢查 

第一節 機械之定期檢查 

第 13 條 雇主對電氣機車、蓄電池機車、電車、蓄電池電車、內燃機

車、內燃動力車及蒸汽機車等（以下於本條中稱電氣機車

等），應每三年就整體定期實施檢查一次。 

雇主對前項之電氣機車等應每年依下列規定定期實施檢查

一次： 

一、電氣機車、蓄電池機車、電車及蓄電池電車應檢查電動

機、控制裝置、制動器、自動遮斷器、車架、連結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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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電池、避雷器、配線、接觸器具及各種儀表之有無異

常。 

二、內燃機車及內燃動力車應檢查引擎、動力傳動裝置、制

動器、車架、連結裝置及各種儀表之有無異常。 

三、蒸汽機車應檢查氣缸、閥、蒸氣管、調壓閥、安全閥及

各種儀表之有無異常。 

雇主對電氣機車等應每月依下列規定就其車體所裝置項目

定期實施檢查一次： 

一、電氣機車、蓄電池機車、電車及蓄電池電車應檢查電路、

制動器及連結裝置之有無異常。 

二、內燃機車或內燃動力車應檢查制動器及連結裝置之有無

異常。 

三、蒸汽機車應檢查火室、易熔栓、水位計、給水裝置、制

動器及連結裝置之有無異常。 

第 14 條 雇主對一般車輛，應每三個月就車輛各項安全性能定期實施

檢查一次。 

第 15 條 車輛頂高機應每三個月檢查一次以上，維持其安全性能。 

第 15-1 條 雇主對高空工作車，應每年就下列事項實施檢查一次： 

一、壓縮壓力、閥間隙及其他原動機有無異常。 

二、離合器、變速箱、差速齒輪、傳動軸及其他動力傳動裝

置有無異常。 

三、主動輪、從動輪、上下轉輪、履帶、輪胎、車輪軸承及

其他走行裝置有無異常。 

四、轉向器之左右回轉角度、肘節、軸、臂及其他操作裝置

有無異常。 

五、制動能力、制動鼓、制動塊及其他制動裝置有無異常。 

六、伸臂、升降裝置、屈折裝置、平衡裝置、工作台及其他

作業裝置有無異常。 

七、油壓泵、油壓馬達、汽缸、安全閥及其他油壓裝置有無

異常。 

八、電壓、電流及其他電氣系統有無異常。 

九、車體、操作裝置、安全裝置、連鎖裝置、警報裝置、方

向指示器、燈號裝置及儀表有無異常。 

第 15-2 條 雇主對高空工作車，應每月依下列規定定期實施檢查一次： 

一、制動裝置、離合器及操作裝置有無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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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業裝置及油壓裝置有無異常。 

三、安全裝置有無異常。 

第 16 條 雇主對車輛系營建機械，應每年就該機械之整體定期實施檢

查一次。 

雇主對前項之車輛系營建機械，應每月依下列規定定期實施

檢查一次： 

一、制動器、離合器、操作裝置及作業裝置之有無異常。 

二、鋼索及鏈等之有無損傷。 

三、吊斗之有無損傷。 

第 17 條 雇主對堆高機應每年就該機械之整體定期實施檢查一次。 

雇主對前項之堆高機，應每月就下列規定定期實施檢查一

次： 

一、制動裝置、離合器及方向裝置。 

二、積載裝置及油壓裝置。 

三、頂蓬及桅桿。 

第 18 條 雇主對以動力驅動之離心機械，應每年就下列規定機械之一

部分，定期實施檢查一次： 

一、回轉體。 

二、主軸軸承。 

三、制動器。 

四、外殼。 

五、配線、接地線、電源開關。 

六、設備之附屬螺栓。 

第 19 條 雇主對固定式起重機，應每年就該機械之整體定期實施檢查

一次。 

雇主對前項之固定式起重機，應每月依下列規定定期實施檢

查一次。 

一、過捲預防裝置、警報裝置、制動器、離合器及其他安全

裝置有無異常。 

二、鋼索及吊鏈有無損傷。 

三、吊鉤、抓斗等吊具有無損傷。 

四、配線、集電裝置、配電盤、開關及控制裝置有無異常。 

五、對於纜索固定式起重機之鋼纜等及絞車裝置有無異常。 

前項檢查於輻射區及高溫區，停用超過一個月者得免實施。

惟再度使用時，仍應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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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條 雇主對移動式起重機，應每年就該機械之整體定期實施檢查

一次。 

雇主對前項移動式起重機、應每月依下列規定定期實施檢查

一次： 

一、過捲預防裝置、警報裝置、制動器、離合器及其他安全

裝置有無異常。 

二、鋼索及吊鏈有無損傷。 

三、吊鉤、抓斗等吊具有無損傷。 

四、配線、集電裝置、配電盤、開關及控制裝置有無異常。 

第 21 條 雇主對人字臂起重桿應每年就該機械之整體定期實施檢查

一次。 

雇主對前項人字臂起重桿，應每月依下列規定定期實施檢查

一次： 

一、過捲預防裝置、制動器、離合器及其他安全裝置有無異

常。 

二、捲揚機之安置狀況。 

三、鋼索有無損傷。 

四、導索之結頭部分有無異常。 

五、吊鉤、抓斗等吊具有無損傷。 

六、配線、開關及控制裝置有無異常。 

第 22 條 雇主對升降機，應每年就該機械之整體定期實施檢查一次。 

雇主對前項之升降機，應每月依下列規定定期實施檢查一

次： 

一、終點極限開關、緊急停止裝置、制動器、控制裝置及其

他安全裝置有無異常。 

二、鋼索或吊鏈有無損傷。 

三、導軌之狀況。 

四、設置於室外之升降機者，為導索結頭部分有無異常。 

第 23 條 雇主對營建用提升機，應每月依下列規定定期實施檢查一

次： 

一、制動器及離合器有無異常。 

二、捲揚機之安裝狀況。 

三、鋼索有無損傷。 

四、導索之固定部位有無異常。 

第 24 條 雇主對吊籠應每月依下列規定定期實施檢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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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過捲預防裝置、制動器、控制裝置及其他安全裝置有無

異常。 

二、吊臂、伸臂及工作台有無損傷。 

三、升降裝置、配線、配電盤有無異常。 

第 25 條 雇主對簡易提升機，應每年定期實施檢查一次。 

雇主對前項之簡易提升機，應每月依下列規定定期實施檢查

一次： 

一、過捲預防裝置、制動器、控制裝置及其他安全裝置有無

異常。 

二、鋼索及吊鏈有無損傷。 

三、導軌狀況。 

第 26 條 雇主對以動力驅動之衝剪機械，應每年依下列規定機械之一

部分，定期實施檢查一次： 

一、離合器及制動裝置。 

二、曲柄軸、飛輪、滑塊、連結螺栓及連桿。 

三、一行程一停止機構及緊急制動器。 

四、電磁閥、減壓閥及壓力表。 

五、配線及開關。 

第二節 設備之定期檢查 

第 27 條 雇主對乾燥設備及其附屬設備，應每年依下列規定定期實施

檢查一次： 

一、內面、外面及外部之棚櫃等有無損傷、變形或腐蝕。 

二、危險物之乾燥設備中，排出因乾燥產生之氣體、蒸氣或

粉塵等之設備有無異常。 

三、使用液體燃料或可燃性液體為熱源之乾燥設備，燃燒室

或點火處之換氣設備有無異常。 

四、窺視孔、出入孔、排氣孔等開口部有無異常。 

五、內部溫度測定裝置及調整裝置有無異常。 

六、設置於內部之電氣機械器具或配線有無異常。 

第 28 條 雇主對乙炔熔接裝置 (除此等裝置之配管埋設於地下之部分

外) 應每年就裝置之損傷、變形、腐蝕等及其性能定期實施

檢查一次。 

第 29 條 雇主對氣體集合熔接裝置 (除此等裝置之配管埋設於地下之

部分外) 應每年就裝置之損傷、變形、腐蝕等及其性能定期

實施檢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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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 條 雇主對高壓電氣設備，應於每年依下列規定定期實施檢查一

次： 

一、高壓受電盤及分電盤 (含各種電驛、儀表及其切換開關

等) 之動作試驗。 

二、高壓用電設備絕緣情形、接地電阻及其他安全設備狀況。 

三、自備屋外高壓配電線路情況。 

第 31 條 雇主對於低壓電氣設備，應每年依下列規定定期實施檢查一

次： 

一、低壓受電盤及分電盤 (含各種電驛、儀表及其切換開關

等) 之動作試驗。 

二、低壓用電設備絕緣情形，接地電阻及其他安全設備狀況。 

三、自備屋外低壓配電線路情況。 

第 32 條 雇主對鍋爐應每月依下列規定定期實施檢查一次： 

一、鍋爐本體有無損傷。 

二、燃燒裝置： 

（一）油加熱器及燃料輸送裝置有無損傷。 

（二）噴燃器有無損傷及污髒。 

（三）過濾器有無堵塞或損傷。 

（四）燃燒器瓷質部及爐壁有無污髒及損傷。 

（五）加煤機及爐篦有無損傷。 

（六）煙道有無洩漏、損傷及風壓異常。 

三、自動控制裝置： 

（一）自動起動停止裝置、火焰檢出裝置、燃料切斷裝置、

水位調節裝置、壓力調節裝置機能有無異常。 

（二）電氣配線端子有無異常。 

四、附屬裝置及附屬品： 

（一）給水裝置有無損傷及作動狀態。 

（二）蒸汽管及停止閥有無損傷及保溫狀態。 

（三）空氣預熱器有無損傷。 

（四）水處理裝置機能有無異常。 

第 33 條 雇主對高壓氣體特定設備、高壓氣體容器及第一種壓力容器

應每月依下列規定定期實施檢查一次： 

一、本體有無損傷、變形。 

二、蓋板螺栓有無損耗。 

三、管及閥等有無損傷、洩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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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壓力表及溫度計及其他安全裝置有無損傷。 

五、平台支架有無嚴重腐蝕。 

對於有保溫部分或有高游離輻射污染之虞之場所，得免實

施。 

第 34 條 雇主對小型鍋爐應每年依下列規定定期實施檢查一次： 

一、鍋爐本體有無損傷。 

二、燃燒裝置有無異常。 

三、自動控制裝置有無異常。 

四、附屬裝置及附屬品性能是否正常。 

五、其他保持性能之必要事項。 

第 35 條 雇主對第二種壓力容器應每年依下列規定定期實施檢查一

次： 

一、內面及外面有無顯著損傷、裂痕、變形及腐蝕。 

二、蓋、凸緣、閥、旋塞等有無異常。 

三、安全閥、壓力表與其他安全裝置之性能有無異常。 

四、其他保持性能之必要事項。 

第 36 條 雇主對小型壓力容器應每年依下列規定定期實施檢查一次： 

一、本體有無損傷。 

二、蓋板螺旋有無異常。 

三、管及閥等有無異常。 

四、其他保持性能之必要事項。 

第 37 條 雇主對高壓氣體儲存能力在一百立方公尺或一公噸以上之

儲槽應注意有無沈陷現象，並應每年定期測定其沈陷狀況一

次。 

第 38 條 雇主對特定化學設備或其附屬設備，應每二年依下列規定定

期實施檢查一次： 

一、特定化學設備或其附屬設備 (不含配管) ： 

（一）內部有無足以形成其損壞原因之物質存在。 

（二）內面及外面有無顯著損傷、變形及腐蝕。 

（三）蓋、凸緣、閥、旋塞等之狀態。 

（四）安全閥、緊急遮斷裝置與其他安全裝置及自動警報

裝置之性能。 

（五）冷卻、攪拌、壓縮、計測及控制等性能。 

（六）備用動力源之性能。 

（七）其他為防止丙類第一種物質或丁類物質之漏洩之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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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事項。 

二、配管 

（一）熔接接頭有無損傷、變形及腐蝕。 

（二）凸緣、閥、旋塞等之狀態。 

（三）接於配管之供為保溫之蒸氣管接頭有無損傷、變形

或腐蝕。 

第 39 條 雇主對化學設備及其附屬設備，應就下列事項，每二年定期

實施檢查一次： 

一、內部是否有造成爆炸或火災之虞。 

二、內部與外部是否有顯著之損傷、變形及腐蝕。 

三、蓋板、凸緣、閥、旋塞等之狀態。 

四、安全閥或其他安全裝置、壓縮裝置、計測裝置之性能。 

五、冷卻裝置、攪拌裝置、壓縮裝置、計測裝置及控制裝置

之性能。 

六、預備電源或其代用裝置之性能。 

七、其他防止爆炸或火災之必要事項。 

第 40 條 雇主對局部排氣裝置、空氣清淨裝置及吹吸型換氣裝置應每

年依下列規定定期實施檢查一次： 

一、氣罩、導管及排氣機之磨損、腐蝕、凹凸及其他損害之

狀況及程度。 

二、導管或排氣機之塵埃聚積狀況。 

三、排氣機之注油潤滑狀況。 

四、導管接觸部分之狀況。 

五、連接電動機與排氣機之皮帶之鬆弛狀況。 

六、吸氣及排氣之能力。 

七、設置於排放導管上之採樣設施是否牢固、鏽蝕、損壞、

崩塌或其他妨礙作業安全事項。 

八、其他保持性能之必要事項。 

第 41 條 雇主對設置於局部排氣裝置內之空氣清淨裝置，應每年依下

列規定定期實施檢查一次： 

一、構造部分之磨損、腐蝕及其他損壞之狀況及程度。 

二、除塵裝置內部塵埃堆積之狀況。 

三、濾布式除塵裝置者，有濾布之破損及安裝部分鬆弛之狀

況。 

四、其他保持性能之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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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2 條 雇主對異常氣壓之再壓室或減壓艙，應就下列事項，每個月

依下列規定定期實施檢查一次： 

一、輸氣設備及排氣設備之運作狀況。 

二、通話設備及警報裝置之運作狀況。 

三、電路有無漏電。 

四、電器、機械器具及配線有無損傷。 

第 43 條 雇主對營造工程之施工架及施工構台，應就下列事項，每週

定期實施檢查一次： 

一、架材之損傷、安裝狀況。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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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固定材料與固定金屬配件之損傷及腐蝕狀況。 

四、扶手、護欄等之拆卸及脫落狀況。 

五、基腳之下沈及滑動狀況。 

六、斜撐材、索條、橫檔等補強材之狀況。 

七、立柱、踏腳桁、橫檔等之損傷狀況。 

八、懸臂樑與吊索之安裝狀況及懸吊裝置與阻檔裝置之性

能。 

強風大雨等惡劣氣候、四級以上之地震襲擊後及每次停工之

復工前，亦應實施前項檢查。 

第 44 條 雇主對營造工程之模板支撐架，應每週依下列規定實施檢

查： 

一、架材之損傷、安裝狀況。 

二、支柱等之固定部分、接觸部分及搭接重疊部分之鬆弛狀

況。 

三、固定材料與固定金屬配件之損傷及腐蝕狀況。 

四、基腳（礎）之沉陷及滑動狀況。 

五、斜撐材、水平繫條等補強材之狀況。 

強風大雨等惡劣氣候、四級以上之地震襲擊後及每次停工之

復工前，亦應實施前項檢查。 

第 44-1 條 雇主對於機械、設備，應依本章第一節及第二節規定，實施

定期檢查。但雇主發現有腐蝕、劣化、損傷或堪用性之虞，

應實施安全評估，並縮短其檢查期限。 

第三節 機械、設備之重點檢查 

第 45 條 雇主對第二種壓力容器應於初次使用前依下列規定實施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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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檢查： 

一、確認胴體、端板之厚度是否與製造廠所附資料符合。 

二、確認安全閥吹洩量是否足夠。 

三、各項尺寸、附屬品與附屬裝置是否與容器明細表符合。 

四、經實施耐壓試驗無局部性之膨出、伸長或洩漏之缺陷。 

五、其他保持性能之必要事項。 

第 46 條 雇主對捲揚裝置於開始使用、拆卸、改裝或修理時，應依下

列規定實施重點檢查： 

一、確認捲揚裝置安裝部位之強度，是否符合捲揚裝置之性

能需求。 

二、確認安裝之結合元件是否結合良好，其強度是否合乎需

求。 

三、其他保持性能之必要事項。 

第 47 條 雇主對局部排氣裝置或除塵裝置，於開始使用、拆卸、改裝

或修理時，應依下列規定實施重點檢查： 

一、導管或排氣機粉塵之聚積狀況。 

二、導管接合部分之狀況。 

三、吸氣及排氣之能力。 

四、其他保持性能之必要事項。 

第 48 條 雇主對異常氣壓之輸氣設備應依下列規定實施重點檢查： 

一、對輸氣設備初次使用或予分解後加以改造、修理或停用

一個月以上擬再度使用時，應對該設備實施重點檢查。 

二、於輸氣設備發生故障或因出水或發生其他異常，致高壓

室內作業勞工有遭受危險之虞時，應迅即使勞工自沈

箱、壓氣潛盾等撤離，避免危難，應即檢點輸氣設備之

有無異常，沈箱等之有無異常沈降或傾斜及其他必要事

項。 

第 49 條 雇主對特定化學設備或其附屬設備，於開始使用、改造、修

理時，應依下列規定實施重點檢查一次： 

一、特定化學設備或其附屬設備 (不含配管)： 

（一）內部有無足以形成其損壞原因之物質存在。 

（二）內面及外面有無顯著損傷、變形及腐蝕。 

（三）蓋、凸緣、閥、旋塞等之狀態。 

（四）安全閥、緊急遮斷裝置與其他安全裝置及自動警報

裝置之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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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冷卻、攪拌、壓縮、計測及控制等性能。 

（六）備用動力源之性能。 

（七）其他為防止丙類第一種物質或丁類物質之漏洩之必

要事項。 

二、配管： 

（一）熔接接頭有無損傷、變形及腐蝕。 

（二）凸緣、閥、旋塞等之狀態。 

（三）接於配管之蒸氣管接頭有無損傷、變形或腐蝕。 

第四節 機械、設備之作業檢點 

第 50 條 雇主對車輛機械，應每日作業前依下列各項實施檢點： 

一、制動器、連結裝置、各種儀器之有無異常。 

二、蓄電池、配線、控制裝置之有無異常。 

第 50-1 條 雇主對高空工作車，應於每日作業前就其制動裝置、操作裝

置及作業裝置之性能實施檢點。 

第 51 條 雇主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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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52 條 雇主對固定式起重機，應於每日作業前依下列規定實施檢

點，對置於瞬間風速可能超過每秒三十公尺或四級以上地震

後之固定式起重機，應實施各部安全狀況之檢點： 

一、過捲預防裝置、制動器、離合器及控制裝置性能。 

二、直行軌道及吊運車橫行之導軌狀況。 

三、鋼索運行狀況。 

第 53 條 雇主對移動式起重機，應於每日作業前對過捲預防裝置、過

負荷警報裝置、制動器、離合器、控制裝置及其他警報裝置

之性能實施檢點。 

第 54 條 雇主對人字臂起重桿，應於每日作業前依下列規定實施檢

點，對置於瞬間風速可能超過每秒三十公尺 (以設於室外者

為限) 或四級以上地震後之人字臂起重桿，應就其安全狀況

實施檢點： 

一、過捲預防裝置、制動器、離合器及控制裝置之性能。 

二、鋼索通過部分狀況。 

第 55 條 雇主對營建用提升機，應於每日作業前，依下列規定實施檢

點： 

一、制動器及離合器性能。 

二、鋼索通過部分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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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6 條 雇主對吊籠，應於每日作業前依下列規定實施檢點，如遇強

風、大雨、大雪等惡劣氣候後，應實施第三款至第五款之檢

點： 

一、鋼索及其緊結狀態有無異常。 

二、扶手等有無脫離。 

三、過捲預防裝置、制動器、控制裝置及其他安全裝置之機

能有無異常。 

四、升降裝置之擋齒機能。 

五、鋼索通過部分狀況。 

第 57 條 雇主對簡易提升機，應於每日作業前對制動性能實施檢點。 

第 58 條 雇主對第十六條、第十九條至第二十五條及第五十二條至前

條規定之起重機械使用之吊掛用鋼索、吊鏈、纖維索、吊鉤、

吊索、鏈環等用具，應於每日作業前實施檢點。 

第 59 條 雇主對第二十六條之衝剪機械，應於每日作業前依下列規

定，實施檢點： 

一、離合器及制動器之機能。 

二、曲柄軸、飛輪、滑塊、連桿、連接螺栓之有無鬆懈狀況。 

三、一行程一停止機構及緊急制動裝置之機能。 

四、安全裝置之性能。 

五、電氣、儀表。 

第 60 條 雇主對工業用機器人應於每日作業前依下列規定實施檢

點；檢點時應儘可能在可動範圍外為之： 

一、制動裝置之機能。 

二、緊急停止裝置之機能。 

三、接觸防止設施之狀況及該設施與機器人間連鎖裝置之機

能。 

四、相連機器與機器人間連鎖裝置之機能。 

五、外部電線、配管等有無損傷。 

六、供輸電壓、油壓及空氣壓有無異常。 

七、動作有無異常。 

八、有無異常之聲音或振動。 

第 61 條 雇主對高壓氣體製造設備，應於使用開始前及使用終了後，

檢點該設備有無異常，且應依所製造之高壓氣體種類及製造

設備狀況，一日一次以上就該設備之動作狀況實施檢點。 

第 62 條 雇主對高壓氣體消費設備，應於使用開始前及使用終了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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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點該設備有無異常，一日一次以上就該設備之動作狀況實

施檢點。 

第 63 條 雇主對營建工程施工架設備、施工構台、支撐架設備、露天

開挖擋土支撐設備、隧道或坑道開挖支撐設備、沉箱、圍堰

及壓氣施工設備、打樁設備等，應於每日作業前及使用終了

後，檢點該設備有無異常或變形。 

第五節 作業檢點 

第 64 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下列危險性設備作業時，應使該勞工就其作

業有關事項實施檢點： 

一、鍋爐之操作作業。 

二、第一種壓力容器之操作作業。 

三、高壓氣體特定設備之操作作業。 

四、高壓氣體容器之操作作業。 

第 65 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下列高壓氣體作業時，應使該勞工就其作業

有關事項實施檢點： 

一、高壓氣體之灌裝作業。 

二、高壓氣體容器儲存作業。 

三、高壓氣體之運輸作業。 

四、高壓氣體之廢棄作業。 

第 66 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工業用機器人之教導及操作作業時，應使該

勞工就其作業有關事項實施檢點。 

第 67 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營造作業時，應就下列事項，使該勞工就其

作業有關事項實施檢點： 

一、打樁設備之組立及操作作業。 

二、擋土支撐之組立及拆除作業。 

三、露天開挖之作業。 

四、隧道、坑道開挖作業。 

五、混凝土作業。 

六、鋼架施工作業。 

七、施工構台之組立及拆除作業。 

八、建築物之拆除作業。 

九、施工架之組立及拆除作業。 

十、模板支撐之組立及拆除作業。 

十一、其他營建作業。 

第 68 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或局限空間作業時，應使該勞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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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作業有關事項實施檢點。 

第 69 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下列有害物作業時，應使該勞工就其作業有

關事項實施檢點： 

一、有機溶劑作業。 

二、鉛作業。 

三、四烷基鉛作業。 

四、特定化學物質作業。 

五、粉塵作業。 

第 70 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下列異常氣壓作業時，應使該勞工就其作業

有關事項實施檢點： 

一、潛水作業。 

二、高壓室內作業。 

三、沈箱作業。 

四、氣壓沈箱、沈筒、潛盾施工等作業。 

第 71 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金屬之熔接、熔斷或加熱作業時，應就下列

事項，使該勞工就其作業有關事項實施檢點： 

一、乙炔熔接裝置。 

二、氣體集合熔接裝置。 

第 72 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危害性化學品之製造、處置及使用作業時，

應使該勞工就其作業有關事項實施檢點。 

第 73 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林場作業時，應使該勞工就其作業有關事項

實施檢點。 

第 74 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船舶清艙解體作業時，應使該勞工就其作業

有關事項實施檢點。 

第 75 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碼頭裝卸作業時，應使該勞工就其作業有關

事項實施檢點。 

第 76 條 （刪除） 

第 77 條 雇主使勞工對其作業中之纖維纜索、乾燥室、防護用具、電

氣機械器具及自設道路等實施檢點。 

第 78 條 雇主依第五十條至第五十六條及第五十八條至第七十七條

實施之檢點，其檢點對象、內容，應依實際需要訂定，以檢

點手冊或檢點表等為之。 

第六節 自動檢查紀錄及必要措施 

第 79 條 雇主依第十三條至第六十三條規定實施之自動檢查，應訂定

自動檢查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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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0 條 雇主依第十三條至第四十九條規定實施之定期檢查、重點檢

查應就下列事項記錄，並保存三年： 

一、檢查年月日。 

二、檢查方法。 

三、檢查部分。 

四、檢查結果。 

五、實施檢查者之姓名。 

六、依檢查結果應採取改善措施之內容。 

第 81 條 勞工、主管人員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實施檢查、檢點

時，發現對勞工有危害之虞者，應即報告上級主管。 

雇主依第十三條至第七十七條規定實施自動檢查，發現有異

常時，應立即檢修及採取必要措施。 

第 82 條 雇主依第十三條至第七十七條規定實施之自動檢查，於其他

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應依該規定為之。 

第 83 條 雇主依第十三條至第七十七條規定之自動檢查，除依本法所

定之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應指定具專業知能或操作資格

之適當人員為之。 

第 84 條 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部分交付承攬或再承攬時，如該

承攬人使用之機械、設備或器具係由原事業單位提供者，該

機械、設備或器具應由原事業單位實施定期檢查及重點檢

查。 

前項定期檢查及重點檢查於有必要時得由承攬人或再承攬

人會同實施。 

第一項之定期檢查及重點檢查如承攬人或再承攬人具有實

施之能力時，得以書面約定由承攬人或再承攬人為之。 

第 85 條 事業單位承租、承借機械、設備或器具供勞工使用者，應對

該機械、設備或器具實施自動檢查。 

前項自動檢查之定期檢查及重點檢查，於事業單位承租、承

借機械、設備或器具時，得以書面約定由出租、出借人為之。 

第五章 報告 

第 86 條 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上之事業單位，依第二條之一至第三條

之一、第六條規定設管理單位或置管理人員時，應填具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單位（人員）設置（變更）報備書（如附表三），

陳報勞動檢查機構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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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7 條 雇主依第十條規定設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時，應製作職業安

全衛生委員會名冊（如附表四）留存備查。 

第六章 附則 

第 88 條 於本辦法發布日前，依已廢止之工廠安全衛生管理人員設置

辦法、勞工安全衛生組織及管理人員設置辦法及修正前之勞

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規定，取得勞工安全衛

生管理人員資格者，於本辦法施行後，其資格不受影響。 

第 89 條 （刪除） 

第 89-1 條 政府機關（構），對於第二條之一、第三條及第六條之規定，

因其他法規限制，得於組織修編完成前，以報經中央主管機

關核定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或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替代之。 

第 90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但除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一月九日修正

發布之第二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第六條第二項第一款已另

定施行日期者外，第二條、第二條之一、第三條、第三條之

一、第三條之二、第五條之一、第六條、第七條、第十條、

第十二條之一至第十二條之六規定，自發布後六個月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二十六日修正條文，自一百

零三年七月三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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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事業之分類 

一、第一類事業 

(一)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1.煤礦業。 

2.石油、天然氣及地熱礦業。 

3.金屬礦業。 

4.土礦及石礦業。 

5.化學與肥料礦業。 

6.其他礦業。 

7.土石採取業。 

(二)製造業中之下列事業： 

1.紡織業。 

2.木竹製品及非金屬家具製造業。 

3.造紙、紙製品製造業。 

4.化學材料製造業。 

5.化學品製造業。 

6.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 

7.橡膠製品製造業。 

8.塑膠製品製造業。 

9.水泥及水泥製品製造業。 

10.金屬基本工業。 

11.金屬製品製造業。 

12.機械設備製造修配業。 

13.電力及電子機械器材製造修配業中之電力機械器材製造修配業。 

14.運輸工具製造修配業。 

15.電力及電子機械器材製造修配業中之電子機械器材製造業及電池製造業。 

16.食品製造業。 

17.飲料及菸草製造業。 

18.皮革、毛皮及其製品製造業。 

19.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20.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21.其他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三)營造業： 

1.土木工程業。 

2.建築工程業。 

3.電路及管道工程業。 

4.油漆、粉刷、裱蓆業。 

5.其他營造業。 

(四)水電燃氣業中之下列事業： 

1.電力供應業。 

2.氣體燃料供應業。 

3.暖氣及熱水供應業。 

(五)運輸、倉儲及通信業之下列事業： 

1.運輸業中之水上運輸業及航空運輸業。 

2.運輸業中之陸上運輸業及運輸服務業。 

3.倉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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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機械設備租賃業中之生產性機械設備租賃業。 

(七)環境衛生服務業。 

(八)洗染業。 

(九)批發零售業中之下列事業： 

1.建材批發業。 

2.建材零售業。 

3.燃料批發業。 

4.燃料零售業。 

(十)其他服務業中之下列事業： 

1.建築物清潔服務業。 

2.病媒防治業。 

3.環境衛生及污染防治服務業。 

(十一)公共行政業中之下列事業： 

1.從事營造作業之事業。 

2.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廢（污）水處理事業之工作場所。 

(十二)國防事業中之生產機構。 

(十三)中央主管機關指定達一定規模之事業。 

二、第二類事業： 

(一)農、林、漁、牧業： 

1.農藝及園藝業。 

2.農事服務業。 

3.畜牧業。 

4.林業及伐木業。 

5.漁業。 

(二)礦業及土石採取業中之鹽業。 

(三)製造業中之下列事業： 

1.普通及特殊陶瓷製造業。 

2.玻璃及玻璃製品製造業。 

3 精密器械製造業。 

4.雜項工業製品製造業。 

5.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 

6.印刷、出版及有關事業。 

7.藥品製造業。 

8.其它製造業。 

(四)水電燃氣業中之自來水供應業。 

(五)運輸、倉儲及通信業中之下列事業： 

1.電信業。 

2.郵政業。 

(六)餐旅業： 

1.飲食業。 

2.旅館業。 

(七)機械設備租賃業中之下列事業： 

1.事務性機器設備租賃業。 

2.其他機械設備租賃業。 

(八)醫療保健服務業： 

1.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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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診所。 

3.衛生所及保健站。 

4.醫事技術業。 

5.助產業。 

6.獸醫業。 

7.其他醫療保健服務業。 

(九)修理服務業： 

1.鞋、傘、皮革品修理業。 

2.電器修理業。 

3.汽車及機踏車修理業。 

4.鐘錶及首飾修理業。 

5.家具修理業。 

6.其他器物修理業。 

(十)批發零售業中之下列事業： 

1.家庭電器批發業。 

2.機械器具批發業。 

3.回收物料批發業。 

4.家庭電器零售業。 

5.機械器具零售業。 

6.綜合商品零售業。 

(十一)不動產及租賃業中之下列事業： 

1.不動產投資業。 

2.不動產管理業。 

(十二)輸入、輸出或批發化學原料及其製品之事業。 

(十三)運輸工具設備租賃業中之下列事業： 

1.汽車租賃業。 

2.船舶租賃業。 

3.貨櫃租賃業。 

4.其他運輸工具設備租賃業。 

(十四)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中之下列事業： 

1.建築及工程技術服務業。 

2.廣告業。 

3.環境檢測服務業。 

(十五)其他服務業中之下列事業： 

1.保全服務業。 

2.汽車美容業。 

3.浴室業。 

(十六)個人服務業中之停車場業。 

(十七)政府機關（構）、職業訓練事業、顧問服務業、學術研究及服務業、教育訓練服

務業之大專院校、高級中學、高級職業學校等之實驗室、試驗室、實習工場或

試驗工場（含試驗船、訓練船）。 

(十八)公共行政業組織條例或組織規程明定組織任務為從事工程規劃、設計、施工、

品質管制、進度管控及竣工驗收等之工務機關（構）。 

(十九)工程顧問業從事非破壞性檢測之工作場所。 

(二十)零售化學原料之事業，使勞工裝卸、搬運、分裝、保管上述物質之工作場所。 

(二十一)批發業、零售業中具有冷凍（藏）設備、使勞工從事荷重一公噸以上之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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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操作及儲存貨物高度三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者。 

(二十二)休閒服務業。 

(二十三)動物園業。 

(二十四)國防事業中之軍醫院、研究機構。 

(二十五)零售車用燃料油 (氣) 、化學原料之事業，使勞工裝卸、搬運、分裝、保管

上述物質之工作場所。 

(二十六)教育訓練服務業之大專校院有從事工程施工、品質管制、進度管控及竣工驗

收等之工作場所。 

(二十七)國防部軍備局有從事工程施工、品質管制、進度管控及竣工驗收等之工作場

所。 

(二十八)中央主管機關指定達一定規模之事業。 

三、第三類事業 

(一)新聞業。 

(二)廣播及電視業。 

(三)廣播及電視節目供應業。 

(四)有聲出版業。 

(五)文化及運動之下列事業： 

 1.電影業。 

 2.技藝表演業。 

(六)金融及保險業。 

(七)國防事業中之傳播事業單位。 

(八)中央主管機關指定達一定規模之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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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各類事業之事業單位應置職業安全衛生人員表 

事 業 規模(勞工人數)   應置之管理人員 
壹、第一類
事 業 之 事
業單位 (顯
著 風 險 事
業) 

 營造業之
事業單位 

 
 
 

一、未滿三十人者 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二、三十人以上未滿一百人者 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及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員各一人。 

三、一百人以上未滿三百人者 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及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員各一人。 

四、三百人以上未滿五百人者 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一人、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師一人及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員二人以上。 

五、五百人以上者 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一人、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師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
各二人以上。 

 
營造業以外
之事業單位 

一、未滿三十人者 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二、三十人以上未滿一百人者 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三、一百人以上未滿三百人者 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及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員各一人。 

四、三百人以上未滿五百人者 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一人、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師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
各一人以上。 

五、五百人以上未滿一千人者 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一人、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師一人及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員二人以上。 

六、一千人以上者 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一人、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師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

各二人以上。 
貳、第二類事業之事業單
位(中度風險事業) 

一、未滿三十人者 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二、三十人以上未滿一百人者 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三、一百人以上未滿三百人者 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四、三百人以上未滿五百人者 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及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員各一人。 

五、五百人以上者 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師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各
一人以上。 

參、第三類事業之事業單
位(低度風險事業) 

 
 
 

一、未滿三十人者 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二、三十人以上未滿一百人者 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三、一百人以上未滿五百人者 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四、五百人以上者 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及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員各一人。 

附註:依上述規定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師二人以上者，其中至少一人應為職業衛生管理師。

但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七月三日前，已置有職業安全衛生人員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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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之一   各類事業之總機構或綜理全事業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之事業單位應

置職業安全衛生人員表 

事業 規模(勞工人數) 應置之管理人員 

壹、第一類事業(高度風
險事業) 

一、五百人以上未滿一千人 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及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員各一人以上。 

二、一千人以上 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師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
各一人以上。 

貳、第二類事業(中度風
險事業) 

一、五百人以上未滿一千人 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及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員各一人以上。 

二、一千人以上 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師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
各一人以上。 

參、第三類事業(低度風
險事業) 

三千人以上 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及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員各一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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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人員)設置（變更）報備書   

□總機構 □事業單位 

事業單位分類號碼          行業標準分類號碼     

雇 
 
 
 
 
 

主 

事 業 主 
法 人 事 業 ( 名 稱 )  

非法人事業名稱及（或）
姓 名  

事 業 經 營 
負 責 人 

法人事業 
代  表  人 職稱： 姓名： 

或 其 代 理 人 職稱： 姓名： 

非法人事
業 

事 業 主 姓名： 

或 其 代 理 人 職稱： 姓名： 

地址  電話  

勞 工 人 數 男 人，女 人，未滿十八歲  人。（計  人） 

承攬人（含再承攬人） 
勞 工 人 數 男 人，女 人，未滿十八歲  人。（計  人） 

事 

業 

單 

位 

組 

織 

系 

統 

圖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管 理 單 位 

1.單位名稱:              
2.主管姓名:            職稱:            
(具資格者，請填具「職業安全衛生人員」欄位） 
3.□一級專責, □一級非專責 
  □非一級 
4.管理績效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 
   □是(請檢具公文) 
□否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人 
員 

名 稱 姓 名 性 別 身 分 證 號 碼 資料證明文件(名稱及文號) 是 否 專 職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 
主 管      

職 業 安 全 管 理 師      

職 業 衛 生 管 理 師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      

      

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八十六條規定，陳報設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人員)，請備查。 
 
此   致 
 （勞動檢查機構全銜) 

 事業主名稱（或姓名）：  
負責人：  簽章 
 事業經營負責人：(事業主、代表人或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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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 

附表四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名冊 
□總機構 □事業單位 

事業單位分類號碼          行業標準分類號碼      

雇 

 

 

 

 

主 

事 業 主 
法人事業(名稱)  
非法人事業名稱
及（或）姓名  

事業經營 

負 責 人 

法人事業 
代 表 人 職稱： 姓名： 

或 其 代 理 人 職稱： 姓名： 

非法人事業 
事 業 主 姓名： 

或 其 代 理 人 職稱： 姓名： 

勞工人數 男   人，女   人，未滿十八歲   人。(計    人) 

承攬人（含再承攬人）勞工人數 男   人，女   人，未滿十八歲   人。(計    人)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名冊 

職 稱 姓 名 現 任 職 務 擔 任 工 作 
委員為勞工代表者 (請
打v)應佔委員人數三分
之 一 以 上 

主 任 委 員     

委 員 ( 兼 執 行 秘 書 )     

委 員     

委 員     

委 員     

委 員     

委 員     

委 員     

委 員     

     

     

     

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八十七條規定，製作名冊留供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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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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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1.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六月十二日內政部（64）台內勞字第 640862 號令訂定發布 

2.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1）台勞安一字第 15250 號令修正發布 

3.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6）台勞安一字第 025563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30 條 

4.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六月二十九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8）台勞安一字第 0029400 號令修正發布第 21、25、

30 條條文；本規則修正部分自發布後六個月施行。修正條文第 21、25 條條文，自八十八年七月一日施行 

5.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二十八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9）台勞安一字第 0025633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34 條；

並自發布日起施行 

6. 中華民國九十年一月三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0）台勞安一字第 0057742 號令修正發布第 2、19 條條文及附

表十二～十五；並增訂第 4-1、4-2、4-3 條條文 

7.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安一字第 0910068802 號令修正發布第 1、4、9、11、

20、21、23、31、32、34  條條文；並增訂第 31-1 條條文 

8.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安 1 字第 0940073636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36 條；並自

發布日施行 

9.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安 1 字第 0950115316 號令修正發布第 16 條條文 

10.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一月八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安 1 字第 0970145012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39 條；並自發布

日施行。但第 4 條、第 20 條第 3 項、第 22 條第 3 項、第 23 條及第 32 條規定，自發布後一年施行 

11.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九月二十五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安 1 字第 0970145970 號令修正發布第 4  條條文 

12.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九月七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安 1 字第 0980146054 號令修正發布第 14、31、32 條條文 

13. 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一月八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安 1 字第 1000146306 號令修正發布第 2、10、14、17、

18、22～25、27、35、39 條條文及第 11 條條文之附表九、第 12 條條文之附表十、第 21 條條文之格式

九、第 31 條條文之附表十五；增訂第 14-1、20-1 條條文；除第 14 條條文之附表十二規定自一百零一年

一月一日施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14. 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月八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安 1 字第 1010146312 號令修正發布第 23、24 條條文 

15.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安 1 字第 1020145342 號令修正發布第 14-1、31 條條

文 

16.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勞動部勞職授字第 10302007181 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第 1～6、10、16～

18、20、29、34～37、39 條條文及第 7 條條文之附表五、第 14 條條文之附表十二、第 14-1 條條文之附表

十二之一、第 31 條條文之附表十五、第 21 條條文之格式六及第三章章名；增訂第 13-1、18-1 條條文；除第

3 條條文第 3 項第 3 款及第 18-1 條條文，自一百零四年一月一日施行外，自一百零三年七月三日施行（原

名稱：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第一章 總則 
第 1 條 本規則依職業安全衛生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二

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規則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分類如下： 

一、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三、勞工作業環境監測人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四、施工安全評估人員及製程安全評估人員之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 

五、高壓氣體作業主管、營造作業主管及有害作業主管之安

全衛生教育訓練。 

六、具有危險性之機械或設備操作人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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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 

七、特殊作業人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八、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九、急救人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十、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十一、前十款之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十二、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第二章 必要之教育訓練事項 
第 3 條 雇主對擔任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之勞工，應於事前使其接

受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事業經營負

責人或其代理人擔任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者，亦同。 

前項教育訓練課程及時數，依附表一之規定。 

第一項人員，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得免接受第一項之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 

一、具有職業安全管理師、職業衛生管理師、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員資格。 

二、經職業安全管理師、職業衛生管理師、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員教育訓練合格領有結業證書。 

三、接受職業安全管理師、職業衛生管理師、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員教育訓練期滿，並經第二十四第三項規定之測驗

合格，領有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結業證書。 

第 4 條 雇主對擔任營造業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之勞工，應於事前

使其接受營造業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事業經營負責人或其代理人擔任營造業職業安全衛生業

務主管者，亦同。 

前項教育訓練課程及時數依附表二之規定。 

第一項人員，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一月八日前，具下列資格

之一，且有一年以上營造工作經歷者，得免接受第一項之安

全衛生教育訓練： 

一、勞工安全管理師。 

二、勞工衛生管理師。 

三、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員。 

四、經勞工安全管理師、勞工衛生管理師、勞工安全衛生管

理員、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訓練合格領有結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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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第 5 條 雇主對擔任下列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之勞工，應於事前使

其接受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一、職業安全管理師。 

二、職業衛生管理師。 

三、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 

前項訓練課程及時數，依附表三之規定。 

第 6 條 雇主對擔任下列作業環境監測人員之勞工，應於事前使其接

受作業環境監測人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一、甲級化學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人員。 

二、甲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人員。 

三、乙級化學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人員。 

四、乙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人員。 

前項訓練課程及時數，依附表四之規定。 

第 7 條 雇主對擔任施工安全評估之勞工，應於事前使其接受施工安

全評估人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前項教育訓練課程及時數，依附表五之規定。 

第 8 條 雇主對擔任製程安全評估之勞工，應於事前使其接受製程安

全評估人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前項教育訓練課程及時數，依附表六之規定。 

第 9 條 雇主對擔任下列作業主管之勞工，應於事前使其接受高壓氣

體作業主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一、高壓氣體製造安全主任。 

二、高壓氣體製造安全作業主管。 

三、高壓氣體供應及消費作業主管。 

前項教育訓練課程及時數，依附表七之規定。 

第 10 條 雇主對擔任下列作業主管之勞工，應於事前使其接受營造作

業主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一、擋土支撐作業主管。 

二、露天開挖作業主管。 

三、模板支撐作業主管。 

四、隧道等挖掘作業主管。 

五、隧道等襯砌作業主管。 

六、施工架組配作業主管。 

七、鋼構組配作業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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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屋頂作業主管。 

九、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人員。 

前項教育訓練課程及時數，依附表八之規定。 

第 11 條 雇主對擔任下列作業主管之勞工，應於事前使其接受有害作

業主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一、有機溶劑作業主管。 

二、鉛作業主管。 

三、四烷基鉛作業主管。 

四、缺氧作業主管。 

五、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 

六、粉塵作業主管。 

七、高壓室內作業主管。 

八、潛水作業主管。 

九、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人員。 

前項教育訓練課程及時數，依附表九之規定。 

第 12 條 雇主對擔任下列具有危險性之機械操作之勞工，應於事前使

其接受具有危險性之機械操作人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一、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固定式起重機或吊升荷重在一

公噸以上之斯達卡式起重機操作人員 

二、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移動式起重機操作人員。 

三、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人字臂起重桿操作人員。 

四、導軌或升降路之高度在二十公尺以上之營建用提升機操

作人員。 

五、吊籠操作人員。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人員。 

前項人員，係指須經具有危險性之機械操作人員訓練或技能

檢定取得資格者。 

第一項教育訓練課程及時數，依附表十之規定。 

第 13 條 雇主對擔任下列具有危險性之設備操作之勞工，應於事前使

其接受具有危險性之設備操作人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一、鍋爐操作人員。 

二、第一種壓力容器操作人員。 

三、高壓氣體特定設備操作人員。 

四、高壓氣體容器操作人員。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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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人員，係指須經具有危險性設備操作人員訓練或技能檢

定取得資格者。 

第一項教育訓練課程及時數，依附表十一之規定。 

第 13-1 條 自營作業者擔任前二條具有危險性之機械或設備操作人

員，應於事前接受該職類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第 14 條 雇主對下列勞工，應使其接受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一、小型鍋爐操作人員。 

二、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 

三、吊升荷重在零點五公噸以上未滿三公噸之固定式起重機

操作人員或吊升荷重未滿一公噸之斯達卡式起重機操

作人員。 

四、吊升荷重在零點五公噸以上未滿三公噸之移動式起重機

操作人員。 

五、吊升荷重在零點五公噸以上未滿三公噸之人字臂起重桿

操作人員。 

六、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人員。 

七、以乙炔熔接裝置或氣體集合熔接裝置從事金屬之熔接、

切斷或加熱作業人員。 

八、火藥爆破作業人員。 

九、胸高直徑七十公分以上之伐木作業人員。 

十、機械集材運材作業人員。 

十一、高壓室內作業人員。 

十二、潛水作業人員。 

十三、油輪清艙作業人員。 

十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人員。 

前項教育訓練課程及時數，依附表十二之規定。 

第一項第八款火藥爆破作業人員，依事業用爆炸物爆破專業

人員訓練及管理辦法規定，參加爆破人員專業訓練，受訓期

滿成績及格，並提出結業證書者，得予採認。 

第 14-1 條 雇主對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護理人員，應使其接受勞工健康

服務護理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前項教育訓練課程、時數及講師資格，依附表十二之一之規

定。 

第 15 條 雇主對工作場所急救人員，除醫護人員外，應使其接受急救

人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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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教育訓練課程及時數，依附表十三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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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一定雇主之勞工及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

事勞動之人員，應接受前項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前二項教育訓練課程及時數，依附表十四之規定。 

中央主管機關建置或認可之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網路教

學課程，事業單位之勞工上網學習，取得認證時數，其時數

得抵充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時數至多二小時。 

第 17 條 雇主對擔任下列工作之勞工，應依工作性質使其接受安全衛

生在職教育訓練： 

一、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 

三、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 

四、勞工作業環境監測人員。 

五、施工安全評估人員及製程安全評估人員。 

六、高壓氣體作業主管、營造作業主管及有害作業主管。 

七、具有危險性之機械或設備操作人員。 

八、特殊作業人員。 

九、急救人員。 

十、各級管理、指揮、監督之業務主管。 

十一、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成員。 

十二、營造作業、車輛系營建機械作業、高空工作車作業、

缺氧作業、局限空間作業及製造、處置或使用危險

物、有害物作業之人員。 

十三、前述各款以外之一般勞工。 

十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人員。 

無一定雇主之勞工或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

事勞動之人員，亦應接受前項第十二款及第十三款規定人員

之一般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人員之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其訓

練時間每二年至少六小時；第四款至第六款人員之安全衛生

在職教育訓練，每三年至少六小時；第七款至第十三款人員

之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每三年至少三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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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訓練單位之資格條件及管理 
第 18 條 勞工安全衛生之教育訓練，得由下列單位（以下簡稱訓練單

位）辦理： 

一、勞工主管機關、衛生主管機關、勞動檢查機構或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 

二、依法設立職業訓練機構之非營利法人，辦理推廣安全衛

生之績效良好且與其設立目的相符，並經中央主管機關

認可者。 

三、依法組織之雇主團體。 

四、依法組織之勞工團體。 

五、中央衛生主管機關醫院評鑑合格者或大專校院設有醫、

護科系者。 

六、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可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急救訓練單

位。 

七、大專校院設有安全衛生相關科系所或訓練種類相關科系

所者。 

八、事業單位。 

九、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可者。 

前項第三款、第四款之雇主團體、勞工團體及第八款之事業

單位，辦理第三條至第十四條、第十五條、第十七條之教育

訓練，應依法設立職業訓練機構後，始得對外招訓。但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雇主團體、勞工團體對所屬會員、員工辦理之非經常性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二、事業單位對所屬員工或其承攬人所屬勞工辦理之非經常

性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中央主管機關所屬機關（構）辦理第三條至第十五條、第十

七條之教育訓練，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其應備文件準

用第二十條、第二十一條及第二十二條之規定。 

第 18-1 條 訓練單位辦理第五條之教育訓練，應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 

前項及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訓練單位之認可，中央主管機關得

委託學術機構或相關團體辦理之。 

第 19 條 前條第一項第五款之訓練單位，以辦理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

員及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為限；第六款之訓練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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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辦理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為限。 

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及第七款至第九款之訓練單

位，辦理急救訓練時，應與中央衛生主管機關醫院評鑑合格

或大專校院設有醫、護科系者合辦。 

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及第六款至第九款之訓練單

位，除為醫護專業團體外，辦理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訓練

時，應與中央衛生主管機關醫院評鑑合格者或大專校院設有

醫、護科系者合辦。 

第 20 條 訓練單位辦理第三條至第十五條之教育訓練前，應填具教育

訓練場所報備書（格式一）並檢附下列文件，報請當地主管

機關核定；變更時亦同： 

一、符合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第六款、第九款及第二項

規定之資格文件。 

二、置備之安全衛生量測設備及個人防護具（格式二、格式

三）。 

三、使用之術科場地、實習機具及設備（格式四）。 

四、教育訓練場所之設施（格式五）。 

五、符合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文件。 

六、建築主管機關核可有關訓練場所符合教學使用之建物用

途證明。 

前項第二款應置備之安全衛生量測設備及個人防護具，應為

申請訓練場所專用，使用之實習機具及設備，於實習或實作

期間，不得做為其他用途使用。 

第一項第三款之實習機具及設備，於實習或實作期間，不得

做為其他用途使用。辦理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教育訓練職類

者，其場地、實習機具及設備，應經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

試場地及機具設備評鑑合格。 

第一項第六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適用之： 

一、政府機關（構）、大專校院相關科系所辦理之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 

二、中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醫院評鑑合格者辦理之急救人員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三、事業單位對所屬員工或其承攬人所屬勞工辦理之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 

四、雇主團體、勞工團體對所屬會員、員工於其會所或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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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場所辦理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五、其他因特殊需要，經當地主管機關許可之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 

第 20-1 條 前條經核定之訓練單位，應於當地主管機關核定之區域內辦

理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但依第三十七條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

評鑑職類優等以上者，不在此限。 

第 21 條 訓練單位辦理第三條至第十五條之教育訓練者，應於十五日

前檢附下列文件，報請當地主管機關備查： 

一、教育訓練計畫報備書（格式六）。 

二、教育訓練課程表（格式七）。 

三、講師概況（格式八）。 

四、學員名冊（格式九）。 

五、負責之專責輔導員名單。 

前項訓練課程，學科、術科每日上課時數，不得逾八小時，

術科實習應於日間實施，學科得於夜間辦理。但夜間上課每

日以三小時為原則，惟不得超過午後十時。 

第一項文件如有變動，應檢附變更事項於開訓前一日，報請

當地主管機關備查。 

第 22 條 訓練單位辦理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九款之勞工安全

衛生在職教育訓練，應於十五日前檢附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

第四款所定之文件，報請當地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規定，勞工主管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不適用之。 

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勞工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課程綱

要，供訓練單位辦理。 

第一項文件如有變動，應檢附變更事項於開訓前一日，報請

當地主管機關備查。 

第 23 條 第三條至第十五條之教育訓練技術或管理職類，中央主管機

關得就其一部或全部，公告測驗方式為技術士技能檢定，或

依第二十四條第三項規定辦理。 

訓練單位對於接受前項職類教育訓練期滿者，應於結訓後十

五日內，發給訓練期滿證明（格式十）。 

第 24 條 訓練單位對於接受前條以外之第三條至第十五條之教育訓

練，應實施結訓測驗；測驗合格者，應於結訓後十五日內，

發給結業證書（格式十一）。 

前項測驗文字及語文應為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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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單位辦理前條第一項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教育訓練

管理職類者，其測驗應於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測驗試場辦

理；測驗合格者，應發給結業證書（格式十一）。 

前項測驗試務及測驗試場之認可，中央主管機關得委任所屬

下級機關或委託相關專業團體辦理。 

測驗所需費用，由訓練單位所收取之訓練費用支應。 

第 25 條 訓練單位對於第三條至第十五條之教育訓練，應將下列文件

至少保存三年： 

一、學員簽到紀錄（格式十二）。 

二、受訓學員點名紀錄（格式十三）。 

三、受訓學員成績冊（格式十四）。 

四、受訓學員訓練期滿證明核發清冊（格式十五）或結業證

書核發清冊（格式十六）。 

前項第四款之訓練期滿證明或結業證書核發清冊，應於教育

訓練結束後十日內傳送至中央主管機關建置之勞工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資訊管理系統。 

第 26 條 訓練單位辦理第三條至第十五條之教育訓練結訓後，應將第

二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規定之事項，於教育訓

練結束三十日內做成電子檔或以電腦掃瞄方式做成光碟保

存。 

訓練單位於停止辦理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業務時，應將前

項規定建置資料之電子檔或光碟移送中央主管機關。 

第 27 條 雇主、訓練單位辦理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之教育訓練，應將

包含訓練教材、課程表等之訓練計畫、受訓人員名冊、簽到

紀錄、課程內容等實施資料保存三年。 

訓練單位對於接受第十七條教育訓練者，應於其結業證書

（格式十一）背面記錄或發給在職教育訓練紀錄（格式十

七）。 

第 28 條 地方主管機關對於訓練單位辦理本規則之教育訓練，得予查

核；中央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予抽查。 

前項主管機關為查核及監督訓練單位辦理之教育訓練成

效，得向其索取教育訓練相關資料。 

第 29 條 訓練單位辦理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時，應指派具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員資格之專責輔導員辦理下列事項： 

一、查核受訓學員之參訓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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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查核受訓學員簽到紀錄及點名等相關事項。 

三、查核受訓學員之上課情形。 

四、調課或代課之處理。 

五、隨時注意訓練場所各項安全衛生設施。 

六、協助學員處理及解決訓練有關問題。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有必要之事項。 

訓練單位對受訓學員缺課時數達課程總時數五分之一以上

者，應通知其退訓；受訓學員請假超過三小時或曠課者，應

通知其補足全部課程。 

第 30 條 訓練單位辦理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所收取之費用，應用於

講師授課酬勞、講師培訓、測驗費、證書費、職員薪津、辦

公費、房租、必要教學支出及從事安全衛生活動之用。 

第 31 條 訓練單位辦理第三條至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之教育訓練

時，講師資格應符合附表十五之規定。 

第 32 條 訓練單位對第三條至第十五條之教育訓練教材之編製，應設

編輯及審查委員會，並依法定課程名稱、時數及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之課程綱要編輯，於審查完成後，將編輯及審查之相

關資料連同教材，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修正時亦同。 

前項教育訓練教材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或統一編製者，訓練

單位應以其為教材使用，不得自行編製。 

第 33 條 前條教材內容之編撰，應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符合現行勞工有關法令及著作權法有關規定。 

二、使用中文敘述，輔以圖說、實例或職業災害案例等具體

說明，如有必要引用國外原文者，加註中文，以為對照。 

三、使用公制單位，如有必要使用公制以外之單位者，換算

為公制，以為對照。 

四、教材之編排，應以橫式為之，由左至右。 

五、載明編輯委員。 

第 34 條 訓練單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主管機關得依本法第四十八條

規定，予以警告，並限期令其改正： 

一、專責輔導員未確實依第二十九條規定辦理。 

二、訓練教材、訓練方式或訓練目標違反勞動法令規定。 

三、未依訓練計畫內容實施。 

四、經主管機關查核，發現違反本規則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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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違反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情事。 

第 35 條 訓練單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主管機關得依本法第四十八條

規定，處以罰鍰，並限期令其改正： 

一、訓練場所、訓練設備、安全衛生設施不良，未能符合核

備之條件。 

二、招訓廣告或簡章內容有虛偽不實。 

三、未於核備之訓練場所實施教育訓練。 

四、訓練計畫未依規定報請訓練所在地主管機關備查。 

五、未置備第二十一條規定之資料或資料紀錄不實。 

六、未依規定辦理結訓測驗。 

七、未依規定辦理訓練期滿證明或結業證書之發給。 

八、訓練期滿證明或結業證書核發清冊，未依規定傳送至職

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資訊管理系統。 

九、拒絕、規避或阻撓主管機關業務查核或評鑑。 

十、未依訓練計畫內容實施，情節重大。 

第 36 條 訓練單位有前二條之情形，屆期未改正或情節重大者，主管

機關得依本法第四十八條規定，撤銷或廢止其認可，或定期

停止其訓練業務之一部或全部。 

前項訓練單位相關人員涉及刑責者，應移送司法機關偵辦。 

不具訓練單位資格之團體，經查證確有假冒訓練單位名義，

辦理本規則所定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之情事者，除移請原許可

之主管機關依規定處理外，其相關人員涉及刑責者，並移送

司法機關偵辦。 

第 37 條 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第十八條設有職業訓練機構之訓練單

位，得就其行政管理、業務執行、教材編製、實習機具與設

備、講師、人員配置、費用收支、財產管理及其他中央主管

機關認有必要之事項實施評鑑，評鑑結果，得分級公開之。 

前項評鑑結果，訓練單位如有應改善事項，中央主管機關得

限期令其改正；屆期未改正或違反法令情節重大者，得定期

停止訓練單位訓練業務之全部或一部。 

第一項之評鑑，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學術機構或相關團體辦

理之。 

第四章 附則 
第 38 條 本規則規定之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及時數，於二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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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受相同種類之教育訓練課程及時數相同且有證明者，得抵

充之。 

第 39 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但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一月八日修正發

布之第四條、第二十條第三項、第二十二條第三項、第二十

三條及第三十二條規定，自發布後一年施行。 

本規則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一月八日修正條文，除第十四條之

附表十二規定，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施行外，自

發布日施行。 

本規則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二十七日修正條文，除第三

條第三項第三款及第十八條之一規定，自一百零四年一月一

日施行外，自一百零三年七月三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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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時數 

 

壹、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教育訓練課程、時數（四十二小時） 

一、法規與通識（十小時） 

(一)企業經營風險與安全衛生(含組織協調與溝通) 二小時 

(二)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五小時 (含職業安全衛生法、勞動檢查法、職業災害勞工保護

法、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等相關法規)  

(三)職業安全衛生概論三小時 

二、一般行業類管理制度（十三小時） 

(一)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介紹三小時 (含政策、目標、計畫、執行、績效評估、改善、

自動檢查及管理規章） 

(二)風險評估三小時（含危害辨識、製程安全評估危害控制） 

(三)承攬管理二小時 

(四)採購管理三小時（含採購管理、變更管理、修繕管理等） 

(五)緊急應變管理二小時 (含急救)  

三、一般行業管理實務(含職災案例研討)（十九小時） 

(一)墜落危害預防管理實務二小時 

(二)機械安全管理實務二小時 

(三)火災爆炸預防管理實務二小時 

(四)感電危害預防管理實務二小時 

(五)倒塌崩塌危害預防管理實務一小時 (含物體飛落、被撞危害預防)  

(六)化學性危害預防管理實務四小時 (含缺氧危害預防)  

(七)物理性危害預防管理實務二小時 (含人因危害預防)  

(八)健康管理與健康促進二小時 

(九)職業災害調查處理與統計二小時 

 

貳、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教育訓練課程、時數（三十五小時） 

一、法規與通識（十小時） 

(一)企業經營風險與安全衛生(含組織協調與溝通) 二小時 

(二)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五小時 (含職業安全衛生法、勞動檢查法、職業災害勞工保護

法、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等相關法規)  

(三)職業安全衛生概論三小時 

二、一般行業類管理制度（九小時） 

(一)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介紹二小時 (含政策、目標、計畫、執行、績效評估、改善、

自動檢查及管理規章） 

(二)風險評估二小時（含危害辨識、製程安全評估、危害控制） 

(三)承攬管理二小時 

(四)採購管理二小時（含採購管理、變更管理、修繕管理等） 

(五)緊急應變管理一小時 (含急救)  

三、一般行業管理實務(含職災案例研討)（十六小時） 

(一)墜落危害預防管理實務二小時 

(二)機械安全管理實務二小時 

(三)火災爆炸預防管理實務二小時 

(四)感電危害預防管理實務二小時 

(五)倒塌崩塌危害預防管理實務一小時 (含物體飛落、被撞危害預防)  

(六)化學性危害預防管理實務三小時 (含缺氧危害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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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物理性危害預防管理實務二小時 (含人因危害預防)  

(八)健康管理與健康促進一小時 

(九)職業災害調查處理與統計一小時 

 

參、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教育訓練課程及時數（二十一小時)  

一、法規與通識（六小時） 

(一)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四小時(含職業安全衛生法、勞動檢查法、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等相關法規) 

(二)職業安全衛生概論二小時 

二、一般行業類管理制度（四小時） 

(一)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介紹二小時（含政策、目標、計畫、執行、績效評估、改善、

採購、變更、修繕、自動檢查及管理規章） 

(二)風險評估一小時（含危害辨識、製程安全評估、危害控制） 

(三)承攬管理一小時 

三、一般行業管理實務(含職災案例研討)（十一小時） 

(一)墜落危害預防管理實務一小時 

(二)機械安全管理實務一小時 

(三)火災爆炸預防管理實務一小時 

(四)感電危害預防管理實務二小時 

(五)倒塌崩塌危害預防管理實務一小時 (含物體飛落、被撞危害預防)  

(六)化學性危害預防管理實務二小時 (含缺氧危害預防)  

(七)物理性危害預防管理實務一小時 (含人因危害)_  

(八)健康管理與健康促進一小時 

(九)職業災害調查處理與統計一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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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營造業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時數 

 

壹、營造業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教育訓練課程及時數（四十二小時)  

一、法規與通識（十四小時） 

(一)企業經營風險與安全衛生(含組織協調與溝通) 二小時 

(二)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五小時 (含職業安全衛生法、勞動檢查法、職業災害勞工保護

法、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等相關法規) 

(三)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四小時 

(四)職業安全衛生概論三小時 

二、營造業類管理制度（十小時） 

(一)營造業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介紹三小時 (含政策、目標、計畫、執行、績效評估、

改善、自動檢查及管理規章） 

(二)營造業風險評估三小時（含危害辨識、施工安全評估、危害控制） 

(三)營造業承攬管理二小時 

(四)營造業採購管理二小時（含採購管理、變更管理、修繕管理等） 

三、營造業類管理實務(含職災案例研討)（十八小時） 

(一)工法安全介紹三小時(含建築工程、橋樑工程、隧道工程等)  

(二)倒塌崩塌危害預防管理實務三小時 (含施工架、支撐架、擋土設施等假設工程安全)  

(三)墜落危害預防管理實務二小時 (含鋼構、屋頂、模板支撐等高處作業防護)  

(四)施工機械設備安全管理實務二小時 (含起重升降機具、高空工作車管理)  

(五)感電危害預防管理實務二小時 

(六)物體飛落等危害預防管理實務二小時 

(七)火災爆炸危害預防管理實務一小時 

(八)職業病預防管理實務二小時 (含缺氧、局限空間危害)  

(九)職業災害調查處理與統計一小時 

 

貳、營造業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教育訓練課程及時數（三十五小時)  

一、法規與通識（十小時） 

(一)企業經營風險與安全衛生(含組織協調與溝通) 二小時 

(二)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三小時 (含職業安全衛生法、勞動檢查法、職業災害勞工保護

法、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等相關法規) 

(三)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三小時 

(四)職業安全衛生概論二小時 

二、營造業類管理制度（七小時） 

(一)營造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介紹二小時（含政策、目標、計畫、執行、績效評估、改善、

自動檢查及管理規章） 

(二)營造業風險評估二小時（含危害辨識、施工安全評估、危害控制） 

(三)營造業承攬管理一小時 

(四)營造業採購管理二小時（含變更管理、修繕管理等） 

三、營造業類管理實務(含職災案例研討)（十八小時） 

(一)工法安全介紹三小時(含建築工程、橋樑工程、隧道工程等) 

(二)倒塌崩塌危害預防管理實務三小時 (含施工架、支撐架、擋土設施等假設工程安全) 

(三)墜落危害預防管理實務二小時 (含鋼構、屋頂、模板支撐等高處作業防護) 

(四)施工機械設備安全管理實務二小時 (含起重升降機具、高空工作車管理)  

(五)感電危害預防管理實務二小時 

(六)物體飛落等危害預防管理實務二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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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火災爆炸危害預防管理實務一小時 

(八)職業病預防管理實務二小時 (含缺氧、局限空間危害)  

(九)職業災害調查處理與統計一小時 

 

參、營造業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教育訓練課程及時數（二十六小時)  

一、法規與通識（四小時） 

(一)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二小時 (含職業安全衛生法、勞動檢查法、職業災害勞工保護

法、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等相關法規)  

(二)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二小時 

二、營造業類管理制度（四小時） 

(一)營造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介紹二小時（含政策、目標、計畫、執行、績效評估、改善、

採購、變更、緊急應變、自動檢查及管理規章） 

(二)營造業風險評估一小時（含危害辨識、施工安全評估、危害控制） 

(三)營造業承攬管理一小時 

三、營造業類管理實務(含職災案例研討)（十八小時） 

(一)工法安全介紹三小時(含建築工程、橋樑工程、隧道工程等)  

(二)倒塌崩塌危害預防管理實務三小時 (含施工架、支撐架、擋土設施等假設工程安全)  

(三)墜落危害預防管理實務二小時 (含鋼構、屋頂、模板支撐等高處作業防護) 

(四)施工機械設備安全管理實二小時(含起重升降機具、高空工作車管理)  

(五)感電危害預防管理實務二小時 

(六)物體飛落等危害預防管理實務二小時 

(七)火災爆炸危害預防管理實務一小時 

(八)職業病預防管理實務二小時 (含缺氧、局限空間危害)  

(九)職業災害調查處理與統計一小時 

 

 

 
 

  



 
 

80 

附表三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教育訓練課程、時數 

 

壹、職業安全管理師教育訓練課程、時數（一百一十五小時，內含實作六小時） 

一、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五十三小時） 

(一)勞動法簡介三小時（含勞動檢查法規） 

(二)職業安全衛生法規三小時 

(三)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六小時 

(四)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三小時 

(五)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二小時 

(六)勞工健康保護規則二小時 

(七)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暨檢查辦法二小時 

(八)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三小時 

(九)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三小時 

(十)危險性機械及設備安全檢查規則三小時 

(十一)有害物質危害預防法規六小時（含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

標準、鉛中毒預防規則、粉塵危害預防標準、四烷基鉛中毒預防規則等） 

(十二)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三小時 

(十三)缺氧症預防規則三小時（含局限空間危害預防） 

(十四)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二小時 

(十五)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露標準二小時 

(十六)具有危險性之機械及設備安全規則三小時（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鍋爐及壓力容

器安全規則等） 

(十七)機械設備器具安全標準二小時 

(十八)具有特殊危害之作業相關法規二小時（高溫作業勞工作息時間標準、重體力勞動作

業勞工保護措施標準、精密作業勞工視機能保護設施標準、高架作業勞工保護措施

標準及異常氣壓危害預防標準等） 

二、職業安全衛生計畫及管理（十六小時） 

(一)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三小時(含風險評估)  

(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及緊急應變計畫之製作五小時（含實作二小時） 

(三)安全衛生管理規章及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之製作三小時（含計畫實作一小時） 

(四)工作安全分析與安全作業標準之製作五小時（含實作二小時） 

三、專業課程（四十六小時） 

(一)企業經營與安全衛生三小時（含組織協調與溝通） 

(二)職業安全與職業傷害預防概論三小時 

(三)職業衛生與職業病預防概論三小時 

(四)職業災害調查處理與統計三小時（含實作一小時） 

(五)安全衛生監測儀器四小時（安全及衛生各二小時） 

(六)電氣安全三小時 

(七)機械安全防護三小時 

(八)個人防護具三小時 

(九)工作場所設計與佈置三小時 

(十)系統安全與失控反應控制四小時 

(十一)損失控制與風險管理四小時 

(十二)火災爆炸危害預防三小時 

(十三)人因工程學及骨骼肌肉傷害預防三小時 

(十四)勞動生理二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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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職場健康促進二小時 (含菸害防治、愛滋病防治)  

貳、職業衛生管理師教育訓練課程、時數（一百一十五小時，內含實作八小時） 

一、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四十四小時） 

(一)勞動法簡介三小時（含勞動檢查法規） 

(二)職業安全衛生法規三小時 

(三)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六小時 

(四)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三小時 

(五)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二小時 

(六)勞工健康保護規則及辦理勞工體格與健康檢查醫療機構認可及管理辦法三小時 

(七)職業安全相關法規四小時（含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及危險

性機械及設備安全檢查規則等） 

(八)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二小時 

(九)鉛中毒預防規則二小時 

(十)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二小時 

(十一)粉塵危害預防標準二小時 

(十二)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露標準二小時 

(十三)缺氧症預防規則三小時（含局限空間危害預防） 

(十四)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三小時 

(十五)具有特殊危害之作業相關法規四小時（高溫作業勞工作息時間標準、重體力勞動作

業勞工保護措施標準、精密作業勞工視機能保護設施標準、高架作業勞工保護措施

標準及異常氣壓危害預防標準等） 

二、職業安全衛生計畫及管理（十六小時） 

(一)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三小時(含風險評估)  

(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及緊急應變計畫之製作五小時（含實作二小時） 

(三)安全衛生管理規章及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之製作三小時（含計畫實作一小時） 

(四)工作安全分析與安全作業標準之製作五小時（含實作二小時） 

三、專業課程（五十五小時） 

(一)企業經營與安全衛生三小時（含組織協調與溝通） 

(二)職業安全與職業傷害預防概論三小時 

(三)職業災害調查處理與統計五小時（含實作三小時） 

(四)急救三小時 

(五)個人防護具三小時 

(六)通風與換氣三小時 

(七)局部排氣控制與設計三小時 

(八)作業環境監測概論三小時 

(九)物理性因子環境監測三小時 

(十)化學性因子環境監測三小時 

(十一)勞動生理二小時 

(十二)工業毒物學概論二小時 

(十三)職業衛生與職業病預防概論三小時 

(十四)噪音振動三小時 

(十五)溫濕環境三小時 

(十六)採光與照明二小時 

(十七)非游離輻射與游離輻射三小時 

(十八)人因工程學及骨骼肌肉傷害預防二小時 

(十九)職場健康促進三小時 (含菸害防治、愛滋病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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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教育訓練課程、時數（一百零七小時，內含實作六小時） 

一、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三十九小時） 

(一)勞動法簡介三小時（含勞動檢查法規） 

(二)職業安全衛生法規三小時 

(三)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六小時 

(四)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三小時 

(五)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二小時 

(六)勞工健康保護規則二小時 

(七)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三小時 

(八)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三小時 

(九)缺氧症預防規則三小時（含局限空間危害預防） 

(十)職業安全相關法規三小時（含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與鍋爐

及壓力容器安全規則等） 

(十一)有害物質危害預防法規六小時（含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

標準、鉛中毒預防規則、粉塵危害預防標準、四烷基鉛中毒預防規則、勞工作業環

境監測實施辦法、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露標準等） 

(十二)具有特殊危害之作業相關法規二小時（高溫作業勞工作息時間標準、重體力勞動作

業勞工保護措施標準、精密作業勞工視機能保護設施標準、高架作業勞工保護措施

標準及異常氣壓危害預防標準等） 

二、職業安全衛生計畫及管理（十六小時） 

(一)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三小時(含風險評估)  

(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及緊急應變計畫之製作五小時（含實作二小時） 

(三)安全衛生管理規章及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之製作三小時（含計畫實作一小時） 

(四)工作安全分析與安全作業標準之製作五小時（含實作二小時） 

三、專業課程（五十二小時） 

(一)企業經營與安全衛生二小時（含組織協調與溝通） 

(二)職業安全與職業傷害預防概論三小時 

(三)職業衛生與職業病預防概論三小時 

(四)職業災害調查處理與統計二小時（含實作一小時） 

(五)安全衛生監測儀器四小時（安全及衛生各二小時） 

(六)機械安全防護三小時 

(七)電氣安全三小時 

(八)個人防護具三小時 

(九)通風與換氣三小時 

(十)急救三小時 

(十一)危險性機械、設備管理三小時 

(十二)物料處置二小時 

(十三)墜落災害防止四小時（含倒塌、崩塌） 

(十四)火災爆炸防止三小時 

(十五)營造作業安全三小時 

(十六)物理性危害預防三小時 

(十七)化學性危害預防三小時 

(十八)職場健康促進二小時 (含菸害防治、愛滋病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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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勞工作業環境監測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時數 

 

壹、甲級化學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時數(九十八小時)： 

一、勞工作業環境監測相關法規二十小時 

(一)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其施行細則三小時 

(二)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三小時 

(三)勞工健康保護規則二小時 

(四)有害物質危害預防法規六小時 

(五)缺氧症預防規則二小時 

(六)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露標準四小時 

二、化學性危害認識七小時 

(一)工業製程及化學性因子四小時 

(二)化學性危害因子之認識三小時 

三、危害通識法規及實務四小時(含法規二小時、實務二小時)  

四、採樣技術二十五小時 

(一)採樣準備（含採樣設備準備、整備、校準及採樣條件之決定）六小時（含實習三小時） 

(二)氣狀有害物採樣九小時（含實習四小時） 

(三)粒狀有害物採樣八小時（含實習三小時） 

(四)樣本之處理、保存與運送二小時 

五、樣本分析概要七小時 

(一)常用分析儀器簡介三小時 

(二)建議採樣分析參考方法之應用四小時 

六、直讀式儀器及設備六小時（含實習二小時） 

七、作業環境監測計畫（含採樣策略）六小時 

八、監測結果評估與處理五小時 

(一)監測結果評估及處理三小時 

(二)各種採樣設備之維護保養二小時 

九、作業環境改善實務六小時 

十、工業通風五小時（含實習二小時） 

十一、個人防護具三小時（含實習一小時） 

十二、與認可分析實驗室之聯繫二小時 

十三、作業環境監測管理系統介紹二小時 

 

 

  



 
 

84 

貳、甲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時數（七十九小時）： 

一、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十三小時 

(一)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其施行細則三小時 

(二)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三小時 

(三)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相關法規（高溫作業勞工作息時間標準、職業安全衛生設施

規則之衛生部分）三小時 

(四)勞工健康保護規則二小時 

(五)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含物質安全資料表之說明）二小時 

二、熱環境監測十六小時 

(一)熱危害認識六小時（含實際演算二小時） 

(二)熱環境測定六小時（含實習三小時） 

(三)熱環境控制及改善四小時 

三、噪音測定四十二小時 

(一)聲音之認識六小時 

(二)噪音測定二十四小時（含實習十八小時） 

(三)噪音評估六小時 

(四)噪音控制六小時 

四、作業環境監測計畫（含採樣策略）四小時 

五、個人防護具四小時（含實習二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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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乙級化學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時數（六十一小時）： 

一、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其施行細則二小時 

二、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二小時。 

三、勞工健康保護規則二小時 

四、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二小時 

五、有害物質危害預防法規四小時 

六、缺氧症預防規則二小時。 

七、化學性因子之認識三小時 

八、工業製程與化學性危害因子三小時 

九、容許濃度之認識與運用七小時（含實際演算四小時） 

十、採樣準備（含採樣設備準備、整備、校準及採樣條件之決定）六小時（含實習三小時） 

十一、氣狀有害物採樣五小時（含實習三小時） 

十二、粒狀有害物採樣五小時（含實習三小時） 

十三、樣本之處理、保存與運送二小時 

十四、常用分析儀器簡介二小時 

十五、標準分析參考方法之應用三小時 

十六、直讀式儀器及設備三小時（含實習一小時） 

十七、作業環境監測計畫（含採樣策略）三小時 

十八、監測結果評估與處理二小時 

十九、與認可實驗室之連繫（分工）一小時 

二十、作業環境監測管理系統介紹二小時 

 

 

肆、乙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時數（五十六小時）： 

一、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其施行細則二小時 

二、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二小時 

三、勞工健康保護規則二小時 

四、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之衛生部分二小時 

五、高溫作業勞工作息時間標準二小時 

六、熱危害認識六小時（含實際演算二小時） 

七、熱環境測定六小時（含實習三小時） 

八、聲音之認識六小時 

九、噪音測定廿四小時（含實習十八小時） 

十、個人防護具四小時（含實習二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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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施工安全評估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時數 

 

一、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暨檢查申請相關法規十四小時 

(一)勞動檢查法及其施行細則一小時 

(二)危險性工作場審查暨檢查辦法二小時 

(三)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其施行細則三小時 

(四)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三小時 

(五)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二小時 

(六)其他相關職業安全衛生法規三小時 

二、施工安全管理系統三小時 

三、安全評估方法概論三小時 

四、施工災害分析三小時 

五、審查申請案之製作及演練四十九小時 

(一)施工安全評估之程序及方法二小時 

(二)施工計畫之編訂及評估後之修訂要領（含工程概要：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分項工

程作業計畫）十小時（含實作五小時） 

(三)基本事項檢討評估之實施七小時（含實作三小時） 

(四)特有災害檢討評估之實施十二小時（含實作六小時） 

(五)審查申請案之製作要領二小時 

(六)演練十六小時（依建築工程、橋樑工程等實際案例分組演練） 

六、審查申請程序及作業事項四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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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製程安全評估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時數(八十二小時) 

 

一、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及檢查相關法規及申報作業七小時 

二、檢核表（Checklist）七小時 

三、如果－結果分析（What if）七小時 

四、初步危害分析（Preliminary Hazard Analysis）及演練（二小時）九小時 

五、危害與可操作性分析(Hazard and Operability Studies)及演練（十四小時）二十一小

時 

六、失誤模式與影響分析（Failure Modes and Effects Analysis）及演練（四小時）七小

時 

七、故障樹分析 Fault Tree Analysis及演練（十小時）十六小時 

八、製程安全評估報告書撰寫三小時 

九、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相關資料撰寫三小時 

十、稽核管理制度二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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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高壓氣體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時數 

 

壹、高壓氣體製造安全主任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時數（二十二小時） 

   一、高壓氣體製造勞工安全衛生相關法規三小時 

   二、高壓氣體概論三小時 

   三、高壓氣體製造種類及設施六小時 

   四、高壓氣體製造設備安全裝置及其使用二小時 

五、高壓氣體製造設備故障排除及處置三小時 

六、高壓氣體製造安全技術管理事務與執行三小時 

   七、高壓氣體作業災害及事故預防實務二小時 

 

貳、高壓氣體製造安全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時數（二十一小時） 

   一、高壓氣體製造勞工安全衛生相關法規三小時 

二、高壓氣體概論三小時 

三、高壓氣體製造設備三小時 

四、高壓氣體製造設備管理基準及承攬管理基準三小時 

五、高壓氣體製造設備故障排除及處置三小時 

六、高壓氣體製造安全作業標準及工作方法改善三小時 

   七、高壓氣體製造安全管理與執行三小時（含實習二小時） 

 

參、高壓氣體供應及消費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時數（二十一小時） 

   一、高壓氣體供應及消費勞工安全衛生相關法規三小時 

   二、高壓氣體概論三小時 

   三、高壓氣體供應及消費設施三小時 

   四、供應及消費安全作業標準及工作方法改善三小時 

   五、高壓氣體供應及消費設備管理基準三小時 

   六、高壓氣體供應及消費設備故障排除及處置三小時 

   七、高壓氣體供應及消費安全管理與執行三小時（含實習二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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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 營造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時數 

 

壹、擋土支撐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時數（十八小時） 

一、擋土支撐作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三小時 

二、擋土支撐相關知識三小時 

三、擋土支撐作業施工機械、設備、器具、作業環境及作業安全相關知識六小時 

四、安全作業標準與事故之處置三小時 

五、擋土支撐作業安全管理與執行三小時 

 

貳、露天開挖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時數（十八小時） 

一、露天開挖作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三小時 

二、露天開挖相關知識三小時 

三、露天開挖施工機械、設備、器具、作業環境及作業安全相關知識六小時 

四、安全作業標準與事故之處理三小時 

五、露天開挖作業安全管理與執行三小時 

 

參、模板支撐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時數（十八小時） 

一、模板支撐作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三小時 

二、模板支撐相關知識三小時 

三、模板支撐作業施工機械、設備、器具、作業環境及作業安全相關知識六小時 

四、安全作業標準與事故之處置三小時 

五、模板支撐作業安全管理與執行三小時 

 

肆、隧道等挖掘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時數（十八小時） 

一、隧道等挖掘作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三小時 

二、隧道等挖掘相關知識三小時 

三、隧道等挖掘作業施工機械、設備、器具、作業環境及作業安全相關知識六小時 

四、安全作業標準與事故之處置三小時 

五、隧道等挖掘作業安全管理與執行三小時 

 

伍、隧道等襯砌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時數（十八小時） 

一、隧道等襯砌作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三小時 

二、隧道等襯砌相關知識三小時 

三、隧道等襯砌作業施工機械、設備、器具、作業環境及作業安全相關知識六小時 

四、安全作業標準與事故之處置三小時 

五、隧道等襯砌作業安全管理與執行三小時 

 

陸、施工架組配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時數（十八小時） 

一、施工架組配作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三小時 

二、施工架組配相關知識三小時 

三、施工架組配作業施工機械、設備、器具、作業環境及作業安全相關知識六小時 

四、安全作業標準與事故之處置三小時 

五、施工架組配作業安全管理與執行三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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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鋼構組配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時數（十八小時） 

一、鋼構組配作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三小時 

二、鋼構組配相關知識三小時 

三、鋼構組配作業施工機械、設備、器具、作業環境及作業安全相關知識六小時 

四、安全作業標準與事故之處置三小時 

五、鋼構組配作業安全管理與執行三小時 

 

捌、屋頂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時數（十八小時） 

一、屋頂作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三小時 

二、屋頂作業相關知識三小時 

三、屋頂作業施工機械、設備、器具、作業環境及作業安全相關知識六小時 

四、安全作業標準與事故之處置三小時 

五、屋頂作業安全管理與執行三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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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九 有害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時數 

 

壹、有機溶劑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時數（十八小時） 

一、有機溶劑作業勞工安全衛生相關法規二小時 

二、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三小時 

三、有機溶劑之主要用途及毒性二小時 

四、有機溶劑之測定二小時 

五、有機溶劑作業環境改善及安全衛生防護具三小時 

六、通風換氣裝置及其維護三小時 

七、有機溶劑作業安全衛生管理與執行三小時 

 

 

貳、鉛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練課程、時數（十八小時） 

一、鉛作業作業勞工安全衛生相關法規二小時 

二、鉛中毒預防規則三小時 

三、鉛之主要用途及毒性二小時 

四、鉛之測定二小時 

五、鉛作業環境改善及安全衛生防護具三小時 

六、通風換氣裝置及其維護三小時 

七、鉛作業安全衛生管理與執行三小時 

 

 

參、四烷基鉛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時數（十八小時） 

一、四烷基鉛作業勞工安全衛生相關法規二小時 

二、四烷基鉛中毒預防規則三小時 

三、四烷基鉛之主要用途及毒性二小時 

四、四烷基鉛之測定二小時 

五、四烷基鉛作業環境改善及安全衛生防護具三小時 

六、通風換氣裝置及其維護三小時 

七、四烷基鉛安全衛生管理與執行三小時 

 

 

肆、缺氧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時數（十八小時） 

一、缺氧危險作業及局限空間作業勞工安全衛生相關法規三小時 

二、缺氧症預防規則三小時 

三、缺氧危險場所危害預防及安全衛生防護具三小時 

四、缺氧危險場所之環境測定三小時 

五、缺氧事故處理及急救三小時 

六、缺氧危險作業安全衛生管理與執行三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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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時數（十八小時） 

一、特定化學物質作業勞工安全衛生相關法規二小時 

二、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三小時 

三、特定化學物質之主要用途及毒性二小時 

四、特定化學物質之漏洩預防及作業環境改善與安全衛生防護具三小時 

五、特定化學物質之測定二小時 

六、特定化學物質作業危害及急救一小時 

七、通風換氣裝置及其維護三小時 

八、特定化學物質作業安全衛生管理與執行二小時 

 

 

陸、粉塵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時數（十八小時） 

一、粉塵作業勞工安全衛生相關法規三小時 

二、粉塵危害預防標準三小時 

三、粉塵危害及測定三小時 

四、粉塵作業環境改善及安全衛生防護具三小時 

五、通風換氣裝置及其維護三小時 

六、粉塵作業安全衛生管理與執行三小時 

 

 

柒、高壓室內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時數（十八小時） 

一、異常氣壓作業勞工安全衛生相關法規二小時 

二、異常氣壓危害預防標準三小時 

三、壓氣施工法三小時 

四、輸氣及排氣三小時 

五、異常氣壓危害三小時 

六、減壓表演練實習四小時 

 

 

捌、潛水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時數（三十六小時） 

ㄧ、潛水安全作業計畫撰擬與評定四小時 

二、潛水氣體需求計算四小時 

三、潛水減壓程序與緊急程序六小時 

四、潛水作業之溝通與協調二小時 

五、現場指揮監督實務四小時 

六、潛水作業安全衛生管理四小時 

七、潛水疾病的預防、症狀鑑別與處置四小時 

八、潛水作業狀況模擬與案例探討八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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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 具有危險性機械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時數 

 

壹、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固定式起重機及吊升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斯達卡式起重機操作人

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時數（三十八小時） 

 一、起重機具相關法規二小時 

 二、固定式起重機種類型式及其機能三小時 

 三、固定式起重機構造與安全裝置三小時 

 四、原動機及電氣相關知識三小時 

 五、起重及吊掛相關力學知識二小時 

 六、起重及吊掛安全作業要領四小時 

 七、起重吊掛事故預防與處置三小時 

 八、固定式起重機自動檢查與檢點維護二小時 

 九、起重機運轉、吊掛操作與指揮實習十六小時 

附註 1：固定式起重機依地面操作、機上操作或伸臂式等，選擇各該機型及術科實習場地操作。 

附註 2：實習課程應十五人以下為一組，分組實際操作；可分組同時進行或按時間先後分組依

序進行實習。 

 

貳、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移動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時數 (三十八小

時)  

 一、起重機具相關法規二小時 

 二、移動式起重機種類型式及其機能三小時 

 三、移動式起重機構造與安全裝置三小時 

 四、內燃機、油壓驅動裝置及電氣相關知識三小時 

 五、起重及吊掛相關力學知識二小時 

 六、起重及吊掛安全作業要領四小時 

 七、起重吊掛事故預防與處置三小時 

 八、移動式起重機自動檢查與檢點維護二小時 

 九、起重機運轉、吊掛與指揮實習十六小時 

附註 1：移動式起重機依伸臂可伸縮或伸臂不可伸縮，選擇各該機型及術科實習場地操作。 

附註 2：實習課程應十五人以下為一組，分組實際操作；可分組同時進行或按時間先後分組依

序進行實習。 

 

參、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人字臂起重桿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時數 (三十八小

時) 

 一、起重機具相關法規二小時 

 二、人字臂起重桿種類型式及其機能三小時 

 三、人字臂起重桿構造與安全裝置三小時 

 四、原動機及電氣相關知識三小時 

 五、起重及吊掛相關力學知識二小時 

 六、起重及吊掛安全作業要領四小時 

 七、起重吊掛事故預防與處置三小時 

 八、人字臂起重桿自動檢查與檢點維護二小時 

 九、人字臂起重桿運轉、吊掛與指揮實習十六小時 

附註：實習課程應十五人以下為一組，分組實際操作；可分組同時進行或按時間先後分組依序

進行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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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導軌或升降路之高度在二十公尺以上之營建用提升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時

數（二十一小時） 

 一、營建用提升機相關法規一小時 

 二、營建用提升機種類型式及構造三小時 

 三、原動機及電氣相關知識二小時 

 四、安全作業要領三小時 

 五、營建用提升機事故預防與處置二小時 

六、營建用提升機自動檢查與檢點維護二小時 

 七、營建用提升機運轉實習八小時 

附註：實習課程應十五人以下為一組，分組實際操作；可分組同時進行或按時間先後分組依序

進行實習。 

 

伍、吊籠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時數（二十六小時） 

 一、吊籠相關法規二小時 

 二、吊籠種類型式及構造三小時 

 三、電動機及電氣相關知識二小時 

 四、吊籠固定方法及安全裝置三小時 

五、吊籠安全作業要領三小時 

 六、吊籠事故預防與處置三小時 

 七、吊籠自動檢查與檢點維護二小時 

八、吊籠操作實習八小時 

附註：實習課程應十五人以下為一組，分組實際操作；可分組同時進行或按時間先後分組依序

進行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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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一 具有危險性設備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時數 

 

壹、鍋爐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時數 

一、甲級鍋爐（傳熱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者）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時數（六

十小時） 

  （一）鍋爐相關法規二小時 

  （二）鍋爐種類型式及構造四小時 

  （三）熱媒鍋爐三小時 

  （四）鍋爐附屬裝置及附屬品三小時 

  （五）鍋爐自動控制三小時 

  （六）鍋爐用水及處理六小時 

  （七）鍋爐燃料及燃燒三小時 

  （八）燃料貯存及搬運三小時 

  （九）鍋爐基礎、配管及閥類二小時 

  （十）鍋爐電氣設備及儀表三小時 

  （十一）鍋爐清掃及保養三小時 

  （十二）鍋爐操作要領與異常處理三小時 

  （十三）鍋爐事故預防與處置三小時 

  （十四）鍋爐自動檢查與檢點維護三小時 

  （十五）鍋爐安全運轉實習十六小時 

附註：實習課程應十五人以下為一組，分組實際操作；可分組同時進行或按時間先後分組依序

進行實習。 

二、乙級鍋爐（傳熱面積在五十平方公尺以上未滿五百平方公尺者）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課程、時數：五十小時） 

  （一）鍋爐相關法規二小時 

  （二）鍋爐種類型式及構造三小時 

  （三）熱媒鍋爐三小時 

  （四）鍋爐附屬裝置及附屬品三小時 

  （五）鍋爐自動控制三小時 

  （六）鍋爐用水及處理六小時 

  （七）鍋爐燃料及燃燒三小時 

  （八）鍋爐清掃及保存二小時 

  （九）鍋爐操作要領與異常處理三小時 

  （十）鍋爐事故預防與處置三小時 

  （十一）鍋爐自動檢查與檢點維護三小時 

  （十二）鍋爐安全運轉實習十六小時 

附註：實習課程應十五人以下為一組，分組實際操作；可分組同時進行或按時間先後分組依序

進行實習。 

 

三、丙級鍋爐（傳熱面積未滿五十平方公尺者）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時數 (三十

九小時) 

  （一）鍋爐相關法規二小時 

  （二）鍋爐種類型式及構造三小時 

  （三）熱媒鍋爐二小時 

  （四）鍋爐附屬裝置及附屬品二小時 

  （五）鍋爐自動控制二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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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鍋爐用水及處理三小時 

  （七）鍋爐燃料及燃燒二小時 

  （八）鍋爐清掃及保存二小時 

  （九）鍋爐操作要領與異常處理三小時 

  （十）鍋爐事故預防與處置三小時 

  （十一）鍋爐自動檢查與檢點維護三小時 

  （十二）鍋爐安全運轉實習十二小時 

附註：實習課程應十五人以下為一組，分組實際操作；可分組同時進行或按時間先後分組依序

進行實習。 

 

貳、第一種壓力容器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時數（三十五小時）： 

 一、壓力容器相關法規二小時 

 二、壓力容器種類及構造三小時 

 三、壓力容器附屬裝置及附屬品三小時 

 四、壓力容器安全裝置及其使用二小時 

 五、危害物與化學反應相關知識三小時 

 六、壓力容器操作要領與異常處理四小時 

 七、壓力容器事故預防與處置三小時 

 八、壓力容器自動檢查與檢點維護三小時 

 九、壓力容器安全運轉實習十二小時 

附註：實習課程應十五人以下為一組，分組實際操作；可分組同時進行或按時間先後分組依序

進行實習。 

 

參、高壓氣體特定設備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時數（三十五小時） 

 一、高壓氣體特定設備相關法規二小時 

 二、高壓氣體概論三小時 

 三、高壓氣體特定設備種類及構造三小時 

 四、高壓氣體特定設備附屬裝置及附屬品三小時 

 五、高壓氣體特定設備安全裝置及其使用三小時 

 六、高壓氣體特定設備操作要領與異常處理三小時 

 七、高壓氣體特定設備事故預防與處置三小時 

 八、高壓氣體特定設備自動檢查與檢點維護三小時 

 九、高壓氣體特定設備安全運轉實習十二小時 

附註：實習課程應十五人以下為一組，分組實際操作；可分組同時進行或按時間先後分組依序

進行實習。 

 

肆、高壓氣體容器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時數（三十五小時） 

 一、高壓氣體容器相關法規二小時 

 二、高壓氣體概論三小時 

 三、高壓氣體容器種類及構造三小時 

 四、高壓氣體容器安全裝置及附屬品三小時 

 五、高壓氣體容器積載、運輸及存放三小時 

 六、高壓氣體容器操作要領與異常處理三小時 

 七、高壓氣體容器事故預防與處置三小時 

 八、高壓氣體容器自動檢查與檢點維護三小時 

 九、高壓氣體容器安全運轉實習十二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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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實習課程應十五人以下為一組，分組實際操作；可分組同時進行或按時間先後分組依序

進行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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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二 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時數 

 

壹、小型鍋爐操作人員特殊安全衛生訓練課程、時數（十八小時）： 
一、小型鍋爐相關法規一小時 

二、鍋爐種類型式及構造二小時 

三、鍋爐附屬裝置及附屬品二小時 

四、鍋爐用水及處理二小時 

五、鍋爐燃料及燃燒二小時 

六、鍋爐自動檢查與事故預防三小時 

七、小型鍋爐安全運轉實習六小時 

附註：實習課程應十五人以下為一組，分組實際操作；可分組同時進行或按時間先後分組依序

進行實習。 

 

貳、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特殊安全衛生訓練課程、時數（十八小時）： 
一、堆高機相關法規一小時 

二、堆高機行駛裝置之構造及操作方法二小時 

三、堆高機裝卸裝置之構造及操作方法三小時 

四、堆高機運轉相關力學知識二小時 

五、堆高機自動檢查及事故預防二小時 

六、堆高機操作實習八小時 

附註：實習課程應十五人以下為一組，分組實際操作；可分組同時進行或按時間先後分組依序

進行實習。 

 

參、吊升荷重在零點五公噸以上未滿三公噸之固定式起重機、移動式起重機、人字臂起重桿等

操作人員特殊安全衛生訓練課程、時數（十八小時）： 
 一、起重機具相關法規二小時 

 二、起重機具概論（固定式起重機、移動式起重機或人字臂起重桿）三小時 

 三、原動機及電氣相關知識二小時 

 四、起重吊掛相關力學知識二小時 

 五、安全作業要領及事故預防三小時 

 六、起重吊掛操作實習六小時 

附註：實習課程應十五人以下為一組，分組實際操作；可分組同時進行或按時間先後分組依序

進行實習。 

 

肆、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人員特殊安全衛生訓練課程、時數（十八小時）： 
 一、起重吊掛相關法規一小時 

 二、起重機具概論二小時 

 三、起重吊掛相關力學知識二小時 

 四、吊具選用及吊掛方法二小時 

 五、起重吊掛作業要領及事故預防三小時 

 六、吊掛作業實習八小時 

附註：實習課程應十五人以下為一組，分組實際操作；可分組同時進行或按時間先後分組依序

進行實習。 
 

伍、以乙炔熔接裝置或氣體集合裝置（簡稱乙炔熔接等作業）從事金屬之熔接、切斷或加熱作

業人員特殊安全衛生訓練課程、時數（十八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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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乙炔熔接作業勞工安全衛生相關法規一小時 

 二、乙炔熔接裝置及氣體集合裝置三小時 

 三、乙炔熔接等作業必要設備之構造及操作方法三小時 

 四、乙炔熔接等作業使用之可燃性氣體及氧氣概論三小時 

 五、安全作業要領及事故預防二小時 

 六、乙炔熔接等作業操作實習六小時 

附註：實習課程應十五人以下為一組，分組實際操作；可分組同時進行或按時間先後分組依序

進行實習。 

 

陸、火藥爆破作業人員特殊安全衛生訓練課程、時數（十八小時）： 
 一、火藥爆破作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一小時 

 二、火藥基本知識三小時 

 三、火藥之處置安全三小時 

 四、發爆作業方法與爆破作業安全六小時 

 五、火藥爆破事故預防二小時 

 六、火藥爆破作業安全實習三小時 

附註：實習課程應十五人以下為一組，分組實際操作；可分組同時進行或按時間先後分組依序

進行實習。 

 

柒、胸高直徑七十公分以上之伐木作業人員特殊安全衛生訓練課程、時數（十五小時） 
一、伐木作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一小時 

二、振動障害及預防二小時 

三、伐木作業安全及事故預防三小時 

四、鏈鋸構造及使用三小時 

五、鏈鋸自動檢查及異常處理三小時 

六、伐木作業及鏈鋸操作實習三小時 

附註：實習課程應十五人以下為一組，分組實際操作；可分組同時進行或按時間先後分組依序

進行實習。 

 

捌、機械集材運材作業人員特殊安全衛生訓練課程、時數（二十四小時）： 
 一、機械集材運材作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一小時 

 二、集材機之構造及性能四小時 

 三、集材索具及架線作業三小時 

 四、集材運材機械之自動檢查及事故預防三小時 

 五、機械集材運材作業安全實習十三小時 

附註：實習課程應十五人以下為一組，分組實際操作；可分組同時進行或按時間先後分組依序

進行實習。 

 
玖、高壓室內作業人員特殊安全衛生訓練課程、時數： 

一、作業室、氣閘室輸氣用空氣壓縮機作業人員特殊安全衛生訓練課程、時數（十二小時） 

    (一)異常氣壓危害預防安全衛生相關法規二小時 

    (二)輸氣設備之構造與操作四小時 

    (三)空氣壓縮機之實際操作二小時 

    (四)異常氣壓障害有關知識二小時 

    (五)壓氣施工法有關知識二小時 

二、作業室輸氣調節用閥、旋塞作業人員特殊安全衛生訓練課程、時數（十二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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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異常氣壓危害預防安全衛生相關法規二小時 

    (二)異常氣壓障害有關知識二小時 

    (三)壓氣施工法有關知識二小時 

    (四)輸氣與排氣有關知識四小時 

    (五)調節輸氣之實際操作二小時 

三、氣閘室輸、排調節用閥、旋塞作業人員特殊安全衛生訓練課程、時數（十二小時）： 

    (一)異常氣壓危害預防安全衛生相關法規二小時 

    (二)異常氣壓障害有關知識二小時 

    (三)壓氣施工法有關知識二小時 

    (四)加壓、減壓及換氣方法三小時 

    (五)加壓、減壓及換氣之實際操作三小時 

四、再壓室之操作作業人員特殊安全衛生訓練課程、時數（十二小時）： 

    (一)異常氣壓危害預防安全衛生相關法規二小時 

    (二)異常氣壓障害有關知識二小時 

    (三)急救再壓法有關知識三小時 

    (四)急救、甦醒術有關知識二小時 

    (五)再壓室之實際操作及急救甦醒術之實習三小時 

五、高壓室內作業（一、二、以外者）人員特殊安全衛生訓練課程、時數（十二小時）： 

    (一)異常氣壓危害預防安全衛生相關法規二小時 

    (二)異常氣壓障害有關知識三小時 

    (三)壓氣施工法有關知識二小時 

    (四)壓氣施工設備有關知識二小時 

    (五)壓力急速下降、火災預防有關知識三小時 

 

拾、潛水作業人員特殊安全衛生訓練課程、時數（十八小時） 
一、職業安全衛生法規二小時 

二、異常氣壓危害預防標準二小時 

三、潛水環境及作業計畫介紹四小時 

四、潛水意外傷害預防二小時 

五、潛水意外緊急安全處理二小時 

六、減壓表之計算與減壓程序二小時 

七、潛水醫學概論二小時 

八、潛水裝備（含減壓艙）檢點、使用與維護有關知識二小時 

 

拾壹、油輪清艙作業人員特殊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時數（十八小時） 

一、油輪清艙作業相關法規三小時 

二、油輪清艙安全作業程式三小時 

三、火災爆炸防止二小時 

四、墜落災害防止二小時 

五、缺氧危害防止二小時 

六、入艙前之安全措施二小時 

七、氣體濃度測定儀器實習二小時 

八、洗艙機操作實習二小時 

附註：實習課程應十五人以下為一組，分組實際操作；可分組同時進行或按時間先後分組依序

進行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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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二之一 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時數 
 

項次 課程名稱 時數 講師資格 

一 醫事法規 2  (一)任教大專校院相關課程，具三年以上教學經驗者。 

(二)具有衛生行政三年以上相關工作經歷者。 

二 勞工健康及職

業傷病補償相

關法規 

2  (一)任教大專校院相關課程，具三年以上教學經驗者。 

(二)具有勞動檢查員三年以上相關工作經歷者。 

(三)具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證明者。 

三 職業安全衛生

概論 

4  (一)任教大專校院相關課程，具三年以上教學經驗者。 

(二)具有工業安全、工業衛生、職業醫學等相關科系博士

學位，並有一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者。 

(三)具有工業安全、工業衛生、職業醫學等相關科系碩士

學位，並有三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者。 

(四)具有勞動檢查員三年以上相關工作經歷者。 

(五)具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證明者。 

(六)大專校院相關科系畢業，具有職業安全管理師或職業

衛生管理師資格，並有七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者。 

四 工作現場巡查

訪視 

2  

五 工作場所毒性

傷害概論 

2   (一)任教大專校院相關課程，具三年以上教學經驗者。 

(二)具有工業安全、工業衛生、職業醫學等相關科系博士

學位，並有一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者。 

(三)具有工業安全、工業衛生、職業醫學等相關科系碩士

學位，並有三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者。 

(四)具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證明者。 

六 職業傷病概論 4  具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證明者。 

七 職業傷病預防

策略 

2  

八 勞工選工、配工

及復工概論 

2  

九 災變應變計畫

／緊急醫療照

顧方案管理 

6  (一) 任教大專校院相關課程，具三年以上教學經驗者。 

(二) 具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證明者。 

十 健康監測與健

檢資料之分析

運用 

4 

十一 職場健康管理 6（含實作3

小時） 

(一)具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證明者。 

(二)大專校院護理科系畢業，具五年以上實際從事職場勞

工健康服務工作經歷者。 十二 職場健康促進

與衛生教育 

8（含實作4

小時） 

十三 勞工健康服務

計畫品質管理

與稽核 

2 

十四 職業衛生護理

與勞工健康服

務工作 

 

4 具有護理博士學位，並有一年以上實際從事勞工健康服務

工作經歷、或具有護理碩士學位，並有三年以上實際從事

勞工健康服務工作經歷，及大專校院護理科系畢業，具五

年以上實際從事勞工健康服務工作經歷者。 

備註：實作課程需撰寫一份計畫或實務作法報告書，並經該授課講師審核通過。 



 
 

102 

附表十三 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時數（十八小時） 

 

一、急救概論（含原則、實施緊急裝置、人體構造介紹）一小時 

二、敷料與繃帶（含實習）二小時 

三、中毒、窒息、緊急甦醒術（含實習）五小時 

四、創傷及止血（含示範）二小時 

五、休克、燒傷及燙傷二小時 

六、骨骼及肌肉損傷（含實習）二小時 

七、神經系統損傷及神志喪失二小時 

八、傷患處理及搬運（含實習）二小時 

附註：實習課程應分組實際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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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四 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時數 

 

一、課程（以與該勞工作業有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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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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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級業務主管人員於新僱或在職於變更工作前，應參照下列課程增列六小時。 

   (一)安全衛生管理與執行。 

   (二)自動檢查。 

   (三)改善工作方法。 

(四)安全作業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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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五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師資 

 

一、職業安全管理師、職業衛生管理師之教育訓練講師資格： 

(一)任教大專校院相關課程具三年以上教學經驗者。 

(二)具有工業安全、工業衛生或相關學科博士學位，並有一年以上相關工作經歷者。 

(三)具有工業安全、工業衛生或相關學科碩士學位，並有三年以上相關工作經歷者。 

(四)具有工業安全、工礦衛生技師資格，並有五年以上相關工作經歷者。 

(五)具有勞動檢查員五年以上相關工作經歷者。 

(六)大專校院相關科系畢業，具有職業安全管理師、職業衛生管理師資格或取得職業安全管

理甲級技術士證照、職業衛生管理甲級技術士證照，並有七年以上相關工作經歷者。 

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施工安全評估人員及製程安全評估人員之教育訓練講師資格： 

(一)任教大專校院相關課程具二年以上教學經驗者。 

(二)具有工業安全、工業衛生或相關學科博士學位，並有一年以上相關工作經歷者。 

(三)具有工業安全、工業衛生或相關學科碩士學位，並有三年以上相關工作經歷者。 

(四)具有工業安全、工礦衛生技師資格，並有三年以上相關工作經歷者。 

(五)具有勞動檢查員三年以上相關工作經歷者。 

(六)大專校院相關科系畢業，具有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資格或取得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乙級技

術士證照，並有五年以上相關工作經歷者。但擔任施工安全評估人員或製程安全評估人

員之教育訓練課程講師者，應經施工安全評估人員或製程安全評估人員訓練合格，並有

五年以上施工安全評估或製程安全評估相關工作經驗者。 

三、作業環境監測人員之教育訓練講師資格： 

(一)任教大專校院作業環境監測相關課程具二年以上教學經驗者。 

(二)大專校院相關科系畢業，取得作業環境測定甲級技術士證照，具作業環境監測相關工作

經歷五年以上者。 

(三)大專校院相關科系畢業，具有工礦衛生技師資格，並具作業環境監測相關工作經驗三年

以上者。 

(四)具有勞動檢查員三年以上職業衛生檢查經驗者。 

四、急救人員之教育訓練講師資格： 

由合辦之教學醫院或醫院評鑑合格者，遴選實際從事緊急醫療救護工作三年以上之醫護人

員、具有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規定之高級或中級救護技術員合格證書者擔任講師。 

五、職業安全管理師、職業衛生管理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作業環境監測人員、急救人員、

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等教育訓練以外講師資格： 

(一)大專校院相關科系畢業，具三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者。 

(二)術科講師應為高中、高職以上學校畢業，取得相關職類甲級、乙級或單一級技術士證照，

或經相關訓練受訓合格，取得操作人員資格，並具相關操作或作業實務三年以上經驗

者。 

(三)任教相關課程具十年以上實務經驗或專長者。 

(四)具有勞動檢查員三年以上相關工作經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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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一     教育訓練場所報備書 (第一聯:申請聯) 

訓 練 場

所 名 稱 

 訓練場

所電話 

 

訓 練 場

所 地 址 

 訓練場

所傳真 

 

訓 練 場

所 負 責

人 

 負 責

人 電

話 

 訓 練 場

所 電 子

信 箱 

 

申 

請 

核 

備 

之 

教 

育 

訓 

練 

種 

類 

︵ 

申 

請 

者 

於 

□ 

內 

打

ˇ 

︶ 

□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營造業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營造業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營造業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職業安全管理師  □職業衛生管理師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 

□甲級化學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人員 □甲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人員 

□乙級化學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人員 □乙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人員 

□施工安全評估人員         □製程安全評估人員 

□高壓氣體製造安全主任       □高壓氣體製造安全作業主管 

□高壓氣體供應及消費作業主管 

□擋土支撐作業主管   □露天開挖作業主管     □模板支撐作業主管 

□隧道等挖掘作業主管  □隧道等襯砌作業主管     □屋頂作業主管 

□施工架組配作業主管    □鋼構組配作業主管 

□有機溶劑作業主管    □鉛作業主管       □四烷基鉛作業主管 

□缺氧作業主管      □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  □粉塵作業主管 

□高壓室內作業主管    □潛水作業主管 

□吊升荷重在 3公噸以上之固定式起重機或吊升荷重在 1公噸以上之斯達卡式起重機操作人員 

□吊升荷重在 3公噸以上之移動式起重機操作人員 

□吊升荷重在 3公噸以上之人字臂起重桿操作人員 

□導軌或升降路之高度在 20公尺以上之營建用提升機操作人員   □吊籠操作人員 

□鍋爐操作人員         □第一種壓力容器操作人員 

□高壓氣體特定設備操作人員   □高壓氣體容器操作人員 

□小型鍋爐操作人員 □荷重在 1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 

□吊升荷重在零點五公噸以上未滿 3 公噸之固定式起重機或吊升荷重未滿 1公噸之斯達卡式起重機操作人員 

□吊升荷重在零點五公噸以上未滿 3 公噸之移動式起重機操作人員 

□吊升荷重在零點五公噸以上未滿 3 公噸之人字臂起重桿操作人員 

□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人員  

□以乙炔熔接裝置或氣體集合裝置從事金屬之熔接、切斷或加熱作業人員 □火藥爆破作業人員 

□胸高直徑 70公分以上之伐木作業人員 □機械集材運材作業人員 

□高壓室內作業人員 □潛水作業人員  □油輪清艙作業人員  

□急救人員 □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  

核

定

結

果 

 

依職業安全教育訓練規則第二十條規定，陳報核備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場所，請查照。 

  此    致 

              （當地主管機關） 

訓練單位名稱： 

    地址： 

 負責人姓名：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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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一     教育訓練場所報備書 (第二聯:核定聯) 

訓 練 場

所 名 稱 

 訓練場

所電話 

 

訓 練 場

所 地 址 

 訓練場

所傳真 

 

訓 練 場

所 負 責

人 

 負 責

人 電

話 

 訓 練 場

所 電 子

信 箱 

 

申 

請 

核 

備 

之 

教 

育 

訓 

練 

種 

類 

︵ 

申 

請 

者 

於 

□ 

內 

打

ˇ 

︶ 

□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營造業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營造業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營造業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職業安全管理師  □職業衛生管理師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 

□甲級化學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人員  □甲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人員 

□乙級化學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人員  □乙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人員 

□施工安全評估人員           □製程安全評估人員 

□高壓氣體製造安全主任         □高壓氣體製造安全作業主管 

□高壓氣體供應及消費作業主管 

□擋土支撐作業主管   □露天開挖作業主管     □模板支撐作業主管 

□隧道等挖掘作業主管  □隧道等襯砌作業主管    □屋頂作業主管 

□施工架組配作業主管    □鋼構組配作業主管 

□有機溶劑作業主管    □鉛作業主管       □四烷基鉛作業主管 

□缺氧作業主管      □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  □粉塵作業主管 

□高壓室內作業主管    □潛水作業主管 

□吊升荷重在 3公噸以上之固定式起重機或吊升荷重在 1 公噸以上之斯達卡式起重機操作人員 

□吊升荷重在 3公噸以上之移動式起重機操作人員   

□吊升荷重在 3公噸以上之人字臂起重桿操作人員 

□導軌或升降路之高度在 20公尺以上之營建用提升機操作人員   □吊籠操作人員 

□鍋爐操作人員         □第一種壓力容器操作人員 

□高壓氣體特定設備操作人員   □高壓氣體容器操作人員 

□小型鍋爐操作人員 □荷重在 1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 

□吊升荷重在零點五公噸以上未滿 3 公噸之固定式起重機或吊升荷重未滿 1公噸之斯達卡式起重機操作人員  

□吊升荷重在零點五公噸以上未滿 3公噸之移動式起重機操作人員 

□吊升荷重在零點五公噸以上未滿 3公噸之人字臂起重桿操作人員 

□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人員  

□以乙炔熔接裝置或氣體集合裝置從事金屬之熔接、切斷或加熱作業人員 □火藥爆破作業人員 

□胸高直徑 70公分以上之伐木作業人員 □機械集材運材作業人員 

□高壓室內作業人員 □潛水作業人員  □油輪清艙作業人員  

□急救人員  □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 

核

定

結

果 

 

貴單位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場所，經審查如核定結果，請查照。 

  此    致 

（申請之訓練單位） 

當地主管機關名稱：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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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二 置備之安全衛生量測設備及個人防護具 

 
訓練場所名稱:             負責人姓名: 

量測設備或個人防護具

名 稱 

應

備 

數

量 

單 

位 

實 際

數 量 

廠 牌 規 格 

或 型 號 
備 註 

安全帽 1 頂   一、辦理職業安全

管理師、職業衛

生管理師、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

員之教育訓練

者，須全部置

備。 

二、辦理有害作業

主管等之教育

訓練者，應依訓

練課程置備必

要之量測設備

及個人防護具

即可。 

三、應備數量係最

低標準。 

 

安全鞋 1 雙   

安全帶 1 條   

安全眼鏡 1 個   

防護手套 1 雙   

防護面罩 1 個   

防護衣 1 套   

防護口罩 1 個   

防音防護具 1 個   

電氣絕緣手套 1 雙   

空氣(氧氣)呼吸器 1 台   

檢知器(含檢知管) 1 組   

氣狀有害物採樣設備 1 組   

粒狀有害物採樣設備 1 組   

可燃性氣體測定器 1 台   

氧氣測定器 1 台   

照度計 1 台   

噪音計 1 台   

三用電表 1 台   

風速計 1 台   

WBGT 測定設備 1 組   

檢電器具 1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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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三 勞工作業環境測定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應置備之量測設備 

 

訓練場所名稱：        負責人姓名： 
 
 
 
 
 

化
學
性
因
子
作
業
環
境
監
測 

量測設備名稱 

應備最
低數量
(組或
台） 

實際數
量 廠牌規格或型號 備註 

氣狀有害物採樣設備 15   

含採樣泵、採樣頭、採樣介質

(活性碳、矽膠管、採集瓶)、

連接管等採樣設備組件。 

粒狀有害物採樣設備 15   
含採樣泵、粒徑分粒裝置、不

同用途之採樣用濾紙。 

位相差顯微鏡 1   
400倍以上。 

 

檢知器 15   
含檢知管。 

 

風速計 2    

粉塵測定器 1   
 

 

可燃性氣體測定器 1   
 

 

氧氣濃度測定器 1   
 

 

二氧化碳濃度測定器 1   
 

 

硫化氫濃度測定器 1   
 

 

採樣設備校準裝置

（Calibrators） 
10    

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之必要量測設備 
    

 
 

物
理
性
因
子
作
業
環
境
監
測 

精密噪音計 2   
 

 

普通噪音計 5   
附頻譜分析器。 

 

噪音校正器 2   
應能應用於噪音計及劑量計之

校正。 

噪音劑量計 10   
 

 

WBGT 測定設備 5   
 

 

振動計 2   
應含局部振動及全身振動測定

必要之裝置及組件。 

照度計 5   
 

 

風速計 5   
 

 

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之必要量測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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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四 使用之實習機具及設備 
訓練場所名稱:              負責人姓名: 

名稱 應備數量 實際
數量 

廠牌規格或型
號、合格證號
碼及置備單位 

實作或實習場所 備 
註 

甲級鍋爐 每 15人 1座    
 

應 備
數 量
係 最
低 標
準 ，
且 應
達 訓
練 實
習 要
求。 

乙級鍋爐 每 15人 1座    
 

丙級鍋爐 每 15人 1座    
 

高壓氣體特定設備 每 15人 1座    
 

高壓氣體容器 每 15人 1座    
 

第一種壓力容器（蒸氣類） 每 15人 1座    
 

第一種壓力容器（化學類） 每 15人 1座    
 

吊升荷重在 3公噸以上之固定式

起重機(含吊掛操作實習必要之裝

置及設備) 

每 15人 1具   

 

吊升荷重在 1 公噸以上之斯

達卡式起重機 (含吊掛操作實

習必要之裝置及設備) 

每 15人 1具   

 

吊升荷重在 3公噸以上之移動式

起重機(含吊掛操作實習必要之裝

置及設備) 

每 15人 1具   

 

吊升荷重在 3公噸以上之人字臂

起重桿(含吊掛操作實習必要之裝

置及設備) 

每 15人 1具   

 

導軌或升降路之高度在 20公

尺以上之營建用提升機 
每 15人 1具   

 

未滿 3 公噸之固定式起重機(含吊

掛操作實習必要之裝置及設備) 
每 15人 1具   

 

吊升荷重未滿 1 公噸之斯達

卡式起重機 (含吊掛操作實習必

要之裝置及設備) 

每 15人 1具   

 

吊升荷重未滿3公噸之移動式起

重機(含吊掛操作實習必要之裝置

及設備) 

每 15人 1具   

 

吊升荷重未滿3公噸之人字臂起

重桿(含吊掛操作實習必要之裝置

及設備) 

每 15人 1具   

 

堆高機 每 15人 1部    
 

乙炔熔接裝置 每 15人 1組    
 

氣體集合裝置 每 15人 1組    
 

氣閘等高壓室內作業及設備 每 15人 1組    
 

潛水作業裝備 按實習需要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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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五 教育訓練場所之設施 
 
訓練場所名稱:                    負責人姓名: 

 

 

教 

室 

別 

第 1 教室 實際面積   ㎡ 可容納人數  

人 

一、教室面積應超過30㎡，平均

每一學員應佔有之面積，其教

室面積在30㎡以上未滿55㎡

者，須有1.5㎡以上；55㎡以

上未滿70㎡者，須有1.4 ㎡以

上；70㎡以上者，須有1.3㎡

以上。但每間總面積不得超過

500㎡。 

二、每一教室最大容量以60人為

原則，但作業環境測定人員教

育訓練以30人為限。 

第 2 教室 實際面積   ㎡ 可容納人數  

人 

第 3 教室 實際面積   ㎡ 可容納人數  

人 

 

教 

學 

設 

備 

課桌椅 桌面積原則上應大於0.25

㎡，但作業環境測定人員

教育訓練原則上應大於

0.96㎡。 

按可容納人數

設置 

課桌椅應符合成人使用，桌面照

度應在300米燭光以上。 

黑(白)板 面積應大於3㎡。 每間教室 1 

個黑(白)板。 

教室內音量應在70分貝以下。 

擴音設備 每間教室應備 1 組。 實際設備組  

投影設備 每間教室應備 1 組。 實際設備組  

電腦設備 每場所至少 1 組。 實際設備組  

單槍投影機 每場所至少 1 台。 實際設備台  

飲

水

及

盥

洗

設

備 

飲水設備 每場所至少 1 組。 實際設備組  

男便池數 每場所每60人 1 個。 實際設備個  

男便所數 每場所每60人 1 個。 實際設備個  

女便所數 每場所每60人 1 個。 實際設備個  

現 

場 

標 

示 

訓練場所標

示板 

每場所至少 1 個。 實際設備個 應載明訓練單位名稱、負責人及

辦理訓練之種類，並附照片。 

逃生避難指

示圖及方向

指示燈 

每間教室各備 1 個。 實際設備個 附照片。 

 
附註：教室位置及面積、黑板及課桌椅之配置、盥洗設備等應標示於檢附之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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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六  教育訓練計畫報備書 

(  訓練單位全銜  ) 

○○○○○○○○○○(種類)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第○○○期 

一、訓練期間 ○年○月○日至○月○日。 附註： 

一、學員報名人數須達15人以上（事

業單位辦理者不在此限），始得報

訓練計畫，並附學員名冊。 

二、事業單位對所屬員工或其承攬人

所屬勞工辦理之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時，應附全部學員名冊及其勞

保資料或證明文件、承攬關係概

況暨承攬合約書等證明文件影本

。 

三、雇主團體、勞工團體等對所屬會

員或其員工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計畫，應附全部學員名冊及學員

為其所屬會員之證明文件影本。 

四、有實習（作）、演練課程應編訂教

材，每一位學員實習（作）、演練

成果書面報告送由授課講師評閱

，留存備查。 

五、辦理在職教育訓練者，免填專責

輔導員。 

二、訓練場所 （書明教室名稱，並列出主管機關

核備文號）。 

三、受訓人數 預計○○人(附受訓學員名冊)。 

四、專責輔導 

員 

 

○○○先生(小姐) （應附符合規定

之資格文件，並應由訓練單位加保

勞工保險）。 

五、實習安排 

概況 

 

敘明使用之實習機具及設備數量、

實習場所位置及佈置概要、實習分

組概況、實習進行方式等事項；機

具如非屬該訓練場所置備者，應附

訓練期間可完全使用之說明。(無實

習課程者，本欄免填) 

六、使用之教

學設備 

依訓練類別敘明使用之教學設備名

稱及數量。 

七、教材 

 

一、使用○○○協（學）會編印之

「○○○」教材(○年版)。 

二、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年版)。 

三、實習（作）、演練教材。 

核定 

結果 

 

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二十一條規定，陳報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計畫，請備查。 

  此    致 

（當地主管機關） 

訓練單位名稱： 

    地址： 

負責人姓名：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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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七  教育訓練課程表 

（訓練單位全銜） 

○○○○○○○○○○(種類)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第○○○期 

日期 星期 時間 課程名稱 時數 講師姓名 

講師編號 

（ 無 講 師 編 號

者，敘明符合規

定之資格條款） 

備註 

        

        

        

        

        

        

        

        

        

        

 
       

 

訓練場所地址：○○○○○○○○○○○○○○ 

教室名稱：第   教室 

輔導員姓名：○○○   電話：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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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八  講  師  概  況 

(訓練單位全銜) 

○○○○○○○○○○(種類)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第○○○期 

編 

號 
講師姓名 學 歷 經  歷 通 訊 處 電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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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九 學  員  名  冊 

 

（訓練單位全銜）○○(種類)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第○○期 

學員名冊 

 

序 

號 
姓 名 

出 生 

年月日 

身 分 證 

統一編號 
學 歷 服務單位 連 絡 地 址 電 話 備 註 

 

1 

        

 

2 

        

 

3 

        

 

4 

        

 

5 

        

 

6 

        

 

7 

        

附註 1：學歷填最高學歷學校名稱；有參訓資格限制者，應查核相關資格檔。 

附註 2：在職教育訓練學員名冊得免附訓練學員之出生年月日及學歷，惟應於備註欄加註學員

之結訓證書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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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十       教育訓練期滿證明格式 

  

 

附註：訓練單位於核發固定式起重機及移動式起重機操作人員等之訓練期滿證明時，應註記術

科實習操作之機型，例如：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固定式起重機(架空型─機上操作) 

操作人員、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固定式起重機(架空型─地面操作) 操作人員、吊升

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固定式起重機(伸臂型) 操作人員、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移動式

起重機(伸臂可伸縮式)操作人員及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移動式起重機(伸臂不可伸

縮式)操作人員。 

  

 

 

期滿證明 

＊＊＊證字第○○○號 

  ○○○君(身分證字號：S000000000)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出 生，於

○ 年 ○ 月 ○ 日 至 ○ 年 ○ 月 ○ 日 參 加 ○ ○ 舉 辦 之 ○ ○ ○ ○ ○ 安 全 衛 生

教 育 訓 練 班 第 ○ ○ ○ 期 ， 訓 練 期 滿 。  

 

此   證 

 
 

 

 

 

 

 

本訓練依據○○○主管機關○○字 

第○○○○○○○○○○號函辦理 

 

 

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證單位全銜 

相片 

黏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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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十一  教育訓練結業證書格式 

  

結業證書格式（八.五公分 x 五.五公分） 

 

（正面）（背面） 

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結業證書 

 

 
在職教育訓練紀錄欄 

年度 訓練名稱（時數） 訓練單位 章戳 

        

        

      

      

      

        

主管機關備查文號     

附註：本結業證書之格式，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施行。 
 

 

 

 

 

 

 

 

 

 

 

 

 

 

 

 

 

 

 

  

發證 

日期 日期 

單位 

訓練 

種類 

訓練 

證書 

字號 

出生 姓名 
日期 

身分證 

次數 

補照 

統一編號 

訓練 

三
公
分 

二.六公分 

相片 

黏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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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十二 學 員 簽 到 紀 錄 

（訓練單位全銜） 

○○○○○○○○○○(種類)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第○○○期 

訓練場所地址：       教室名稱：第○○教室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至  時  分 

座號 1 2 3 4 5 6 7 

學員 

姓名 
       

簽名        

座號 8 9 10 11 12 13 14 

學員 

姓名 
       

簽名        

座號 22 23 24 25 26 27 28 

學員 

姓名 
       

簽名        

座號 36 37 38 39 40 41 42 

學員 

姓名 
       

簽名        

座號 50 51 52 53 54 55 56 

學員 

姓名 
       

簽名        

座號 57 58 59 60 出席人數 
講  師 

簽  名 
 學員 

姓名 
    人 

簽名 
 

 
   

缺課人數 輔導員 

簽  名 
 

人 

 

附註：一、每日簽到時，輔導員應在場，有代簽者應糾正，遲到 15分鐘者視為曠課。 

二、簽名筆不得使用紅筆或鉛筆，不得任意塗改，否則，視為無效。 

三、請假者，應事前填寫請假單，如為病假須補相關證明。 

四、輔導員於每日第 1 節過 20分鐘後，應確實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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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十三 （訓練單位全銜）受訓學員點名紀錄  

 

 

 

 

○○○○○○○○○○(種類)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第○○○期 

○ 年 ○ 月 ○ 日 至 ○ 年 ○ 月 ○ 日 

全程未缺課： 人；缺課超過五分之一： 人；曾曠課： 人；請假超過三小時： 人 

 
課    上 

缺        課 
程   日 

學 課       期 
名 

員  時 
座          稱 

姓   數 
號   名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缺課超過五分之一學員名單 

需再補課學員名單及時數 

 

 

 

 

  

監考人員簽名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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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十四  受 訓 學 員 成 績 冊 

 

（訓練單位全銜） 

○○○○○○○○○○(種類)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第○○○期 

 
主管機關同意開班文號：○○主管機關○年○月○日○○○字第○○○○○號 

訓練期間：○年○月○日至○年○月○日 

訓練地點：○縣（市）○鄉（鎮、市）○路○段○號○樓 

輔導員：○○○ 

監考人員：○○○

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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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單位全銜） 

○○○○○○○○○○(種類)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第○○○期 

受訓學員成績冊 

序號 照片 姓名 
出生 

年月日 

身分證 

統一編

號 

學歷 
畢業學

校 

服務單

位 

聯絡地

址 
電話 成績 備註 

01            

02            

03            

04            

05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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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十五  受訓學員訓練期滿核發清冊 

訓練單位： 

訓練種類： 期別：第    期 
主管機關同意開班文號：○○主管機關○年○月○日○○○字第○○○○○號 

 

序號 
證書

編號 
姓名 

出生

日期 

身分

證字

號 

學歷 
畢業

學校 

服務

單位 

郵遞

區號 

聯絡

地址 
電話 

開訓

日 

結訓

日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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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十六  受訓學員結業證書核發清冊 

訓練單位： 

訓練種類： 期別：第    期 
主管機關同意開班文號：○○主管機關○年○月○日○○○字第○○○○○號 

 

序號 
證書

編號 
姓名 

出生

日期 

身分

證字

號 

學歷 
畢業

學校 

服務

單位 

郵遞

區號 

聯絡

地址 
電話 

開訓

日 

結訓

日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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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十七  在職教育訓練紀錄 

 

姓名 身分證號碼 
出生 

日期 
訓練單位 

研討會、研習

會或訓練名

稱 

辦理 

日期 

課程 

時數 

認證時數及登

記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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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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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1.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二月十六日內政部（65）台內勞字第 659280 號令訂定發布 

2.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五月三日內政部（69）台內勞字第 21188  號令修正發布第 3、5、10～12 條條文之附表 

3.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五月五日內政部（71）台內勞字第 8295 號令修正發布第 2、12～23 條條文 

4.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九月十三日內政部（74）台內勞字第 328491 號令修正發布第 6 條條文 

5.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四月十六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79）台勞安三字第 07682 號令修正發布 

6.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6）台勞安三字第 025451 號令修正發布 

7.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9）台勞安三字第 0056822 號令修正發布第 2、10、

11、12、15、19、24 條條文；並自發布日起實施 

8.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安三字第 0910059022 號令修正發布第 12、19 條條文 

9.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二月十八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安 3 字第 0940006872 號令修正發布第 2、3、4、7、11、

12、15、19、23 條條文；增訂第 3-1 條條文；並刪除第 9 條條文 

10. 中華民國一百年一月二十一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安 3 字第 0990146805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19 條；並自發

布日施行 

11.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二十二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安 3 字第 1020145036 號令修正發布第 4、5、13、19

條條文及第 2 條條文之附表一、第 4 條條文之附表五、第 13 條條文之附表十二、十六、三十一、三十七之

一、三十七之二、第 16 條條文之附表三十八；除第 2  條條文附表一、第 5、13 條條文自一百零三年一月

一日施行外，其餘自發布日施行 

12.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三十日勞動部勞職授字第 1030200752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22 條；除第 2、10  條

條文自一百零四年一月一日施行外，自一百零三年七月三日施行 

 

第一章 總則 
第 1 條 本規則依職業安全衛生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六條第三項、

第二十條第三項、第二十一條第三項及第二十二條第四項規

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規則所稱特別危害健康作業，指本法施行細則第二十八條

規定之作業（如附表一）。 

本規則所稱第一類事業、第二類事業及第三類事業，指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二條及其附表所定之事業。 

第二章 醫護人員資格及健康服務措施 

第 3 條 事業單位之同一工作場所，勞工人數在三百人以上者，應視

該場所之規模及性質，分別依附表二與附表三所定之人力配

置及臨廠服務頻率，僱用或特約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醫師及

僱用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護理人員（以下簡稱醫護人員），

辦理臨廠健康服務。 

前項工作場所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之勞工人數在一百人

以上者，應另僱用或特約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每月臨廠服務

一次，三百人以上者，每月臨廠服務二次。但前項醫護人員

為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者，不在此限。 

雇主僱用或特約前項醫護人員，應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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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備查。 

第 4 條 事業分散於不同地區，設有總機構，其勞工總人數達三千人

以上者，總機構應視其事業之分布、特性及勞工健康需求，

僱用或特約醫護人員，綜理全事業勞工之健康服務事務，規

劃與推動勞工健康服務之政策及計畫，並對所屬各該地區之

事業，提供臨廠健康服務，必要時得運用視訊等方式為之。 

前項僱用或特約醫護人員之人力配置及臨廠服務頻率，準用

附表二及附表三之規定。 

第一項勞工總人數，包含總機構及所屬各該地區事業之勞工

人數。但地區事業已依前條規定配置醫護人員者，其勞工人

數得不併入計算。 

前項勞工人數之計算，準用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三條之

二之規定。 

第 5 條 前二條醫師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 

二、依附表四之課程訓練合格。 

前二條護理人員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依附表五之課程訓練合格。 

二、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十四條之一訓練合格。 

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二項第一款之訓練，得由各級勞工或衛生

主管機關自行辦理，或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機構辦理。 

第 6 條 事業單位應參照工作場所大小、分布、危險狀況及勞工人

數，依附表六之規定，備置足夠急救藥品及器材，並置合格

急救人員辦理急救事宜。但已具有急救功能之醫療保健服務

業，不在此限。 

前項急救人員不得有失聰、色盲、心臟病、兩眼裸視或矯正

視力後均在零點六以下與失能等體能及健康不良，足以妨礙

急救事宜者。 

第一項備置之急救藥品及器材，應置於適當固定處所，至少

每六個月定期檢查並保持清潔。對於被污染或失效之物品，

應隨時予以更換及補充。 

第一項急救人員，每一輪班次應至少置一人，勞工人數超過

五十人者，每增加五十人，應再置一人。 

急救人員因故未能執行職務時，雇主應即指定合格之人員，

代理其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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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條 雇主應使醫護人員臨廠服務辦理下列事項： 

一、勞工之健康教育、健康促進與衛生指導之策劃及實施。 

二、工作相關傷病之防治、健康諮詢與急救及緊急處置。 

三、協助雇主選配勞工從事適當之工作。 

四、勞工體格、健康檢查紀錄之分析、評估、管理與保存及

健康管理。 

五、職業衛生之研究報告及傷害、疾病紀錄之保存。 

六、協助雇主與職業安全衛生人員實施工作相關疾病預防及

工作環境之改善。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 

第 8 條 為辦理前條第三款及第六款之業務，雇主應使醫護人員配合

職業安全衛生及相關部門人員訪視現場，辦理下列事項： 

一、辨識與評估工作場所環境及作業之危害。 

二、提出作業環境安全衛生設施改善規劃之建議。 

三、調查勞工健康情形與作業之關連性，並對健康高風險勞

工進行健康風險評估，採取必要之預防及健康促進措

施。 

四、提供復工勞工之職能評估、職務再設計或調整之諮詢及

建議。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 

第 9 條 雇主執行前二條業務時，應依附表七填寫紀錄表，並依相關

建議事項採取必要措施。 

前項紀錄表及採行措施之文件，應保存七年。 

第三章 健康檢查及管理 
第 10 條 雇主僱用勞工時，應依附表八之規定，實施一般體格檢查。 

前項檢查距勞工前次檢查未逾第十一條規定之定期檢查期

限，經勞工提出證明者，得免實施一般體格檢查。 

第一項體格檢查應參照附表九記錄，並至少保存七年。 

第 11 條 雇主對在職勞工，應依下列規定，定期實施一般健康檢查： 

一、年滿六十五歲者，每年檢查一次。 

二、四十歲以上未滿六十五歲者，每三年檢查一次。 

三、未滿四十歲者，每五年檢查一次。 

前項一般健康檢查項目及檢查紀錄，應依前條規定辦理。但

經檢查為先天性辨色力異常者，得免再實施辨色力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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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第二條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應於其受僱或

變更作業時，依附表十規定，實施各該特定項目之特殊體格

檢查。但距上次檢查未逾一年者，不在此限；對於在職勞工，

應依附表十所定項目，實施特殊健康檢查。 

雇主使勞工接受特殊健康檢查時，應將勞工作業內容、最近

一次之作業環境監測紀錄及危害暴露情形等作業經歷資料

交予醫師。 

第一項之檢查應參照附表十一至三十七記錄，並保存十年以

上。但游離輻射、粉塵、三氯乙烯、四氯乙烯作業之勞工及

聯苯胺及其鹽類、4-胺基聯苯及其鹽類、4-硝基聯苯及其鹽

類、β-萘胺及其鹽類、二氯聯苯胺及其鹽類、α-萘胺及其鹽

類、鈹及其化合物、氯乙烯、苯、鉻酸及其鹽類、 

重鉻酸及其鹽類、砷及其化合物、鎳及其化合物等之製造、

處置或使用及石綿之處置或使用作業之勞工，其紀錄應保存

三十年。 

第 13 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第二條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時，應建立健康

管理資料，並依下列規定分級實施健康管理： 

一、第一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全部

項目正常，或部分項目異常，而經醫師綜合判定為無異

常者。 

二、第二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

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綜合判定為異常，而與工作無

關者。 

三、第三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

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綜合判定為異常，而無法確定

此異常與工作之相關性，應進一步請職業醫學科專科醫

師評估者。 

四、第四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

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綜合判定為異常，且與工作有

關者。 

前項健康管理，屬於第二級管理以上者，應由醫師註明其不

適宜從事之作業與其他應處理及注意事項；屬於第三級管理

或第四級管理者，並應由醫師註明臨床診斷。 

雇主對於第一項屬於第二級管理者，應提供勞工個人健康指

導；第三級管理以上者，應請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實施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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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檢查，必要時應實施疑似工作相關疾病之現場評估，且

應依評估結果重新分級，並將分級結果及採行措施依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之方式通報；屬於第四級管理者，經醫師評估現

場仍有工作危害因子之暴露者，應採取危害控制及相關管理

措施。 

前項健康追蹤檢查之紀錄及保存，依前條第三項辦理。 

第 14 條 特別危害健康作業之管理、監督人員或相關人員及於各該場

所從事其他作業之人員，有受健康危害之虞者，適用第十二

條規定。但臨時性作業者，不在此限。 

第 15 條 雇主於勞工經一般體格檢查、特殊體格檢查、一般健康檢

查、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後，應採取下列措施： 

一、參採醫師依附表三十八之建議，告知勞工，並適當配置

勞工於工作場所作業。 

二、對檢查結果異常之勞工，應由醫護人員提供其健康指

導；其經醫師健康評估結果，不能適應原有工作者，應

參採醫師之建議，變更其作業場所、更換工作或縮短工

作時間，並採取健康管理措施。 

三、將檢查結果發給受檢勞工。 

四、將受檢勞工之健康檢查紀錄彙整成健康檢查手冊。 

前項第二款之健康指導及評估建議，應由第三條或第四條之

醫護人員為之。但依規定免僱用或特約醫護人員者，得由辦

理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之醫護人員為之。 

第一項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紀錄、健康指導與評估等勞工醫

療資料之保存及管理，應保障勞工隱私權。 

第 16 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本法第十九條規定之高溫度、異常氣壓、高

架、精密或重體力勞動作業時，應參採從事勞工健康服務醫

師綜合評估勞工之體格或健康檢查結果之建議，適當配置勞

工之工作及休息時間。 

前項醫師之評估，依第三條規定免僱用或特約醫師者，得由

辦理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之醫師為之。 

第 17 條 對離職勞工要求提供健康檢查有關資料時，雇主不得拒絕。

但超過保存期限者，不在此限。 

第 18 條 雇主實施勞工特殊健康檢查及健康追蹤檢查，應填具附表三

十九之勞工特殊健康檢查結果報告書，報請事業單位所在地

之勞工及衛生主管機關備查，並副知當地勞動檢查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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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附則 
第 19 條 事業單位僱用或特約醫護人員之執業登記，應依醫師法及護

理人員法等相關醫事法規辦理。 

第 20 條 事業單位之防疫措施，應依傳染病防治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 21 條 依癌症防治法規定，對於符合癌症篩檢條件之勞工，於事業

單位實施勞工健康檢查時，得經勞工同意，一併進行口腔

癌、大腸癌、女性子宮頸癌及女性乳癌之篩檢。 

前項之檢查結果不列入健康檢查紀錄表。 

前二項篩檢之對象、時程、資料申報、經費及其他規定事項，

依中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第 22 條 本規則除第二條及第十條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一月一日

施行外，自一百零三年七月三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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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特別危害健康作業 

 

項次  作業名稱  

一  高溫作業勞工作息時間標準所稱之高溫作業。  

二  勞工噪音暴露工作日八小時日時量平均音壓級在八十五分貝以上之噪音作業。 

三  游離輻射作業。  

四  異常氣壓危害預防標準所稱之異常氣壓作業。  

五  鉛中毒預防規則所稱之鉛作業。  

六  四烷基鉛中毒預防規則所稱之四烷基鉛作業。  

七  粉塵危害預防標準所稱之粉塵作業。  

八  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所稱之下列有機溶劑作業：  

(一)1，1，2，2-四氯乙烷。  

(二)四氯化碳。  

(三)二硫化碳。  

(四)三氯乙烯。  

(五)四氯乙烯。  

(六)二甲基甲醯胺。  

(七)正己烷。  

九  製造、處置或使用下列特定化學物質或其重量比（苯為體積比）超過百分之一之混

合物之作業：  

(一)聯苯胺及其鹽類。  

(二) 4-胺基聯苯及其鹽類。  

(三) 4-硝基聯苯及其鹽類。  

(四)β-萘胺及其鹽類。  

(五)二氯聯苯胺及其鹽類。  

(六)α-萘胺及其鹽類。  

(七)鈹及其化合物（鈹合金時，以鈹之重量比超過百分之三者為限）。  

(八)氯乙烯。  

(九)2，4-二異氰酸甲苯或 2，6-二異氰酸甲苯。  

(十)4,4-二異氰酸二苯甲烷。  

(十一)二異氰酸異佛爾酮。  

(十二)苯。  

(十三)石綿（以處置或使用作業為限)。  

(十四)鉻酸及其鹽類或重鉻酸及其鹽類。  

(十五)砷及其化合物。 (十六)鎘及其化合物。  

(十七)錳及其化合物（一氧化錳及三氧化錳除外）。  

(十八)乙基汞化合物。  

(十九)汞及其無機化合物。  

(二十)鎳及其化合物。  

十  黃磷之製造、處置或使用作業。  

十一  聯吡啶或巴拉刈之製造作業。  

十二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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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醫師人力配置及臨廠服務頻率表  

 

事業性質分類 
勞工人數 人力配置或臨廠服務頻率 備註 

第一類 

300-999 人  1 次/月  勞工人數超過6000人者，其

人力配置或服務頻率，應符

合下列之一之規定： 

一、每增6000人者，增專任

從事勞工健康服務醫

師1人。 

二、每增勞工1000人，依下

列標準增加其從事勞

工健康服務之醫師臨

廠服務頻率： 

(一)第一類事業：3 次/月  

(二)第二類事業：2 次/月  

(三)第三類事業：1 次/月  

1000-1999 人  3 次/月  

2000-2999 人  6 次/月  

3000-3999 人  9 次/月  

4000-4999 人  12 次/月  

5000-5999 人  15 次/月  

6000 人以上  專任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一人  

第二類 

300-999 人  1 次/2 個月  

1000-1999 人  1 次/月  

2000-2999 人  3 次/月  

3000-3999 人  5 次/月  

4000-4999 人  7 次/月  

5000-5999 人  9 次/月  

6000 人以上  12 次/月  

第三類 

300-999 人  1 次/3 個月  

1000-1999 人  1 次/2 個月  

2000-2999 人  1 次/月  

3000-3999 人  2 次/月  

4000-4999 人  3 次/月  

5000-5999 人  4 次/月  

6000 人以上  6 次/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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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護理人員人力配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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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醫師訓練課程與時數表  

項次  課  程  名  稱  課程時數 

1  職業衛生及健康檢查相關法規  2  

2  醫療相關法規  1  

3  勞工健檢概論及健檢品質管控  2  

4  噪音作業及聽力檢查  2  

5  職業醫學概論  2  

6  特別危害健康作業健康檢查指引與管理分級簡介  3  

7  職業性腎臟危害及腎臟功能判讀  2  

8  各種常見製造程序之健康危害簡介  2  

9  鉛作業、砷作業、鎘作業等生物偵測及健康危害  2  

10  職業性血液、造血系統危害及血液常規檢查結果（CBC）判讀  2  

11  職業性肝危害及肝功能判讀  2  

12  職業性神經系統危害及神經理學檢查  2  

13  塵肺症及職業性肺部疾病  2  

14  職業性皮膚疾病及皮膚理學檢查  2  

15  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醫師的角色與功能簡介  1  

16  職場健康管理  2  

17  職場健康促進與教育  2  

18  健康風險評估  1  

19  台灣職業病鑑定及補償簡介  1  

20  肌肉骨骼系統傷病及人因工程  2  

21  職場心理衛生  2  

22  職場常見非職業性疾病之健康管理-代謝症候群、心血管疾病及肝功能簡介  2  

23  配工的原則與實務  2  

24  失能管理及復工  2  

25  工廠訪視與工業衛生  3  

26  事業單位之預防醫學與疫情管理  2  

合計  50  

備註： 

1. 除 50 小時學分課程外，需另與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至事業單位臨廠服務實習二次並交付臨

廠服務報告書，經考試及報告書審核通過，方為訓練合格。 

2. 曾接受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指定醫療機構職業醫學訓練合格之醫師，可抵免 1-14 項次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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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學分課程。  

附表五 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護理人員訓練課程與時數表  

項次  課  程  名  稱  課程時數 

1  醫事法規  2  

2  勞工健康及職業傷病補償相關法規  2  

3  職業安全衛生概論  4  

4  工作現場巡查訪視  2  

5  工作場所毒性傷害概論  2  

6  職業傷病概論  4  

7  職業傷病預防策略  2  

8  職業衛生護理與勞工健康服務工作  4  

9  健康監測與健檢資料之分析運用  4  

10  職場健康管理（含實作三小時）  6  

11  職場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含實作四小時）  8  

12  勞工健康服務計畫品質管理與稽核  2  

13  災變應變計畫／緊急醫療照顧方案管理  6  

14  勞工選工、配工及復工概論  2  

合計  50  

附註：實作課程需撰寫一份計畫或實務作法報告書，並經該授課講師審核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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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急救藥品及器材  

 

一、藥品：優點棉片或優碘液、酒精棉片或酒精液等必需藥品。  

二、器材：體溫測量器、血壓計、彈性紗繃或彈性繃帶（大、中、小）、三角巾、無菌手套、

無齒鑷子、棉棒（大、中、小）、紗布、紙膠、止血帶、剪刀、安全別針、壓舌板、咬合

器、外科口罩等必需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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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勞工健康服務執行紀錄表  

 

一、作業場所基本資料  

部門名稱：  

作業人員  □行政人員：男人；女人；  

□現場操作人員：男人；女人  

作業類別與人數  □一般作業：人數 ：  

□特別危害健康作業：類別：人數： 

二、作業場所概況：工作流程(製程)、工作型態、人員及危害特性概述  

 

三、臨廠健康服務執行情形（本規則第七條及第八條事項）：   

四、改善及建議採行措施：  

五、執行人員及日期  

□勞工健康服務之醫師，簽章____________  

□勞工健康服務之護理人員，簽章____________  

□職業安全衛生人員，簽章____________  

□其他，部門名稱___________，職稱__________，簽章___________                                   

 

執行日期：___年___月___日 

時間：時分 迄 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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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 一般體格檢查、健康檢查項目表  

 

體格檢查項目 健康檢查項目 

(1) 作業經歷、既往病史、生活習慣及自覺症

狀之調查。 

(2) 身高、體重、腰圍、視力、辨色力、聽力、

血壓及身體各系統或部位之理學檢查。 

(3) 胸部Ｘ光（大片）攝影檢查。 

(4) 尿蛋白及尿潛血之檢查。 

(5) 血色素及白血球數檢查。 

(6) 血糖、血清丙胺酸轉胺酶(ALT)、肌酸酐

(creatinine)、膽固醇、三酸甘油酯、高密度

脂蛋白膽固醇之檢查。  

 

(7)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檢查。  

(1) 作業經歷、既往病史、生活習慣及自覺症

狀之調查。  

(2) 身高、體重、腰圍、視力、辨色力、聽力、

血壓及身體各系統或部位之理學檢查。  

(3) 胸部Ｘ光（大片）攝影檢查。  

(4) 尿蛋白及尿潛血之檢查。  

(5) 血色素及白血球數檢查。  

(6) 血糖、血清丙胺酸轉胺酶(ALT)、肌酸酐

(creatinine)、膽固醇、三酸甘油酯、高密度

脂蛋白膽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之檢

查。  

(7)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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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九 勞工一般體格及健康檢查紀錄  

一、基本資料  

1.姓名：         2.性別：□男  □女  

3.身分證字號(護照號碼)：     4.出生日期___年___月___日 

5.受僱日期___年___月___日     6.檢查日期___年___月___日  

 

二、作業經歷  

1.曾經從事，起始日期：年月，截止日期：年月，共年月 

2.目前從事，起始日期：年月，截止日期：年月，共年月 

3.過去 1 個月，平均每週工時為：___小時；過去 6 個月，平均每週工時為：___小時 

 

三、檢查時期（原因）：□新進員工（受僱時）  □定期檢查  

 

四、既往病史您是否曾患有下列慢性疾病：（請在適當項目前打勾） 

 

□高血壓  □糖尿病  □心臟病  □癌症____ □白內障  □中風 □癲癇  □氣喘  

□慢性氣管炎、肺氣腫  □肺結核  □腎臟病  □肝病  □貧血  □中耳炎  □聽力障礙 

□甲狀腺疾病  □消化性潰瘍、胃炎  □逆流性食道炎   □骨折  □手術開刀   □其他慢性

病   □以上皆無  

 

五、生活習慣   

1.請問您過去一個月內是否有吸菸？ 

□從未吸菸  □偶爾吸(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吸，平均每天吸支，已吸菸年 

□已經戒菸，戒了年個月。  

2.請問您最近六個月內是否有嚼食檳榔？  

□從未嚼食檳榔  □偶爾嚼(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嚼，平均每天嚼__顆，已嚼年  

□已經戒食，戒了年個月。  

3.請問您過去一個月內是否有喝酒？  

□從未喝酒       □偶爾喝(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喝，平均每週喝次，最常喝____酒，每次___瓶  

□已經戒酒，戒了年個月。  

4.請問您於工作日期間，平均每天睡眠時間為：____ 小時。  

 

六、自覺症狀：您最近三個月是否常有下列症狀：（請在適當項目前打勾）  

□咳嗽  □咳痰  □呼吸困難 □胸痛  □心悸  □頭暈  □頭痛  □耳鳴  □倦怠  □噁心  

□腹痛  □便秘  □腹瀉  □血便  □上背痛  □下背痛  □手腳麻痛   

□關節疼痛  □排尿不適  □多尿、頻尿  □手腳肌肉無力  □體重減輕 3 公斤以上   

□其他症狀  □以上皆無  

填表說明 

一、 請受檢員工於勞工健檢前，填妥基本資料、作業經歷、檢查時期、既往病史、生活習慣及

自覺症狀六大項，再交由醫護人員作確認，以有效篩檢出疾病；若事業單位已提供受檢員

工基本資料及作業經歷電子檔給指定醫療機構，可不必請受檢員工重複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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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覺症狀乙項，請受檢者依自身實際症狀勾選。 

========【以下由醫護人員填寫】======== 

七、檢查項目  

1.身高：公分     

2.體重：公斤，腰圍：公分  

3.血壓：     /    mmHg  

4.視力(矯正)：左右；辨色力測試：□正常 □辨色力異常  

5.聽力檢查：□正常   □異常  

6.各系統或部位理學檢查：  

(1)頭頸部（結膜、淋巴腺、甲狀腺）  

(2)呼吸系統  

(3)心臟血管系統（心律、心雜音）  

(4)消化系統（黃膽、肝臟、腹部）  

(5)神經系統（感覺、睡眠）  

(6)肌肉骨骼（四肢）  

(7)皮膚  

7.胸部 X 光：_______  

8.尿液檢查：尿蛋白_______尿潛血_______ 

9.血液檢查：血色素_______白血球_______ 

10.生化血液檢查：血糖_______血清丙胺酸轉胺酶(ALT) _______肌酸酐(creatinine) _______ 

膽固醇_______三酸甘油脂_______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_______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_______ 

11.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檢查_________  

 

八、應處理及注意事項（可複選）  

1.□檢查結果大致正常，請定期健康檢查。  

2.□檢查結果部分異常，宜在（期   限）內至醫療機構 科，實施健康追蹤檢查。  

3.□檢查結果異常，建議不適宜從事______作業。（請說明原因：     ）。  

4.□檢查結果異常，建議調整工作（可複選）：  

□縮短工作時間（請說明原因：        ）。  

□更換工作內容（請說明原因：        ）。  

□變更作業場所（請說明原因：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原因：        ）。  

5.□其他：。  

 

健檢機構名稱、電話、地址：  

健檢醫師姓名(簽章)及證書字號：  

備註： 

1.各系統或部位理學檢查，健檢醫師應依各別員工之實際狀況，作詳細檢查。  

2.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體格檢查時不需檢測。  

3.先天性辨色力異常者，定期健康檢查時不需檢測。  

4.辦理口腔癌、大腸癌、女性子宮頸癌及女性乳癌之篩檢者，得經勞工同意執行，其檢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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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入健康檢查紀錄表，認可醫療機構應依中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規定之篩檢對象、時程、

資料申報、經費及其他規定事項辦理檢查與申報資料，篩檢經費由國民健康署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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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 特殊體格檢查、健康檢查項目表  

 

編 

號  
檢查對象  特殊體格檢查項目  

定期

檢查

期限 
特殊健康檢查項目  

 

備

考 

１  從事高溫

作業勞工

作息時間

標準所稱

高溫作業

之勞工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

狀之調查。 

(２)高血壓、冠狀動脈疾病、肺部

疾病、糖尿病、腎臟病、皮膚

病、內分泌疾病、膠原病及生

育能力既往病史之調查。  

(３)目前服用之藥物，尤其著重利

尿劑、降血壓藥物、鎮定劑、

抗痙攣劑、抗血液凝固劑及抗

膽鹼激素劑之調查。  

(４)心臟血管、呼吸、神經、肌肉

骨骼及皮膚系統（男性加作睪

丸）之理學檢查。  

(５)飯前血糖(sugar AC)、血中尿 

素 氮 (BUN) 、 肌 酸 酐 

(creatinine)與鈉、鉀及氯電解質

之檢查。  

(６)血色素檢查。  

(７)尿蛋白及尿潛血之檢查。  

(８)肺功能檢查（包括用力肺活量

(FVC)、一秒最大呼氣量  

(FEV 1.0)及 FEV1.0/ FVC） 

(９)心電圖檢查。  

一年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

狀之調查。 

(２)高血壓、冠狀動脈疾病、肺部

疾病、糖尿病、腎臟病、皮膚

病、內分泌疾病、膠原病及生

育能力既往病史之調查。 

(３)目前服用之藥物，尤其著重利

尿劑、降血壓藥物、鎮定劑、

抗痙攣劑、抗血液凝固劑及抗

膽鹼激素劑之調查。 

(４)心臟血管、呼吸、神經、肌肉

骨骼及皮膚系統（男性加作睪

丸）之理學檢查。 

(５)飯前血糖(sugar AC)、血中尿 

素 氮 (BUN) 、 肌 酸 酐 

(creatinine)與鈉、鉀及氯電解質

之檢查。 

(６)血色素檢查。  

(７)尿蛋白及尿潛血之檢查。 

(８)肺功能檢查（包括用力肺活量

(FVC)、一秒最大呼氣量  

(FEV 1.0)及 FEV1.0/ FVC） 

(９)心電圖檢查。  

 

２  從事噪音

暴露工作

日八小時

日時量平

均音壓級

在八十五

分貝以上

作業之勞

工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

狀之調查。 

(２)服用傷害聽覺神經藥物（如水

楊酸或鏈黴素類）、外傷、耳

部感染及遺傳所引起之聽力

障礙等既往病史之調查。 

(３)耳道理學檢查。 

(４)聽力檢查(audiometry)。（測試頻

率至少為五百、一千、二千、

三千、四千、六千及八千赫之

純音，並建立聽力圖）。  

一年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

狀之調查。 

(２)服用傷害聽覺神經藥物（如水

楊酸或鏈黴素類）、外傷、耳

部感染及遺傳所引起之聽力

障礙等既往病史之調查。  

(３)耳道理學檢查。  

(４)聽力檢查(audiometry)。（測試頻

率至少為五百、一千、二千、

三千、四千、六千及八千赫之

純音，並建立聽力圖）。  

 

３  從事游離

輻射作業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

狀之調查。 

一年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

狀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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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勞工 (２)血液、皮膚、胃腸、肺臟、眼

睛、內分泌及生殖系統疾病既

往病史之調查。 

(３)頭、頸部、眼睛（含白內障）、

皮膚、心臟、肺臟、甲狀腺、

神經系統、消化系統、泌尿系

統、骨、關節及肌肉系統之理

學檢查。 

(４)心智及精神檢查。 

(５)胸部Ｘ光（大片）攝影檢查。 

(６)甲狀腺功能檢查 (T3、T4、

TSH)。 

(７)肺功能檢查（包括用力肺活量

(FVC)、一秒最大呼氣量

(FEV1.0)。 

(８)血清丙胺酸轉胺酶(ALT)及肌

酸酐(Creatinine)之檢查。 

(９)紅血球數、血色素、血球比容

值、白血球數、白血球分類及

血小板數之檢查。 

(１０)尿蛋白、尿糖、尿潛血及尿

沉渣鏡檢。 

(２)血液、皮膚、胃腸、肺臟、眼

睛、內分泌及生殖系統疾病既

往病史之調查。 

(３)頭、頸部、眼睛（含白內障）、

皮膚、心臟、肺臟、甲狀腺、

神經系統、消化系統、泌尿系

統、骨、關節及肌肉系統之理

學檢查。 

(４)心智及精神檢查。 

(５)胸部Ｘ光（大片）攝影檢查。 

(６)甲狀腺功能檢查 (T3、T4、

TSH)。 

(７)肺功能檢查（包括用力肺活量

(FVC)、一秒最大呼氣量

(FEV1.0)。 

(８)血清丙胺酸轉胺酶(ALT)及肌

酸酐 (Creatinine)之檢查。 

(９)紅血球數、血色素、血球比容

值、白血球數、白血球分類及

血小板數之檢查。 

(１０)尿蛋白、尿糖、尿潛血及尿

沉渣鏡檢。 

４ 從事異常

氣壓危害

預防標準

所稱異常

氣壓作業

之勞工。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

狀之調查。 

(２)自發性氣胸、耳部手術、活動

性氣喘、酒癮、毒癮、癲癇、

胰臟炎、精神病、糖尿病、高

血壓、開胸手術、偏頭痛、肱

骨或骰骨曾有骨折及長期服

用類固醇等既往病史之調查。 

(３)胸部Ｘ光（大片）攝影檢查。 

(４)肺功能檢查（包括用力肺活量

(FVC)、一秒最大呼氣量

（FEV1.0)及 FEV1.0 / FVC）。 

(５)年齡在四十歲以上或懷疑有心

臟疾病者，應做心電圖檢查。 

(６)耳道、心臟血管、呼吸系統、

骨骼、關節、神經精神及皮膚

之理學檢查。 

(７)抗壓力檢查。 

(８)耐氧試驗。 

一年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

狀之調查。 

(２)自發性氣胸、耳部手術、活動

性氣喘、酒癮、毒癮、癲癇、

胰臟炎、精神病、糖尿病、高

血壓、開胸手術、偏頭痛、肱

骨或骰骨曾有骨折及長期服

用類固醇等既往病史之調查。 

(３)胸部Ｘ光（大片）攝影檢查。 

(４)肺功能檢查（包括用力肺活量

(FVC)、一秒最大呼氣量

（FEV1.0)及 FEV1.0 / FVC）。 

(５)年齡在四十歲以上或懷疑有心

臟疾病者，應做心電圖檢查。 

(６)耳道、心臟血管、呼吸系統、

骨骼、關節、神經精神及皮膚

之理學檢查。 

(７)從事異常氣壓作業經驗達 5 

年，且肩、髖關節有問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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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做關節部之長骨Ｘ光檢查。 

５ 從事鉛中

毒預防規

則所稱鉛 

(lead) 作

業之勞

工。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

狀之調查。 

(２)生育狀況與消化道症狀、心臟

血管症狀及神經症狀等既往

病史之調查。 

(３)齒齦鉛緣之有無與血液系統、

消化系統、腎臟系統及神經系

統之理學檢查。 

(４)血球比容量值、血色素及紅血

球數之檢查。 

(５)尿蛋白及尿潛血之檢查。 

(６)血中鉛之檢查。 

一年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

狀之調查。 

(２)生育狀況與消化道症狀、心臟

血管症狀及神經症狀等既往

病史之調查。 

(３)齒齦鉛緣之有無與血液系統、

消化系統、腎臟系統及神經系

統之理學檢查。 

(４)血球比容量值、血色素及紅血

球數之檢查。 

(５)尿蛋白及尿潛血之檢查。 

(６)血中鉛之檢查。 

 

６ 從事四烷

基鉛中毒

預防規則

所稱四烷

基鉛 

(tetraa 

lkyl 

lead)作業

之勞工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

狀之調查。 

(２)神經、精神及心臟血管疾病既

往病史之調查。 

(３)神經、精神、心臟血管及皮膚

之理學檢查。 

(４)尿蛋白及尿潛血之檢查。 

一年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

狀之調查。 

(２)神經、精神及心臟血管疾病既

往病史之調查。 

(３)神經、精神及心臟血管及皮膚

之理學檢查。 

(４)尿蛋白及尿潛血之檢查。 

(５)尿中鉛檢查。 

 

７ 從事１ 

，１，２，

２-四氯乙

烷 

(1,1,2, 

2-tetra 

chloroe 

t-hane) 之

製造或處

置作業之

勞工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

狀之調查。 

(２)神經、肝臟及皮膚疾病等既往

病史之調查。 

(３)神經、肝臟、腎臟及皮膚之理

學檢查。 

(４)尿蛋白及尿潛血之檢查。 

(５)血清丙胺酸轉胺酶(ALT)及加

瑪麩胺醯轉移酶(r-GT)之檢

查。 

一年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

狀之調查。 

(２)神經、肝臟及皮膚疾病等既往

病史之調查。 

(３)神經、肝臟、腎臟及皮膚之理

學檢查。 

(４)尿蛋白及尿潛血之檢查。 

(５)血清丙胺酸轉胺酶(ALT)及加

瑪麩胺醯轉移酶(r-GT)之檢

查。 

 

８ 從事四氯

化碳

(carbon 

tetrarch 

lo-ride )之

製造或處

置作業之

勞工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

狀之調查。 

(２)腎臟及肝臟疾病既往病史之調

查。 

(３)腎臟、肝臟及皮膚之理學檢查。 

(４)尿蛋白及尿潛血之檢查。 

(５)血清丙胺酸轉胺酶(ALT)及加

瑪麩胺醯轉移酶(r-GT)之檢

一年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

狀之調查。 

(２)腎臟及肝臟疾病既往病史之調

查。 

(３)腎臟、肝臟及皮膚之理學檢查。 

(４)尿蛋白及尿潛血之檢查。 

(５)血清丙胺酸轉胺酶(ALT)及加

瑪麩胺醯轉移酶(r-GT)之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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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查。 

９ 從事二硫

化碳 

(carbon 

disulfide)

之製 

造或處置

作業之勞

工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

狀之調查。 

(２)神經系統、心臟血管、腎臟、

肝臟、皮膚及眼睛疾病既往病

史之調查。 

(３)神經系統、心臟血管、腎臟、

肝臟、皮膚及眼睛之理學檢

查。 

(４)尿蛋白及尿潛血之檢查。 

(５)血清丙胺酸轉胺酶(ALT)及加

瑪麩胺醯轉移酶(r-GT)之檢

查。 

(６)心電圖檢查。 

一年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

狀之調查。 

(２)神經系統、心臟血管、腎臟、

肝臟、皮膚及眼睛疾病既往病

史之調查。 

(３)神經系統、心臟血管、腎臟、

肝臟、皮膚及眼睛之理學檢

查。 

(４)尿蛋白及尿潛血之檢查。 

(５)血清丙胺酸轉胺酶(ALT)及加

瑪麩胺醯轉移酶(r-GT)之檢

查。 

(６)心電圖檢查。 

 

１ 

０ 

從事三氯

乙烯(trichl 

oroethy 

lene)、 

四氯乙烯

(tetrac 

hloroet 

h-ylene)之

製造或處

置作業之

勞工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

狀之調查。 

(２)神經、肝臟、腎臟、心臟及皮

膚疾病既往病史之調查。 

(３)神經、肝臟、腎臟、心臟及皮

膚之理學檢查。 

(４)尿蛋白及尿潛血之檢查。 

(５)血清丙胺酸轉胺酶(ALT)及加

瑪麩胺醯轉移酶(r-GT)之檢

查。 

一年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

狀之調查。 

(２)神經、肝臟、腎臟、心臟及皮

膚疾病既往病史之調查。 

(３)神經、肝臟、腎臟、心臟及皮

膚之理學檢查。 

(４)尿蛋白及尿潛血之檢查。 

(５)血清丙胺酸轉胺酶(ALT)及加

瑪麩胺醯轉移酶(r-GT)之檢

查。 

 

１ 

１ 

從事二甲

基甲醯胺

(dimethyl 

formami 

de) 之製

造或處置

作業之勞

工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

狀之調查。 

(２)酗酒及肝臟疾病既往病史之調

查。 

(３)肝臟、腎臟、心臟血管及皮膚

之理學檢查。 

(４)血清丙胺酸轉胺酶(ALT)及加

瑪麩胺醯轉移酶(r-GT)之檢

查。 

一年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

狀之調查。 

(２)酗酒及肝臟疾病既往病史之調

查。 

(３)肝臟、腎臟、心臟血管及皮膚

之理學檢查。 

(４)血清丙胺酸轉胺酶(ALT)及加

瑪麩胺醯轉移酶(r-GT)之檢

查。 

 

１ 

２ 

從事正己

烷(n-hexa 

ne)之製造

或處置作

業之勞工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

狀之調查。 

(２)皮膚、呼吸器官、肝臟、腎臟

及神經系統疾病既往病史之

調查。 

(３)神經及皮膚之理學檢查。 

一年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

狀之調查。 

(２)皮膚、呼吸器官、肝臟、腎臟

及神經系統疾病既往病史之

調查。 

(３)神經及皮膚之理學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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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３ 

從事聯苯

胺及其鹽

類(benzid 

ine & its 

salts)、４-

胺基聯苯

及其鹽類

(4-amin 

odiphen yl 

& its 

salts)、４-

硝基聯苯

及其鹽類

(4-nitr 

odiphen yl 

& its salts) 

、β-萘胺

及其鹽類

(β-naphth 

ylamine & 

its salts)、

二氯聯苯

胺及其鹽

類(dichlo 

robenzi 

dine & its 

salts)、 α-

萘胺及其

鹽類

(α-naphth 

ylamine & 

its salts) 

之製造、處

置或使用

作業之勞 

工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

狀之調查。 

(２)藥品服用狀況、腎臟疾病及家

族史既往病史之調查。 

(３)泌尿系統及皮膚之理學檢查。 

(４)尿蛋白、尿潛血及尿沈渣鏡

檢。醫師認有必要時，得實施

細胞診斷檢查。 

 

 

一年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

狀之調查。 

(２)藥品服用狀況、腎臟疾病及家

族史既往病史之調查。 

(３)泌尿系統及皮膚之理學檢查。 

(４)尿蛋白、尿潛血及尿沈渣鏡

檢。醫師認有必要時，得實施

細胞診斷檢查。 

 

１ 

４ 

從事鈹及

其化合物

(beryll ium 

& its 

compoun 

ds) 之製

造、處置或

使用作業

之勞工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

狀之調查。 

(２)咳嗽、呼吸困難等呼吸器官症

狀、體重減輕、皮膚炎、肝及

關節病變既往病史之調查。 

(３)呼吸系統、肝臟、腎臟及皮膚

之理學檢查。 

(４)胸部Ｘ光（大片）攝影檢查。 

(５)肺功能檢查（包括用力肺活量

一年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

狀之調查。 

(２)咳嗽、呼吸困難等呼吸器官症

狀、體重減輕、皮膚炎、肝及

關節病變既往病史之調查。 

(３) 呼吸系統、肝臟、腎臟及皮膚

之理學檢查。 

(４)胸部Ｘ光（大片）攝影檢查。 

(５)肺功能檢查（包括用力肺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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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VC)、一秒最大呼氣量 

(FEV 1.0)及 FEV1.0/FVC）。 

(FVC)、一秒最大呼氣量

(FEV1.0)及 FEV1.0/FVC)。 

１ 

５ 

從事氯乙

烯(vinyl 

chloride)之

製造、處置

或使用作

業之勞工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

狀之調查。 

(２)肝炎、輸血、服用肝毒性藥物

及接觸肝毒性之化學物等既

往病史之調查。 

(３)肝臟、脾臟、腎臟、手部皮膚

及呼吸系統之理學檢查。 

(４)胸部Ｘ光（大片）攝影檢查。 

(５)血清丙胺酸轉胺酶(ALT)及加

瑪麩胺醯轉移酶(r-GT)之檢

查。 

一年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

狀之調查。 

(２)肝炎、輸血、服用肝毒性藥物

及接觸肝毒性之化學物等既

往病史之調查。 

(３)肝臟、脾臟、腎臟、手部皮膚

及呼吸系統之理學檢查。 

(４)胸部Ｘ光（大片）攝影檢查。 

(５)血清丙胺酸轉胺酶(ALT)及加

瑪麩胺醯轉移酶(r-GT)之檢

查。 

 

１ 

６ 

從事苯

(benzen 

e)之製

造、處置或

使用作業

之勞工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

狀之調查。 

(２)血液疾病、腎臟疾病、肝臟疾

病及長期服藥等既往病史之

調查。 

(３)血液系統、皮膚黏膜（含口腔）

及結膜之理學檢查。 

(４)血球比容量值、血色素、紅血

球數、白血球數及血小板數之

檢查。 

一年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

狀之調查。 

(２)血液疾病、腎臟疾病、肝臟疾

病及長期服藥等既往病史之

調查。 

(３)血液系統、皮膚黏膜（含口腔）

及結膜之理學檢查。 

(４)血球比容量值、血色素、紅血

球數、白血球數及血小板數之

檢查。 

 

１ 

７ 

從事 2， 4-

二異氰酸

甲苯(2,4-to 

luene 

diisocy 

-anate;TDI) 

或 2，6-

二異氰酸

甲苯(2,6-to 

luene 

diisocy 

anate; 

TDI)、４，

４-二異氰

酸二苯甲

烷(4,4-met 

hylene 

bisphen yl 

diisocy 

anate;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

狀之調查。 

(２)氣喘、慢性氣管炎及過敏既往

病史之調查。 

(３)呼吸系統及皮膚之理學檢查。 

(４)胸部Ｘ光（大片）攝影檢查。 

(５)肺功能檢查（包括用力肺活量

(FVC)、一秒最大呼氣量 

(FEV 1.0)及 FEV1.0/ FVC）。 

一年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

狀之調查。 

(２)氣喘、慢性氣管炎及過敏既往

病史之調查。 

(３)呼吸系統及皮膚之理學檢查。 

(４)肺功能檢查（包括用力肺活量

(FVC)、一秒最大呼氣量

(FEV1.0)及 FEV1.0/F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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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I)、二

異氰酸異

佛爾酮

(isopho 

rone 

diisocy 

anate; 

IPDI)之製

造、處置或

使用作業

之勞工 

１ 

８ 

從事石綿 

(asbest os)

之處置或

使用作業

之勞工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

狀之調查。 

(２)呼吸系統症狀既往病史之調

查。 

(３)呼吸系統（含杵狀指）及皮膚

之理學檢查。 

(４)胸部Ｘ光（大片）攝影檢查。 

(５)肺功能檢查（包括用力肺活量

(FVC)、一秒最大呼氣量

(FEV1.0)及 FEV1.0/ FVC)。 

一年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

狀之調查。 

(２)呼吸系統症狀既往病史之調

查。 

(３) 呼吸系統（含杵狀指）及皮膚

之理學檢查。 

(４)胸部Ｘ光（大片）攝影檢查。 

(５)肺功能檢查（包括用力肺活量

(FVC)、一秒最大呼氣量

(FEV1.0)及 FEV1.0/ FVC)。 

 

１ 

９ 

從事砷及

其化合物

(arseni c & 

its 

compoun 

ds)之製

造、處置或

使用作業

之勞工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

狀之調查。 

(２)呼吸系統症狀既往病史之調

查。 

(３)鼻腔、皮膚、呼吸道、腸胃及

神經系統之理學檢查。 

(４)胸部Ｘ光（大片）攝影檢查。 

(５)尿蛋白、尿潛血及尿沈渣鏡檢

之檢查。 

(６)血清丙胺酸轉胺酶(ALT)及加

瑪麩胺醯轉移酶(r-GT)之檢

查。 

(７)血球比容量值、血色素、紅血

球數及白血球數之檢查。 

一年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

狀之調查。 

(２)呼吸系統症狀既往病史之調

查。 

(３)鼻腔、皮膚、呼吸道、腸胃及

神經系統之理學檢查。 

(４)胸部Ｘ光（大片）攝影檢查。 

(５)尿蛋白、尿潛血及尿沈渣鏡檢

之檢查。 

(６)血清丙胺酸轉胺酶(ALT)及加

瑪麩胺醯轉移酶(r-GT)之檢

查。 

(７)血球比容量值、血色素、紅血

球數及白血球數之檢查。 

(８)尿中無機砷檢查(包括三價

砷、五價砷、單甲基砷、雙甲

基砷及尿液肌酸酐)。 

 

２ 

０ 

從事錳及

其化合物

（一氧化

錳及三氧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

狀之調查。 

(２)酗酒、精神、神經、肝臟及腎

臟疾病既往病史之調查。 

一年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

狀之調查。 

(２)酗酒、精神、神經、肝臟及腎

臟疾病既往病史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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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錳除外） 

(mangan 

ese & its 

compoun 

ds(except 

manganese 

monooxi 

de,mang 

an-ese 

trioxide)之

製造、處置

或使用作

業之勞工 

(３)肺臟、神經（含巴金森症候群）

及精神之理學檢查。 

(４)胸部Ｘ光（大片）攝影檢查。 

(３)肺臟、神經（含巴金森症候群）

及精神之理學檢查。 

(４)胸部Ｘ光（大片）攝影檢查。 

２ 

１ 

從事黃磷 

(phosph 

orus)之製

造、處置或

使用作業

之勞工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

狀之調查。 

(２)倦怠、貧血、食慾不振、胃部、

肝臟、腎臟、眼睛及呼吸系統

疾病既往病史之調查。 

(３)眼睛、呼吸系統、肝臟、腎臟、

皮膚、牙齒及下顎之理學檢

查。 

(４)血清丙胺酸轉胺酶(ALT)及加

瑪麩胺醯轉移酶(r-GT)之檢

查。 

(５)血球比容量值、血色素、紅血

球數、白血球數及白血球分類

之檢查。 

一年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

狀之調查。 

(２)倦怠、貧血、食慾不振、胃部、

肝臟、腎臟、眼睛及呼吸系統

疾病既往病史之調查。 

(３)眼睛、呼吸器官、肝臟、腎臟、

皮膚、牙齒及下顎之理學檢

查。 

(４)血清丙胺酸轉胺酶(ALT)及加

瑪麩胺醯轉移酶(r-GT)之檢

查。 

(５)血球比容量值、血色素、紅血

球數、白血球數及白血球分類

之檢查。 

 

２ 

２ 

從事聯吡

啶或巴拉

刈 

(paraqu at)

之製造作

業之勞工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

狀之調查。 

(２)皮膚角化、黑斑及疑似皮膚癌

症病變既往病史之調查。 

(３)皮膚及指甲之理學檢查。 

一年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

狀之調查。 

(２)皮膚角化、黑斑及疑似皮膚癌

症病變既往病史之調查。 

(３)皮膚及指甲之理學檢查。 

 

２ 

３ 

從事鉻酸

及其鹽類

(chromic 

acid and 

chromat 

es)、重鉻

酸及其鹽

類(di 

chromic 

acid and 

chromates)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

狀之調查。 

(２)咳嗽、咳痰、胸痛、鼻腔異常、

皮膚症狀等既往病史之調查。 

(３)呼吸系統（鼻黏膜異常、鼻中

膈穿孔）及皮膚（皮膚炎、潰

瘍）之理學檢查。 

(４)從事工作四年以上者，應實施

胸部Ｘ光攝影檢查。 

一年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

狀之調查。 

(２)咳嗽、咳痰、胸痛、鼻腔異常、

皮膚症狀等既往病史之調查。 

(３)呼吸系統（鼻黏膜異常、鼻中

膈穿孔）及皮膚（皮膚炎、潰

瘍）之理學檢查。 

(４)從事工作四年以上者，應實施

胸部Ｘ光攝影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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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製造、處

置或使用

作業之勞

工。 

２ 

４ 

從事鎘及

其化合物

(cadmium 

and its 

compoun 

ds)之製

造、處置或

使用作業

之勞工。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

狀之調查。 

(２)鎘或其化合物引起之呼吸系統

症狀、胃腸症狀等既往病史之

調查。 

(３)體重測量。 

(４)門齒或大齒鎘黃色環、鼻黏膜

及貧血之理學檢查。 

(５)尿蛋白檢查。 

一年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

狀之調查。 

(２)鎘或其化合物引起之呼吸器官

症狀、胃腸症狀等既往病史之

調查。 

(３)體重測量。 

(４)門齒或大齒鎘黃色環、鼻黏膜

及貧血之理學檢查。 

(５)尿蛋白檢查。 

(６)尿中鎘檢查。 

(７)呼吸器官有自覺症狀時，應實

施胸部理學檢查及肺功能檢

查（包括用力肺活量(FVC)、一

秒最大呼氣量(FEV1.0)及

FEV1.0/ FVC)。 

 

２ 

５ 

從事粉塵

危害預防

標準所稱

之粉塵作

業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

狀之調查。 

(２)肺結核、哮喘、塵肺症、心臟

疾病等既往病史之調查。 

(３)呼吸系統及心臟循環之理學檢

查。 

(４)胸部Ｘ光（大片）攝影檢查。 

(５)肺功能檢查（包括用力肺活量

(FVC)、一秒最大呼氣量

(FEV1.0)及 FEV1.0/ FVC)。 

一年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

狀之調查。 

(２)肺結核、哮喘、塵肺症、心臟

疾病等既往病史之調查。 

(３)呼吸系統及心臟循環之理學檢

查。 

(４)胸部Ｘ光（大片）攝影檢查。 

(５)肺功能檢查（包括用力肺活量

(FVC)、一秒最大呼氣量

(FEV1.0)及 FEV1.0/ FVC)。 

 

２ 

６ 

從事鎳及

其化合物

(Nickel & 

its 

compoun 

ds)之製

造、處置或

使用作業

之勞工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

狀之調查。 

(２)呼吸系統、皮膚系統等既往病

史之調查。 

(３)鼻腔、皮膚、呼吸道、腸胃及

神經系統之理學檢查。 

(４)胸部Ｘ光（大片）攝影檢查。 

(５)尿蛋白、尿潛血及尿沉渣鏡檢

之檢查。 

(６)血清丙胺酸轉胺酶(ALT)及加

瑪麩胺醯轉移酶(r-GT)之檢

查。 

一年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

狀之調查。 

(２)呼吸系統、皮膚系統等既往病

史之調查。 

(３)鼻腔、皮膚、呼吸道、腸胃及

神經系統之理學檢查。 

(４)胸部Ｘ光（大片）攝影檢查。 

(５)尿蛋白、尿潛血及尿沉渣鏡檢

之檢查。 

(６)血清丙胺酸轉胺酶(ALT)及加

瑪麩胺醯轉移酶(r-GT)之檢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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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血球比容量値、血色素、紅血

球數及白血球數之檢查。 

(８)肺功能檢查（包括用力肺活量

(FVC)、一秒最大呼氣量

(FEV1.0)及 FEV1.0/ FVC)。 

(７)血球比容量値、血色素、紅血

球數及白血球數之檢查。 

(８)肺功能檢查（包括用力肺活量

(FVC)、一秒最大呼氣量

(FEV1.0)及 FEV1.0/ FVC)。 

(９)尿中鎳檢查。 

２ 

７ 

從事乙基

汞化合物

(Ethyl 

mercury 

compoun 

ds)、汞及

其無機化

合物

(Mercur y 

& its 

compoun 

ds)之製

造、處置或

使用作業

之勞工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

狀之調查。 

(２)酗酒、精神、神經、肝臟及腎

臟疾病等既往病史之調查。 

(３)口腔鼻腔、皮膚、呼吸系統、

腸胃、腎臟、眼睛、神經系統

及精神之理學檢查。 

(４)胸部Ｘ光（大片）攝影檢查。 

(５)尿蛋白、尿潛血及尿沉渣鏡檢

之檢查。 

(６)血清丙胺酸轉胺酶(ALT)及加

瑪麩胺醯轉移酶(r-GT)之檢

查。 

(７)血球比容量値、血色素、紅血

球數及白血球數之檢查。 

 

一年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

狀之調查。 

(２)酗酒、精神、神經、肝臟及腎

臟疾病等既往病史之調查。 

(３)口腔鼻腔、皮膚、呼吸系統、

腸胃、腎臟、眼睛、神經系統

及精神之理學檢查。 

(４)胸部Ｘ光（大片）攝影檢查。 

(５)尿蛋白、尿潛血及尿沉渣鏡檢

之檢查。 

(６)血清丙胺酸轉胺酶(ALT)及加

瑪麩胺醯轉移酶(r-GT)之檢

查。 

(７)血球比容量値、血色素、紅血

球數及白血球數之檢查。 

(８)尿中汞檢查(限汞及其無機化

合物作業)。 

(９)血中汞檢查(限乙基汞化合物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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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一 高溫作業 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紀錄  

一、基本資料  

1.姓名：     2.性別：□男 □女   3.身分證字號(護照號碼)： 

4.出生日期__年__月__日   5.受僱日期__年__月__日  6.檢查日期__年__月__日 

 

二、作業經歷  

1.曾經從事，起始日期：年月，截止日期：年月，共年月  

2.目前從事，起始日期：年月，截止日期：年月，共年月  

 

三、檢查時期（原因）：□新進員工（受僱時）□變更特殊作業  

                     □定期檢查          □健康追蹤檢查  

 

四、既往病史  您是否曾患有下列慢性疾病：（請在適當項目前打勾）  

1.心臟血管：□高血壓  □缺血性心臟病  □心絞痛  □心肌梗塞  □無  

2.呼吸系統：□氣喘    □無  

3.內 分 泌：□糖尿病  □甲狀腺亢進    □無  

4.腎臟泌尿：□腎功能異常   □腎結石   □無  

5.生殖系統：□不孕  □無  

6.皮膚系統：□紅疹  □無  

7.免疫性疾病：□________   □無  

8.長期服用藥物：□利尿劑  □降血壓藥物  □鎮定劑  □抗痙攣劑   

□抗血液凝固劑  □抗膽鹼激素劑  □其他_____□無  

9.其他__________   

10.□以上皆無  

 

五、生活習慣  

1.請問您過去一個月內是否有吸菸？  

□從未吸菸  □偶爾吸(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吸，平均每天吸支，已吸菸年  

□已經戒菸，戒了年個月  

2.請問您最近六個月內是否有嚼食檳榔？ 

□從未嚼食檳榔  □偶爾嚼(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嚼，平均每天嚼__顆，已嚼年  

□已經戒食，戒了年個月  

3.請問您過去一個月內是否有喝酒？  

□從未喝酒       □偶爾喝(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喝，平均每週喝次，最常喝____酒，每次___瓶  

□已經戒酒，戒了年個月  

 

六、自覺症狀  您最近三個月是否常有下列症狀：（請在適當項目前打勾）  

1.心臟血管：□運動時胸悶、胸痛  

2.呼吸系統：□呼吸不順，喘不過氣來  

3.內 分 泌：□口乾  □多尿  □體重下降  □心悸  □手部顫抖  □其他_______  

4.腎臟泌尿：□水腫  □血尿  

5.皮膚系統：□紅疹  

6.其他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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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以上皆無  

填表說明 

一、 請受檢員工於勞工健檢前，填妥基本資料、作業經歷、檢查時期、既往病史、生活習慣及

自覺症狀六大項，再交由醫護人員作確認，以有效篩檢出疾病；若事業單位已提供受檢員

工基本資料及作業經歷電子檔給指定醫療機構，可不必請受檢員工重複填寫。 

二、 自覺症狀乙項，請受檢者依自身實際症狀勾選。  

 

==================【以下由醫護人員填寫】================== 

七、檢查項目  

1. 基本項目：身高公分；體重公斤；腰圍公分；血壓    /   mmHg； 

視力(矯正)：左右  辨色力測試：□正常 □辨色力異常  

2. 各系統或部位理學檢查：  

(1)心臟血管  

(2)呼吸系統  

(3)神經系統  

(4)肌肉骨骼  

(5)皮膚系統  

(6)睪丸（男性加作）  

3. 心電圖：_________  

4. 肺功能檢查（包括用力肺活量(FVC)、一秒最大呼氣量(FEV1.0)及 FEV1.0 /FVC）：  

5. 生化血液檢查：飯前血糖(sugar AC)______  血中尿素氮(BUN)______    

肌酸酐(creatinine)______  鈉______  鉀______  氯______  

6. 血液檢查：血色素 

7. 尿液檢查：尿蛋白  尿潛血 

 

八、健康追蹤檢查  

1.檢查日期___年___月___日  

2.檢查項目  

  (1)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_______ 

 (5)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作業環境資料：  

1.事業單位有無提供作業環境監測紀錄？  □有   □無  

2.健康管理為第三級管理以上，請註明影響判定結果之作業環境測定數據 

 

十、健康管理   

□第一級管理   

□第二級管理  

□第三級管理（應註明臨床診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級管理（應註明臨床診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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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應處理及注意事項（可複選）  

1.□檢查結果大致正常，請定期健康檢查。  

2.□檢查結果異常，宜在（期   限）內至醫療機構科，實施健康追蹤檢查。  

3.□檢查結果異常，不適宜從事______作業。  

4.□檢查結果異常，應在（期   限）內至聘有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之門診實施健康追蹤檢查。  

5.□檢查結果異常，應考量調整工作。（請說明原因：）  

6.其他：                                                 。 

 

健檢機構名稱、電話、地址：  

健檢醫師姓名(簽章)及證書字號：  

 

備註：  

1. 在職勞工年齡達本規則第十一條規定者，一般健康檢查項目依附表八規定增列辦理。  

2. 第九項作業環境資料請填寫事業單位提供之作業環境監測資料或描述現場作業環境概況。  

3. 依據本規則第十三條規定，屬於第二級管理以上者，應由醫師註明其不適宜從事之作業與

其他應處理及注意事項；屬於第三級管理或第四級管理者，應由醫師註明臨床診斷；第三

級管理以上者，應由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實施健康追蹤檢查，必要時應實施疑似工作相關

疾病之現場評估，且應依評估結果重新分級；屬於第四級管理者，經醫師評估現場仍有工

作危害因子之暴露者，應採取危害控制及相關管理措施。  

4. 健康管理級數之說明：  

（1） 第一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全部項目正常，或部分項目異常，而

經醫師綜合判定為無異常者。  

（2） 第二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綜合判

定為異常，而與工作無關者。  

（3） 第三級管理之定義：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

綜合判定為異常，而無法確定此異常與工作之相關性，應進一步請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

評估者。  

（4） 第四級管理之定義：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

綜合判定為異常，且與工作有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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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二 噪音作業 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紀錄  

一、基本資料  

1.姓名：                  2.性別：□男 □女   3.身分證字號(護照號碼)：   

4.出生日期__年__月__日    5.受僱日期__年__月__日  6.檢查日期__年__月__日  

 

二、作業經歷  

1.曾經從事，起始日期：年月，截止日期：年月，共年月  

2.目前從事，起始日期：年月，截止日期：年月，共年月  

3.為進一步瞭解您的作業經歷，請填答下列題目 

（體格檢查請填寫 3.1～3.2；定期健康檢查請填寫 3.2～3.3） 

3.1 你曾從事過以下工作嗎？  

□紡織  □開礦□造船 □重工業 □築路 □砲兵、射擊隊、航空地勤  

□必須大聲呼叫才能超過噪音量的其他工作 

 

3.1.1 如果從事上面的任何工作： 

(1)有聽力保護措施嗎？□有□無 

(2)有戴上聽力保護設備嗎？□有□無 

(3)什麼類型的保護設備？□耳罩□耳塞□二者都有 

 

3.1.2 如果從事上面的任何工作，其工作時數與噪音之存在時間： 

(1)平均一天工作時數：□10 小時  □8 小時 □6 小時 □4 小時  

(2)噪音存在時間：□所有工作時間 □一半時間 □偶而  

 

3.2 您 14 小時內曾至噪音區嗎？□有□無 

 

3.3 當你在噪音工作區，你戴聽力保護設備嗎？□有(請回答下二題)□無  

(1)若戴，是什麼類型的？ 耳罩  耳塞  二者都有  

(2)佩戴時間？ 全時間佩戴 一半時間佩戴  □都不戴  

 

三、檢查時期（原因）：□新進員工（受僱時）□變更特殊作業 

□定期檢查          □健康追蹤檢查  

四、既往病史  

 請勾選 

1.您是否曾去醫院請專家檢查耳朵或聽力？ □有□無 

2.您是否曾經： 

(1)暴露於爆炸狀況？ 

(2)暴露於巨大的聲音？ 

(3)耳朵直接受傷？ 

(4)經常性暴露於實際的槍響？ 

(5)暴露於經常性的大聲音樂？（熱門樂、平劇） 

 

□有□無 

□有□無 

□有□無 

□有□無 

□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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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你曾有過以下情況嗎？ 

(1)耳朵受傷 

(2)動過耳朵手術 

(3)耳部感染 

(4)耳鳴 

(5)鼓膜穿孔 

(6)因爆破引起耳痛 

(7)使用耳毒性藥物，如阿斯匹靈、鏈黴素 

(8)腦膜炎 

(9)結核病 

(10)腦震盪或昏迷 

 

□有□無 

□有□無 

□有□無 

□有□無 

□有□無 

□有□無 

□有□無 

□有□無 

□有□無 

□有□無 

4.您的家族是否有遺傳性聽力障礙的疾病史？ □有□無 

如果有，請詳細說明：  

 

五、生活習慣 

1.你有以下嗜好嗎？ 

□去迪斯可舞廳、卡啦 OK 或流行音樂會  □賽車（競賽或看） 

□在銅管樂隊、管弦樂隊或流行樂隊演出  □經常使用電動手工具，如電鋸、電鑽等 

□用機械進行庭園維護    □射擊□戴隨身聽或類似的設備聽音樂  

2. 請問您過去一個月內是否有吸菸？  

□從未吸菸  □偶爾吸(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吸，平均每天吸支，已吸菸年 

□已經戒菸，戒了年個月  

3.請問您最近六個月內是否有嚼食檳榔？ 

□從未嚼食檳榔  □偶爾嚼(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嚼，平均每天嚼__顆，已嚼年 

□已經戒食，戒了年個月  

4.請問您過去一個月內是否有喝酒？  

□從未喝酒       □偶爾喝(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喝，平均每週喝次，最常喝____酒，每次___瓶  

□已經戒酒，戒了年個月  

 

六、自覺症狀（體格檢查請填寫題號 1；定期健康檢查請填寫題號 2～4） 

1.您是否有下列症狀？ 

(1)聽力困難現象 

(2)耳鳴 

(3)眩暈 

如果有，您知道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嗎？ 

請詳細描述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無 

□有□無 

□有    □無  

 

 

2.上次你的聽力檢查後，你的聽力（自覺）是： □沒改變  □好轉  □更差 

3.自從上次聽力檢查後（去年至今），您是否：   

 (1)暴露於爆炸狀況？  □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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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暴露於巨大的聲響？  □有      □無  

(3)暴露於實際的槍響？  □有      □無  

(4)暴露於經常性大聲音樂如隨身聽、熱門音樂？ □有      □無  

(5)曾去醫院請專家檢查耳朵或聽力？  □有      □無  

(6)至噪音區工作時大多會使用耳塞或耳罩？  □有      □無  

4. 上次聽力檢查後，你有過以下情況嗎？   

(1)耳朵受傷  □有      □無  

(2)耳朵手術  □有      □無  

(3)耳朵流膿或液狀分泌物/耳部感染  □有      □無  

(4)耳鳴  □有      □無  

(5)鼓膜穿孔  □有      □無  

(6)因爆破引起耳痛  □有      □無  

(7)使用耳毒性藥物  □有      □無  

(8)腦膜炎  □有      □無  

(9)結核病  □有      □無  

(10)腦震盪或昏迷  □有      □無  

 

填表說明 

一、請受檢員工於勞工健檢前，填妥基本資料、作業經歷、檢查時期、既往病史、生活習慣及

自覺症狀六大項，再交由醫護人員作確認，以有效篩檢出疾病；若事業單位已提供受檢員

工基本資料及作業經歷電子檔給指定醫療機構，可不必請受檢員工重複填寫。 

二、自覺症狀乙項，請受檢者依自身實際症狀勾選。 

 

==================【以下由醫護人員填寫】=================== 

七、檢查項目  

1.基本項目：身高公分；體重公斤；腰圍公分；血壓   /   mmHg 

視力(矯正)：左右；辨色力測試：□正常 □辨色力異常 

2.聽力檢查：  

(測試頻率至少為五百、一千、二千、三千、四千、六千、八千赫之純音，並建立聽力圖及

註明施測時各音頻之背景噪音測定值)  

3.各系統或部位理學檢查：  

(1)耳道  

 

八、健康追蹤檢查  

1.檢查日期___年___月___日  

2.檢查項目  

  (1)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_______ 

  (5)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作業環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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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事業單位有無提供作業環境監測紀錄？  □有   □無  

2.健康管理為第三級管理以上，請註明影響判定結果之作業環境測定數據 

 

十、健康管理   

□第一級管理 

□第二級管理  

□第三級管理（應註明臨床診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級管理（應註明臨床診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應處理及注意事項（可複選）  

1.□檢查結果大致正常，請定期健康檢查。  

2.□檢查結果異常，宜在（期   限）內至醫療機構科，實施健康追蹤檢查。  

3.□檢查結果異常，不適宜從事______作業。  

4.□檢查結果異常，應在（期   限）內至聘有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之門診實施健康追蹤檢查。  

5.□檢查結果異常，應考量調整工作。（請說明原因：） 

6.其他：                                                    。 

 

健檢機構名稱、電話、地址：  

健檢醫師姓名(簽章)及證書字號：  

 

備註：  

1. 在職勞工年齡達本規則第十一條規定者，一般健康檢查項目依附表八規定增列辦理。  

2. 第九項作業環境資料請填寫事業單位提供之作業環境監測資料或描述現場作業環境概況。  

3. 依據本規則第十三條規定，屬於第二級管理以上者，應由醫師註明其不適宜從事之作業與其

他應處理及注意事項；屬於第三級管理或第四級管理者，應由醫師註明臨床診斷；第三級管

理以上者，應由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實施健康追蹤檢查，必要時應實施疑似工作相關疾病之

現場評估，且應依評估結果重新分級；屬於第四級管理者，經醫師評估現場仍有工作危害因

子之暴露者，應採取危害控制及相關管理措施。  

4. 健康管理級數之說明：  

（1） 第一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全部項目正常，或部分項目異常，而

經醫師綜合判定為無異常者。  

（2） 第二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綜合判

定為異常，而與工作無關者。  

（3） 第三級管理之定義：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

綜合判定為異常，而無法確定此異常與工作之相關性，應進一步請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

評估者。  

（4） 第四級管理之定義：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 

常，經醫師綜合判定為異常，且與工作有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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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三 游離輻射作業 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紀錄  

一、基本資料  

1.姓名：              2.性別：□男 □女  3.身分證字號(護照號碼)：   

4.出生日期__年__月__日   5.受僱日期__年__月__日 6.檢查日期__年__月__日  

 

二、作業經歷  

1.曾經從事，起始日期：年月，截止日期：年月，共年月  

2.目前從事，起始日期：年月，截止日期：年月，共年月  

 

三、檢查時期（原因）：□新進員工（受僱時）□變更特殊作業 

□定期檢查         □健康追蹤檢查  

四、既往病史  您是否曾患有下列慢性疾病：（請在適當項目前打勾）  

1.甲狀腺疾病：□甲狀腺結節、腫瘤 □甲狀腺功能異常(亢進或低下) □無  

2.血液疾病：□缺鐵性貧血 □海洋性貧血 □其他 □無  

3.肝臟疾病：□B 型肝炎 □C 型肝炎 □脂肪肝 □酒精性肝炎□藥物性肝炎□無  

4.其他：□生殖系統疾病(不孕、女性月經異常) □眼疾(白內障) □皮膚病 

□高血壓 □糖尿病 □慢性腎臟病 □心臟病 □呼吸疾病 □腸胃疾病 

□其他______  

5.□以上皆無  

 

五、生活習慣  

1.請問您過去一個月內是否有吸菸？  

□從未吸菸 □偶爾吸(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吸，平均每天吸支，已吸菸年   

□已經戒菸，戒了年個月  

2.請問您最近六個月內是否有嚼食檳榔？  

□從未嚼食檳榔  □偶爾嚼(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嚼，平均每天嚼__顆，已嚼年  

□已經戒食，戒了年個月  

3.請問您過去一個月內是否有喝酒？  

□從未喝酒       □偶爾喝(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喝，平均每週喝次，最常喝____酒，每次___瓶  

□已經戒酒，戒了年個月  

 

六、自覺症狀  您最近三個月是否常有下列症狀：（請在適當項目前打勾）  

1.甲狀腺疾病：□體重增加或減輕 3 公斤以上  □心悸  □便秘或腹瀉  

2.血液疾病： □倦怠   □頭暈  

3.呼吸系統： □咳嗽   □胸痛   □呼吸困難  

4.其他：□視力模糊 □噁心 □嘔吐 □皮膚紅斑 □女性月經異常 □其他_______  

5.□以上皆無 

填表說明 

一、請受檢員工於勞工健檢前，填妥基本資料、作業經歷、檢查時期、既往病史、生活習慣

及自覺症狀六大項，再交由醫護人員作確認，以有效篩檢出疾病；若事業單位已提供受

檢員工基本資料及作業經歷電子檔給指定醫療機構，可不必請受檢員工重複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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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覺症狀乙項，請受檢者依自身實際症狀勾選。 

===================【以下由醫護人員填寫】====================  

七、檢查項目  

1. 基本項目：身高公分；體重公斤；腰圍公分；血壓   /   mmHg  

視力(矯正)：左右；辨色力測試：□正常□辨色力異常  

2. 各系統或部位理學檢查：  

(1)頭、頸部【眼睛（含白內障）、甲狀腺結節、腫瘤、淋巴結】  

(2)心臟  

(3)肺臟  

(4)神經系統 (5)消化系統  

(6)泌尿系統  

(7)骨骼、關節、肌肉  

(8)皮膚（紅斑）  

3. 心智及精神狀況 

4. 胸部 X 光：_________ 

5. 肺功能檢查（包括用力肺活量(FVC)、一秒最大呼氣量(FEV1.0)）  

6. 甲狀腺功能檢查：T3_____、T4_____、TSH______ 

7. 生化血液檢查：血清丙胺酸轉胺酶(ALT)_______  肌酸酐(creatinine)______ 

8. 血液檢查：紅血球數________   血色素    血球比容值_______ 

白血球數________   白血球分類_________  血小板數_________ 

9. 尿液檢查：尿糖  尿蛋白  尿潛血 尿沉渣鏡檢(細胞學診斷) 

 

八、健康追蹤檢查  

1.檢查日期___年___月___日  

2.檢查項目 

 (1)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_______ 

 (5)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作業環境資料：  

1.事業單位有無提供作業環境監測紀錄？  □有   □無  

2.健康管理為第三級管理以上，請註明影響判定結果之作業環境測定數據 

 

十、健康管理  

□第一級管理   

□第二級管理  

□第三級管理（應註明臨床診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級管理（應註明臨床診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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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應處理及注意事項（可複選）  

1.□檢查結果大致正常，請定期健康檢查。  

2.□檢查結果異常，宜在（期   限）內至醫療機構科，實施健康追蹤檢查。  

3.□檢查結果異常，不適宜從事______作業。  

4.□檢查結果異常，應在（期   限）內至聘有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之門診實施健康追蹤檢查。  

5.□檢查結果異常，應考量調整工作。（請說明原因：）  

6.其他：                                                   。 

 

健檢機構名稱、電話、地址：  

健檢醫師姓名(簽章)及證書字號：  

 

備註：  

1. 在職勞工年齡達本規則第十一條規定者，一般健康檢查項目依附表八規定增列辦理。  

2. 第九項作業環境資料請填寫事業單位提供之作業環境監測資料或描述現場作業環境概況。  

3. 依據本規則第十三條規定，屬於第二級管理以上者，應由醫師註明其不適宜從事之作業與其

他應處理及注意事項；屬於第三級管理或第四級管理者，應由醫師註明臨床診斷；第三級管

理以上者，應由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實施健康追蹤檢查，必要時應實施疑似工作相關疾病之

現場評估，且應依評估結果重新分級；屬於第四級管理者，經醫師評估現場仍有工作危害因

子之暴露者，應採取危害控制及相關管理措施。  

4. 健康管理級數之說明：  

（1） 第一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全部項目正常，或部分項目異常，而

經醫師綜合判定為無異常者。  

（2） 第二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綜合判

定為異常，而與工作無關者。  

（3） 第三級管理之定義：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

綜合判定為異常，而無法確定此異常與工作之相關性，應進一步請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

評估者。  

（4） 第四級管理之定義：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

綜合判定為異常，且與工作有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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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四 異常氣壓作業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紀錄 

一、基本資料  

1.姓名：     2.性別：□男 □女  3.身分證字號(護照號碼)：   

4.出生日期__年__月__日 5.受僱日期__年__月__日 6.檢查日期__年__月__日  

 

二、作業經歷  

1.曾經從事，起始日期：年月，截止日期：年月，共年月  

2.目前從事，起始日期：年月，截止日期：年月，共年月  

 

三、檢查時期（原因）：□新進員工（受僱時）□變更特殊作業    

□定期檢查         □健康追蹤檢查  

 

四、既往病史  您是否曾患有下列慢性疾病：（請在適當項目前打勾）  

1.心臟血管：□高血壓  □心臟病  □中風    □無  

2.神經精神：□偏頭痛  □癲癇    □精神病  □無  

3.呼吸系統：□自發性氣胸    □氣喘   □無  

4.手術：□開胸手術  □耳部手術  □肱骨或股骨骨折，其他骨折______  □無  

5.長期服用藥物：□類固醇藥物   □酒癮  □毒癮  □其他___  □無  

6.其他：□胰臟炎  □糖尿病  □________  

7.□以上皆無  

 

五、生活習慣  

1.請問您過去一個月內是否有吸菸？  

□從未吸菸  □偶爾吸(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吸，平均每天吸支，已吸菸年  

□已經戒菸，戒了年個月  

2.請問您最近六個月內是否有嚼食檳榔？ 

□從未嚼食檳榔  □偶爾嚼(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嚼，平均每天嚼__顆，已嚼年  

□已經戒食，戒了年個月  

3.請問您過去一個月內是否有喝酒？  

□從未喝酒       □偶爾喝(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喝，平均每週喝次，最常喝____酒，每次___瓶  

□已經戒酒，戒了年個月  

 

六、自覺症狀  您最近三個月是否常有下列症狀：（請在適當項目前打勾）  

1.心臟血管：□心悸   □胸悶  

2.神經系統：□倦怠   □頭痛  □頭暈  □記憶力變差  □耳鳴    

□手腳麻痛  □手腳肌肉無力  □步態異常 

3.呼吸系統：□咳嗽   □胸痛  □呼吸困難  

4.肌肉關節：□肌肉酸痛       □關節痛  

5.皮膚系統：□皮膚癢 □皮膚紅疹  

6.其他________  

7.□以上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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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說明 

一、 請受檢員工於勞工健檢前，填妥基本資料、作業經歷、檢查時期、既往病史、生活習慣

及自覺症狀六大項，再交由醫護人員作確認，以有效篩檢出疾病；若事業單位已提供受

檢員工基本資料及作業經歷電子檔給指定醫療機構，可不必請受檢員工重複填寫。  

二、 自覺症狀乙項，請受檢者依自身實際症狀勾選。  

===============【以下由醫護人員填寫】=============== 

七、檢查項目  

1. 基本項目：身高公分；體重公斤；腰圍公分；血壓：  / mmHg  

視力(矯正)：左右；辨色力測試：□正常   □辨色力異常  

2. 各系統或部位理學檢查：  

(1)耳道  

(2)心臟血管  

(3)呼吸系統  

(4)神經系統  

(5)骨骼、關節  

(6)皮膚（紅疹）  

(7)精神狀態  

3. 胸部 X 光：_________  

4. 肺功能檢查（包括用力肺活量(FVC)、一秒最大呼氣量(FEV1.0)及 FEV1.0 /FVC）  

5. 40 歲以上或懷疑有心臟疾病者：心電圖 

6. 抗壓力檢查  

7. 耐氧試驗  

8. 從事異常氣壓作業經驗達 5 年，且肩、髖關節有問題者：關節部之長骨Ｘ光檢查 

___________  

 

八、健康追蹤檢查  

1.檢查日期___年___月___日  

2.檢查項目  

  (1)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作業環境資料：  

1.事業單位有無提供作業環境監測紀錄？  □有   □無  

2.健康管理為第三級管理以上，請註明影響判定結果之作業環境測定數據 

 

十、健康管理   

□第一級管理   

□第二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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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級管理（應註明臨床診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級管理（應註明臨床診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應處理及注意事項（可複選）  

1.□檢查結果大致正常，請定期健康檢查。  

2.□檢查結果異常，宜在（期   限）內至醫療機構科，實施健康追蹤檢查。  

3.□檢查結果異常，不適宜從事______作業。  

4.□檢查結果異常，應在（期   限）內至聘有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之門診實施健康追蹤檢查。  

5.□檢查結果異常，應考量調整工作。（請說明原因：）  

6.其他：                                             。 

 

健檢機構名稱、電話、地址：  

健檢醫師姓名(簽章)及證書字號：  

 

備註：  

1. 抗壓力檢查、耐氧試驗為特殊體格檢查項目，特殊健康檢查時不需列入。  

2. 關節 X 光檢查為特殊健康檢查項目，特殊體格檢查時不需列入。  

3. 在職勞工年齡達本規則第十一條規定者，一般健康檢查項目依附表八規定增列辦理。  

4. 第九項作業環境資料請填寫事業單位提供之作業環境監測資料或描述現場作業環境概況。  

5. 依據本規則第十三條規定，屬於第二級管理以上者，應由醫師註明其不適宜從事之作業與

其他應處理及注意事項；屬於第三級管理或第四級管理者，應由醫師註明臨床診斷；第三

級管理以上者，應由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實施健康追蹤檢查，必要時應實施疑似工作相關

疾病之現場評估，且應依評估結果重新分級；屬於第四級管理者，經醫師評估現場仍有工

作危害因子之暴露者，應採取危害控制及相關管理措施。  

6. 健康管理級數之說明：  

（1） 第一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全部項目正常，或部分項目異常，而

經醫師綜合判定為無異常者。  

（2） 第二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綜合判

定為異常，而與工作無關者。  

（3） 第三級管理之定義：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

綜合判定為異常，而無法確定此異常與工作之相關性，應進一步請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

評估者。  

（4） 第四級管理之定義：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

綜合判定為異常，且與工作有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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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五 鉛作業 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紀錄  

一、基本資料  

1.姓名：      2.性別：□男 □女   3.身分證字號(護照號碼)： 

4.出生日期__年__月__日  5.受僱日期__年__月__日  6.檢查日期__年__月__日  

 

二、作業經歷  

1.曾經從事，起始日期：年月，截止日期：年月，共年月  

2.目前從事，起始日期：年月，截止日期：年月，共年月  

 

三、檢查時期（原因）：□新進員工（受僱時）□變更特殊作業    

□定期檢查         □健康追蹤檢查  

 

四、既往病史  您是否曾患有下列慢性疾病：（請在適當項目前打勾）  

1.心臟血管：□缺血性心臟病□心絞痛□心肌梗塞□貧血 □高血壓 □無  

2.神經系統：□手部運動神經病變 □腳踝以下運動神經病變 □無  

3.消化系統：□逆流性食道炎 □消化性潰瘍、胃炎  □間歇性腹痛 □無  

4.生殖系統：男□不孕 □性功能障礙 □無  

女□不孕 □流產 □早產 □胎兒神經系統或發育問題 □無  

5.其他：□糖尿病 □腎臟疾病 □________  

6.□以上皆無  

 

五、生活習慣  

1.請問您過去一個月內是否有吸菸？  

□從未吸菸  □偶爾吸(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吸，平均每天吸支，已吸菸年   

□已經戒菸，戒了年個月  

2.請問您最近六個月內是否有嚼食檳榔？ □從未嚼食檳榔  □偶爾嚼(不是天天)  □(幾乎)每

天嚼，平均每天嚼__顆，已嚼年  

□已經戒食，戒了年個月  

3.請問您過去一個月內是否有喝酒？  

□從未喝酒       □偶爾喝(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喝，平均每週喝次，最常喝____酒，每次___瓶  

□已經戒酒，戒了年個月  

 

六、自覺症狀  您最近三個月是否常有下列症狀：（請在適當項目前打勾）  

1.心臟血管：□運動時胸悶、胸痛□頭暈(尤其是久站或坐、蹲姿勢改為站立時)   

2.神經系統：□手腕以下肌肉無力，扣鈕釦感覺吃力 

□腳踝以下肌肉無力，穿拖鞋容易掉落 

3.腎臟泌尿：□尿量減少 □水腫  

4.消化系統：□腹痛  □便秘  □腹瀉  □噁心  □嘔吐  □食慾不振  

5.生殖系統：男□性功能障礙    女□經期不規則  

6.其他_________  

7.□以上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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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說明 

一、 請受檢員工於勞工健檢前，填妥基本資料、作業經歷、檢查時期、既往病史、生活習慣

及自覺症狀六大項，再交由醫護人員作確認，以有效篩檢出疾病；若事業單位已提供受

檢員工基本資料及作業經歷電子檔給指定醫療機構，可不必請受檢員工重複填寫。  

二、 自覺症狀乙項，請受檢者依自身實際症狀勾選。  

 

===================【以下由醫護人員填寫】==================== 

七、檢查項目  

1. 基本項目：身高公分；體重公斤；腰圍公分；血壓   /   mmHg  

視力(矯正)：左右；辨色力測試：□正常□辨色力異常  

2. 各系統或部位理學檢查：  

(1)齒齦鉛線  

(2)血液系統（貧血）  

(3)消化系統  

(4)神經系統  

(5)腎臟系統  

3. 血中鉛檢查___________  

4. 血液檢查：紅血球數________   血色素   血球比容值_______   

5. 尿液檢查：尿蛋白  尿潛血 

 

八、健康追蹤檢查  

1.檢查日期___年___月___日  

2.檢查項目  

  (1)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_______  

  (5)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作業環境資料：  

1.事業單位有無提供作業環境監測紀錄？  □有   □無  

2.健康管理為第三級管理以上，請註明影響判定結果之作業環境測定數據 

 

十、健康管理   

□第一級管理   

□第二級管理  

□第三級管理（應註明臨床診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級管理（應註明臨床診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應處理及注意事項（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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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檢查結果大致正常，請定期健康檢查。  

2.□檢查結果異常，宜在（期   限）內至醫療機構科，實施健康追蹤檢查。  

3.□檢查結果異常，不適宜從事______作業。  

4.□檢查結果異常，應在（期   限）內至聘有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之門診實施健康追蹤檢查。  

5.檢查結果異常，應考量調整工作。（請說明原因：）  

6.其他：                                                     。 

 

健檢機構名稱、電話、地址：  

健檢醫師姓名(簽章)及證書字號：  

 

備註：  

1. 在職勞工年齡達本規則第十一條規定者，一般健康檢查項目依附表八規定增列辦理。  

2. 第九項作業環境資料請填寫事業單位提供之作業環境監測資料或描述現場作業環境概況。  

3. 依據本規則第十三條規定，屬於第二級管理以上者，應由醫師註明其不適宜從事之作業與

其他應處理及注意事項；屬於第三級管理或第四級管理者，應由醫師註明臨床診斷；第三

級管理以上者，應由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實施健康追蹤檢查，必要時應實施疑似工作相關

疾病之現場評估，且應依評估結果重新分級；屬於第四級管理者，經醫師評估現場仍有工

作危害因子之暴露者，應採取危害控制及相關管理措施。  

4. 健康管理級數之說明：  

（1） 第一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全部項目正常，或部分項目異常，而

經醫師綜合判定為無異常者。  

（2） 第二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綜合判

定為異常，而與工作無關者。  

（3） 第三級管理之定義：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

綜合判定為異常，而無法確定此異常與工作之相關性，應進一步請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

評估者。  

（4） 第四級管理之定義：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

綜合判定為異常，且與工作有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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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六 四烷基鉛作業 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紀錄  

一、基本資料  

1.姓名：     2.性別：□男 □女  3.身分證字號(護照號碼)：   

4.出生日期__年__月__日   5.受僱日期__年__月__日 6.檢查日期__年__月__日  

 

二、作業經歷  

1.曾經從事，起始日期：年月，截止日期：年月，共年月  

2.目前從事，起始日期：年月，截止日期：年月，共年月  

 

三、檢查時期（原因）：□新進員工（受僱時）□變更特殊作業 

□定期檢查         □健康追蹤檢查 

 

四、既往病史  您是否曾患有下列慢性疾病：（請在適當項目前打勾）  

1.心臟血管：□缺血性心臟病  □中風  □高血壓  □無  

2.神經精神：□精神疾病 □腦病變(中樞神經疾病) □周圍神經病變□無  

3.其    他：□糖尿病   □腎臟疾病   □________  

4.□以上皆無  

 

五、生活習慣  

1.請問您過去一個月內是否有吸菸？ 

□從未吸菸  □偶爾吸(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吸，平均每天吸支，已吸菸年   

□已經戒菸，戒了年個月  

2.請問您最近六個月內是否有嚼食檳榔？ 

□從未嚼食檳榔  □偶爾嚼(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嚼，平均每天嚼__顆，已嚼年  

□已經戒食，戒了年個月  

3.請問您過去一個月內是否有喝酒？ 

□從未喝酒       □偶爾喝(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喝，平均每週喝次，最常喝____酒，每次___瓶           

□已經戒酒，戒了年個月  

 

六、自覺症狀  您最近三個月是否常有下列症狀：（請在適當項目前打勾）        

1.心臟血管：□心悸 □胸痛  

2.神經精神：□頭痛 □記憶力變差 □失眠 □情緒不穩 □感覺異常 □手腳肌肉無力  

3.皮膚系統：□暴露部位皮膚發炎  

4.其    他：□倦怠□食慾不振□噁心□嘔吐□腹痛 □水腫 □_____  

5.□以上皆無   

 

填表說明 

一、 請受檢員工於勞工健檢前，填妥基本資料、作業經歷、檢查時期、既往病史、生活習慣

及自覺症狀六大項，再交由醫護人員作確認，以有效篩檢出疾病；若事業單位已提供受

檢員工基本資料及作業經歷電子檔給指定醫療機構，可不必請受檢員工重複填寫。  

二、 自覺症狀乙項，請受檢者依自身實際症狀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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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由醫護人員填寫】==================== 

七、檢查項目  

1. 基本項目：身高公分；體重公斤；腰圍公分；血壓   /  mmHg 

視力(矯正)：左右；辨色力測試：□正常□辨色力異常  

2. 各系統或部位理學檢查：  

(1) 心臟血管  

(2) 神經系統  

(3) 皮膚 

(4) 精神狀態  

3.尿液檢查：尿蛋白  尿潛血 

4.尿中鉛檢查：_________  

 

八、健康追蹤檢查  

1.檢查日期___年___月___日  

2.檢查項目  

 (1)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_______    

(5)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作業環境資料：  

1.事業單位有無提供作業環境監測紀錄？  □有   □無  

2.健康管理為第三級管理以上，請註明影響判定結果之作業環境測定數據 

 

十、健康管理   

□第一級管理   

□第二級管理  

□第三級管理（應註明臨床診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級管理（應註明臨床診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應處理及注意事項（可複選）  

1.□檢查結果大致正常，請定期健康檢查。  

2.□檢查結果異常，宜在（期   限）內至醫療機構科，實施健康追蹤檢查。  

3.□檢查結果異常，不適宜從事______作業。  

4.□檢查結果異常，應在（期   限）內至聘有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之門診實施健康追蹤檢查。  

5.□檢查結果異常，應考量調整工作。（請說明原因：）  

6.其他：                                                    。 

 

健檢機構名稱、電話、地址： 

健檢醫師姓名(簽章)及證書字號：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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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尿中鉛檢查為特殊健康檢查項目，特殊體格檢查時不需列入。  

2. 在職勞工年齡達本規則第十一條規定者，一般健康檢查項目依附表八規定增列辦理。  

3. 第九項作業環境資料請填寫事業單位提供之作業環境監測資料或描述現場作業環境概

況。  

4. 依據本規則第十三條規定，屬於第二級管理以上者，應由醫師註明其不適宜從事之作業與

其他應處理及注意事項；屬於第三級管理或第四級管理者，應由醫師註明臨床診斷；第三

級管理以上者，應由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實施健康追蹤檢查，必要時應實施疑似工作相關

疾病之現場評估，且應依評估結果重新分級；屬於第四級管理者，經醫師評估現場仍有工

作危害因子之暴露者，應採取危害控制及相關管理措施。  

5. 健康管理級數之說明：  

（1） 第一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全部項目正常，或部分項目異常，而

經醫師綜合判定為無異常者。  

（2） 第二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綜合判

定為異常，而與工作無關者。  

（3） 第三級管理之定義：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

綜合判定為異常，而無法確定此異常與工作之相關性，應進一步請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

評估者。  

（4） 第四級管理之定義：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

綜合判定為異常，且與工作有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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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七 1,1,2,2-四氯乙烷作業 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紀錄  

一、基本資料  

1.姓名：     2.性別：□男 □女  3.身分證字號(護照號碼)：   

4.出生日期__年__月__日   5.受僱日期__年__月__日 6.檢查日期__年__月__日  

 

二、作業經歷  

1.曾經從事，起始日期：年月，截止日期：年月，共年月  

2.目前從事，起始日期：年月，截止日期：年月，共年月  

 

三、檢查時期（原因）：□新進員工（受僱時）□變更特殊作業   

□定期檢查          □健康追蹤檢查  

 

四、既往病史  您是否曾患有下列慢性疾病：（請在適當項目前打勾）  

1.神經系統：□周圍神經病變 □無  

2.肝臟疾病：□B 型肝炎□C 型肝炎□脂肪肝□酒精性肝炎□藥物性肝炎□無  

3.皮膚系統：□刺激性皮膚炎 □過敏性皮膚炎  □化學性灼傷 □無  

4.其    他：□高血壓□心臟病□糖尿病□腎臟疾病□呼吸系統疾病□____  

5.□以上皆無  

 

五、生活習慣  

1.請問您過去一個月內是否有吸菸？  

□從未吸菸  □偶爾吸(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吸，平均每天吸支，已吸菸年  

□已經戒菸，戒了年個月  

2.請問您最近六個月內是否有嚼食檳榔？ 

□從未嚼食檳榔   □偶爾嚼(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嚼，平均每天嚼__顆，已嚼__年 

□已經戒食，戒了年個月 

3.請問您過去一個月內是否有喝酒？  

□從未喝酒       □偶爾喝(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喝，平均每週喝次，最常喝____酒，每次___瓶  

□已經戒酒，戒了年個月 

 

六、自覺症狀  您最近三個月是否常有下列症狀：（請在適當項目前打勾）  

1.神經系統：□頭暈□頭痛□記憶力變差□手腳肌肉無力、酸麻□顏面神經異常  

2.腎臟疾病：□尿量減少 □眼瞼、下肢水腫  

3.消化系統：□食慾不振 □噁心  □倦怠 □腹痛 □體重下降 3 公斤以上  

4.皮膚系統：□暴露部位皮膚發炎(紅腫、水泡、乾燥、脫皮)  

5.其    他：□眼睛、喉嚨刺激感 □胸悶 □咳嗽 □呼吸困難 □________  

6.□以上皆無   

 

填表說明 

一、 請受檢員工於勞工健檢前，填妥基本資料、作業經歷、檢查時期、既往病史、生活習慣

及自覺症狀六大項，再交由醫護人員作確認，以有效篩檢出疾病；若事業單位已提供受

檢員工基本資料及作業經歷電子檔給指定醫療機構，可不必請受檢員工重複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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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覺症狀乙項，請受檢者依自身實際症狀勾選。  

===================【以下由醫護人員填寫】==================== 

七、檢查項目  

1. 基本項目：身高公分；體重公斤；腰圍公分；血壓    /   mmHg  

視力(矯正)：左右；辨色力測試：□正常□辨色力異常  

2. 各系統或部位理學檢查：  

(1)神經系統  

(2)肝膽系統  

(3)腎臟系統  

(4)皮膚  

3. 生化血液檢查：血清丙胺酸轉胺酶(ALT)_______ 加瑪麩胺醯轉移酶(r-GT)______  

4. 尿液檢查：尿蛋白  尿潛血 

 

八、健康追蹤檢查  

1.檢查日期___年___月___日  

2.檢查項目  

  (1)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_______  

  (5)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作業環境資料  

1.事業單位有無提供作業環境監測紀錄？  □有   □無  

2.健康管理為第三級管理以上，請註明影響判定結果之作業環境測定數據 

 

十、健康管理   

□第一級管理   

□第二級管理  

□第三級管理（應註明臨床診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級管理（應註明臨床診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應處理及注意事項（可複選）  

1.□檢查結果大致正常，請定期健康檢查。  

2.□檢查結果異常，宜在（期   限）內至醫療機構科，實施健康追蹤檢查。  

3.□檢查結果異常，不適宜從事______作業。  

4.□檢查結果異常，應在（期   限）內至聘有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之門診實施健康追蹤檢查。  

5.□檢查結果異常，應考量調整工作。（請說明原因：）  

6.其他：                                                   。 

 

健檢機構名稱、電話、地址：  

健檢醫師姓名(簽章)及證書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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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在職勞工年齡達本規則第十一條規定者，一般健康檢查項目依附表八規定增列辦理。  

2. 第九項作業環境資料請填寫事業單位提供之作業環境監測資料或描述現場作業環境概況。  

3. 依據本規則第十三條規定，屬於第二級管理以上者，應由醫師註明其不適宜從事之作業與

其他應處理及注意事項；屬於第三級管理或第四級管理者，應由醫師註明臨床診斷；第三

級管理以上者，應由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實施健康追蹤檢查，必要時應實施疑似工作相關

疾病之現場評估，且應依評估結果重新分級；屬於第四級管理者，經醫師評估現場仍有工

作危害因子之暴露者，應採取危害控制及相關管理措施。  

4. 健康管理級數之說明：  

（1） 第一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全部項目正常，或部分項目異常，而

經醫師綜合判定為無異常者。  

（2） 第二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綜合判

定為異常，而與工作無關者。  

（3） 第三級管理之定義：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

綜合判定為異常，而無法確定此異常與工作之相關性，應進一步請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

評估者。  

（4） 第四級管理之定義：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

綜合判定為異常，且與工作有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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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八 四氯化碳作業 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紀錄  

一、基本資料  

1.姓名：     2.性別：□男 □女  3.身分證字號(護照號碼)：   

4.出生日期__年__月__日   5.受僱日期__年__月__日 6.檢查日期__年__月__日  

 

二、作業經歷  

1.曾經從事，起始日期：年月，截止日期：年月，共年月  

2.目前從事，起始日期：年月，截止日期：年月，共年月  

 

三、檢查時期（原因）：□新進員工（受僱時）□變更特殊作業   

 □定期檢查          □健康追蹤檢查  

 

四、既往病史 您是否曾患有下列慢性疾病：（請在適當項目前打勾）  

1.神經系統：□周圍神經病變 □無  

2.肝臟疾病：□B 型肝炎□C 型肝炎□脂肪肝□酒精性肝炎□藥物性肝炎□無  

3.皮膚系統：□刺激性皮膚炎 □過敏性皮膚炎  □化學性灼傷 □無  

4.其    他：□高血壓□心臟病□糖尿病□腎臟疾病□呼吸系統疾病□____  

5.□以上皆無  

 

五、生活習慣  

1.請問您過去一個月內是否有吸菸？  

□從未吸菸  □偶爾吸(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吸，平均每天吸支，已吸菸年  

□已經戒菸，戒了年個月  

2.請問您最近六個月內是否有嚼食檳榔？ 

□從未嚼食檳榔  □偶爾嚼(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嚼，平均每天嚼__顆，已嚼年 

□已經戒食，戒了年個月  

3.請問您過去一個月內是否有喝酒？   

□從未喝酒       □偶爾喝(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喝，平均每週喝次，最常喝____酒，每次___瓶    

□已經戒酒，戒了年個月  

 

六、自覺症狀  您最近三個月是否常有下列症狀：（請在適當項目前打勾）  

1.神經系統：□頭暈□頭痛□記憶力變差□手腳肌肉無力、酸麻□顏面神經異常  

2.腎臟疾病：□尿量減少 □眼瞼、下肢水腫  

3.消化系統：□食慾不振 □噁心  □倦怠 □腹痛 □體重下降 3 公斤以上  

4.皮膚系統：□暴露部位皮膚發炎(紅腫、水泡、乾燥、脫皮)  

5.其    他：□眼睛、喉嚨刺激感 □胸悶 □咳嗽 □呼吸困難 □________  

6.□以上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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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說明 

一、 請受檢員工於勞工健檢前，填妥基本資料、作業經歷、檢查時期、既往病史、生活習慣

及自覺症狀六大項，再交由醫護人員作確認，以有效篩檢出疾病；若事業單位已提供受

檢員工基本資料及作業經歷電子檔給指定醫療機構，可不必請受檢員工重複填寫。  

二、 自覺症狀乙項，請受檢者依自身實際症狀勾選。  

 

===================【以下由醫護人員填寫】==================== 

七、檢查項目  

1. 基本項目：身高公分；體重公斤；腰圍公分；血壓   /   mmHg  

視力(矯正)：左右；辨色力測試：□正常□辨色力異常  

2. 生化血液檢查：血清丙胺酸轉胺酶(ALT)_______ ；加瑪麩胺醯轉移酶(r-GT)______  

3. 尿液檢查：尿蛋白  尿潛血 

4. 各系統或部位理學檢查：  

(1)腎臟系統  

(2)肝膽系統  

(3)皮膚  

 

八、健康追蹤檢查  

1.檢查日期___年___月___日  

2.檢查項目  

  (1)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_______  

  (5)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作業環境資料  

1.事業單位有無提供作業環境監測紀錄？  □有   □無  

2.健康管理為第三級管理以上，請註明影響判定結果之作業環境測定數據 

 

十、健康管理   

□第一級管理   

□第二級管理  

□第三級管理（應註明臨床診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級管理（應註明臨床診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應處理及注意事項（可複選）  

1.□檢查結果大致正常，請定期健康檢查。  

2.□檢查結果異常，宜在（期   限）內至醫療機構科，實施健康追蹤檢查。  

3.□檢查結果異常，不適宜從事______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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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檢查結果異常，應在（期   限）內至聘有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之門診實施健康追蹤檢查。  

5.□檢查結果異常，應考量調整工作。（請說明原因：）  

6.其他：                                                   。 

 

健檢機構名稱、電話、地址： 

健檢醫師姓名(簽章)及證書字號： 

 

備註：  

1. 在職勞工年齡達本規則第十一條規定者，一般健康檢查項目依附表八規定增列辦理。  

2. 第九項作業環境資料請填寫事業單位提供之作業環境監測資料或描述現場作業環境概況。  

3. 依據本規則第十三條規定，屬於第二級管理以上者，應由醫師註明其不適宜從事之作業與

其他應處理及注意事項；屬於第三級管理或第四級管理者，應由醫師註明臨床診斷；第三

級管理以上者，應由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實施健康追蹤檢查，必要時應實施疑似工作相關

疾病之現場評估，且應依評估結果重新分級；屬於第四級管理者，經醫師評估現場仍有工

作危害因子之暴露者，應採取危害控制及相關管理措施。  

4. 健康管理級數之說明：  

（1） 第一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全部項目正常，或部分項目異常，而

經醫師綜合判定為無異常者。  

（2） 第二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綜合判

定為異常，而與工作無關者。  

（3） 第三級管理之定義：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

綜合判定為異常，而無法確定此異常與工作之相關性，應進一步請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

評估者。  

（4） 第四級管理之定義：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

綜合判定為異常，且與工作有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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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九 二硫化碳作業 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紀錄  

一、基本資料  

1.姓名：     2.性別：□男 □女  3.身分證字號(護照號碼)：   

4.出生日期__年__月__日   5.受僱日期__年__月__日 6.檢查日期__年__月__日  

 

二、作業經歷  

1.曾經從事，起始日期：年月，截止日期：年月，共年月  

2.目前從事，起始日期：年月，截止日期：年月，共年月  

 

三、檢查時期（原因）：□新進員工（受僱時）□變更特殊作業   

□定期檢查          □健康追蹤檢查  

 

四、既往病史  您是否曾患有下列慢性疾病：（請在適當項目前打勾）  

1.心臟血管：□高血壓 □心臟病□中風 □無  

2.神經系統：□巴金森氏症 □腦病變(中樞神經疾病) □周圍神經病變 □無  

3.肝臟疾病：□B 型肝炎□C 型肝炎□脂肪肝□酒精性肝炎□藥物性肝炎□無  

4.皮膚系統：□刺激性皮膚炎 □過敏性皮膚炎 □化學性灼傷 □無 

5.其    他：□糖尿病 □腎臟疾病 □眼睛疾病 □不孕症 □_____  

6.□以上皆無  

 

五、生活習慣  

1.請問您過去一個月內是否有吸菸？  

□從未吸菸  □偶爾吸(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吸，平均每天吸支，已吸菸年   

□已經戒菸，戒了年個月  

2.請問您最近六個月內是否有嚼食檳榔？  

□從未嚼食檳榔  □偶爾嚼(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嚼，平均每天嚼__顆，已嚼年  

□已經戒食，戒了年個月  

3.請問您過去一個月內是否有喝酒？   

□從未喝酒       □偶爾喝(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喝，平均每週喝次，最常喝____酒，每次___瓶          

□已經戒酒，戒了年個月  

 

六、自覺症狀  您最近三個月是否常有下列症狀：（請在適當項目前打勾） 

1.心臟血管：□胸痛   □心悸  □呼吸困難 

2.神經系統：□手腳肌肉無力   □手腳麻痛 □手顫抖   □步態異常  

3.其    他：□頭暈   □頭痛  □失眠     □視力模糊 □呼吸黏膜刺激感 

□皮膚發炎   □_______  

4.□以上皆無    

 

填表說明 

一、 請受檢員工於勞工健檢前，填妥基本資料、作業經歷、檢查時期、既往病史、生活習慣

及自覺症狀六大項，再交由醫護人員作確認，以有效篩檢出疾病；若事業單位已提供受

檢員工基本資料及作業經歷電子檔給指定醫療機構，可不必請受檢員工重複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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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覺症狀乙項，請受檢者依自身實際症狀勾選。  

 

===================【以下由醫護人員填寫】====================  

七、檢查項目  

1. 基本項目：身高公分；體重公斤；腰圍公分；血壓   /   mmHg  

視力(矯正)：左右；辨色力測試：□正常□辨色力異常  

2. 各系統或部位理學檢查：  

(1)神經系統  

(2)心臟血管  

(3)肝臟  

(4)腎臟  

(5)皮膚  

(6)眼睛  

3. 心電圖________  

4. 生化血液檢查：血清丙胺酸轉胺酶(ALT)_______  加瑪麩胺醯轉移酶(r-GT)______ 

5. 尿液檢查：尿蛋白  尿潛血 

 

八、健康追蹤檢查  

1.檢查日期___年___月___日  

2.檢查項目  

(1)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_______    

(5)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作業環境資料  

1.事業單位有無提供作業環境監測紀錄？  □有   □無  

2.健康管理為第三級管理以上，請註明影響判定結果之作業環境測定數據 

 

十、健康管理   

□第一級管理   

□第二級管理  

□第三級管理（應註明臨床診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級管理（應註明臨床診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應處理及注意事項（可複選）  

1.□檢查結果大致正常，請定期健康檢查。  

2.□檢查結果異常，宜在（期   限）內至醫療機構科，實施健康追蹤檢查。  

3.□檢查結果異常，不適宜從事______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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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檢查結果異常，應在（期   限）內至聘有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之門診實施健康追蹤檢查。  

5.□檢查結果異常，應考量調整工作。（請說明原因：）  

6.其他：                                                   。 

 

健檢機構名稱、電話、地址：  

健檢醫師姓名(簽章)及證書字號：  

 

備註：  

1. 在職勞工年齡達本規則第十一條規定者，一般健康檢查項目依附表八規定增列辦理。  

2. 第九項作業環境資料請填寫事業單位提供之作業環境監測資料或描述現場作業環境概況。  

3. 依據本規則第十三條規定，屬於第二級管理以上者，應由醫師註明其不適宜從事之作業與

其他應處理及注意事項；屬於第三級管理或第四級管理者，應由醫師註明臨床診斷；第三

級管理以上者，應由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實施健康追蹤檢查，必要時應實施疑似工作相關

疾病之現場評估，且應依評估結果重新分級；屬於第四級管理者，經醫師評估現場仍有工

作危害因子之暴露者，應採取危害控制及相關管理措施。  

4. 健康管理級數之說明：  

（1） 第一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全部項目正常，或部分項目異常，而

經醫師綜合判定為無異常者。  

（2） 第二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綜合判

定為異常，而與工作無關者。  

（3） 第三級管理之定義：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

綜合判定為異常，而無法確定此異常與工作之相關性，應進一步請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

評估者。  

（4） 第四級管理之定義：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

綜合判定為異常，且與工作有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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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十 三氯乙烯.四氯乙烯作業 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紀錄  

一、基本資料  

1.姓名：     2.性別：□男 □女  3.身分證字號(護照號碼)：   

4.出生日期__年__月__日   5.受僱日期__年__月__日 6.檢查日期__年__月__日  

 

二、作業經歷  

1.曾經從事，起始日期：年月，截止日期：年月，共年月  

2.目前從事，起始日期：年月，截止日期：年月，共年月  

 

三、檢查時期（原因）：□新進員工（受僱時）□變更特殊作業   

□定期檢查          □健康追蹤檢查  

 

四、既往病史  您是否曾患有下列慢性疾病：（請在適當項目前打勾）  

1.神經系統：□周圍神經病變 □無  

2.肝臟疾病：□B 型肝炎 □C 型肝炎 □脂肪肝□酒精性肝炎□藥物性肝炎□無  

3.皮膚系統：□刺激性皮膚炎  □過敏性皮膚炎 □化學性灼傷 □無  

4.其    他：□高血壓  □心臟病 □糖尿病 □腎臟疾病 □呼吸系統疾病□無  

5.□以上皆無  

 

五、生活習慣  

1.請問您過去一個月內是否有吸菸？ 

□從未吸菸  □偶爾吸(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吸，平均每天吸支，已吸菸年  

□已經戒菸，戒了年個月  

2.請問您最近六個月內是否有嚼食檳榔？ 

□從未嚼食檳榔  □偶爾嚼(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嚼，平均每天嚼___顆，已嚼年  

□已經戒食，戒了年個月  

3.請問您過去一個月內是否有喝酒？ 

□從未喝酒       □偶爾喝(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喝，平均每週喝次，最常喝____酒，每次___瓶     

□已經戒酒，戒了年個月  

 

六、自覺症狀  您最近三個月是否常有下列症狀：（請在適當項目前打勾）  

1.神經系統：□頭暈 □頭痛 □記憶力變差 □手腳肌肉無力、酸麻 □顏面神經異常  

2.腎臟疾病：□尿量減少 □眼瞼、下肢水腫  

3.消化系統：□食慾不振 □噁心  □倦怠  □腹痛 □體重下降 3 公斤以上  

4.皮膚系統：□暴露部位皮膚發炎(紅腫、水泡、乾燥、脫皮)  

5.其    他：□眼睛、喉嚨刺激感 □胸悶  □咳嗽  □呼吸困難  □__  

6.□以上皆無   

 

填表說明 

一、 請受檢員工於勞工健檢前，填妥基本資料、作業經歷、檢查時期、既往病史、生活習慣

及自覺症狀六大項，再交由醫護人員作確認，以有效篩檢出疾病；若事業單位已提供受

檢員工基本資料及作業經歷電子檔給指定醫療機構，可不必請受檢員工重複填寫。 

二、 自覺症狀乙項，請受檢者依自身實際症狀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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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由醫護人員填寫】==================== 

七、檢查項目  

1. 基本項目：身高公分；體重公斤；腰圍公分；血壓   /  mmHg  

視力(矯正)：左右；辨色力測試：□正常□辨色力異常  

2. 各系統或部位理學檢查：  

(1)神經系統  

(2)心臟  

(3)肝臟  

(4)腎臟  

(5)皮膚  

3. 生化血液檢查：血清丙胺酸轉胺酶(ALT)_______ 加瑪麩胺醯轉移酶(r-GT)______  

4. 尿液檢查：尿蛋白  尿潛血 

 

八、健康追蹤檢查  

1.檢查日期___年___月___日  

2.檢查項目 

(1)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_______    

(5)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作業環境資料  

1.事業單位有無提供作業環境監測紀錄？  □有   □無  

2.健康管理為第三級管理以上，請註明影響判定結果之作業環境測定數據 

 

十、健康管理   

□第一級管理   

□第二級管理 

□第三級管理（應註明臨床診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級管理（應註明臨床診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應處理及注意事項（可複選）  

1.□檢查結果大致正常，請定期健康檢查。  

2.□檢查結果異常，宜在（期   限）內至醫療機構科，實施健康追蹤檢查。  

3.□檢查結果異常，不適宜從事______作業。  

4.□檢查結果異常，應在（期   限）內至聘有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之門診實施健康追蹤檢查。  

5.□檢查結果異常，應考量調整工作。（請說明原因：）  

6.其他：                                                   。 

 

健檢機構名稱、電話、地址：  

健檢醫師姓名(簽章)及證書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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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在職勞工年齡達本規則第十一條規定者，一般健康檢查項目依附表八規定增列辦理。  

2. 第九項作業環境資料請填寫事業單位提供之作業環境監測資料或描述現場作業環境概況。  

3. 依據本規則第十三條規定，屬於第二級管理以上者，應由醫師註明其不適宜從事之作業與

其他應處理及注意事項；屬於第三級管理或第四級管理者，應由醫師註明臨床診斷；第三

級管理以上者，應由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實施健康追蹤檢查，必要時應實施疑似工作相關

疾病之現場評估，且應依評估結果重新分級；屬於第四級管理者，經醫師評估現場仍有工

作危害因子之暴露者，應採取危害控制及相關管理措施。  

4. 健康管理級數之說明：  

（1） 第一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全部項目正常，或部分項目異常，而

經醫師綜合判定為無異常者。  

（2） 第二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綜合判

定為異常，而與工作無關者。  

（3） 第三級管理之定義：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

綜合判定為異常，而無法確定此異常與工作之相關性，應進一步請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

評估者。  

（4） 第四級管理之定義：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

綜合判定為異常，且與工作有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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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十一 二甲基甲醯胺作業 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紀錄  

一、基本資料  

1.姓名：     2.性別：□男 □女  3.身分證字號(護照號碼)：   

4.出生日期__年__月__日   5.受僱日期__年__月__日 6.檢查日期__年__月__日  

 

二、作業經歷  

1.曾經從事，起始日期：年月，截止日期：年月，共年月  

2.目前從事，起始日期：年月，截止日期：年月，共年月  

 

三、檢查時期（原因）：□新進員工（受僱時）□變更特殊作業   

□定期檢查          □健康追蹤檢查  

 

四、既往病史  您是否曾患有下列慢性疾病：（請在適當項目前打勾）  

1.神經系統：□周圍神經病變 □無  

2.肝臟疾病：□B 型肝炎 □C 型肝炎 □脂肪肝 □酒精性肝炎□藥物性肝炎□無  

3.皮膚系統：□刺激性皮膚炎 □過敏性皮膚炎 □化學性灼傷 □無  

4.其    他：□高血壓 □心臟病 □糖尿病 □腎臟疾病 □呼吸系統疾病 □______  

5.□以上皆無  

 

五、生活習慣  

1.請問您過去一個月內是否有吸菸？  

□從未吸菸 □偶爾吸(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吸，平均每天吸支，已吸菸年  

□已經戒菸，戒了年個月  

2.請問您最近六個月內是否有嚼食檳榔？ 

□從未嚼食檳榔 □偶爾嚼(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嚼，平均每天嚼__顆，已嚼年  

□已經戒食，戒了年個月  

3.請問您過去一個月內是否有喝酒？   

□從未喝酒  □偶爾喝(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喝，平均每週喝次，最常喝____酒，每次___瓶    

□已經戒酒，戒了年個月  

 

六、自覺症狀  您最近三個月是否常有下列症狀：（請在適當項目前打勾）  

1.神經系統：□頭暈□頭痛□記憶力變差□手腳肌肉無力、酸麻□顏面神經異常  

2.腎臟疾病：□尿量減少 □眼瞼、下肢水腫  

3.消化系統：□食慾不振 □噁心  □倦怠  □腹痛  □體重下降 3 公斤以上  

4.皮膚系統：□暴露部位皮膚發炎(紅腫、水泡、乾燥、脫皮)  

5.其    他：□眼睛、喉嚨刺激感 □胸悶  □咳嗽  □呼吸困難  □_______  

6.□以上皆無   

 

填表說明 

一、 請受檢員工於勞工健檢前，填妥基本資料、作業經歷、檢查時期、既往病史、生活習慣

及自覺症狀六大項，再交由醫護人員作確認，以有效篩檢出疾病；若事業單位已提供受

檢員工基本資料及作業經歷電子檔給指定醫療機構，可不必請受檢員工重複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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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覺症狀乙項，請受檢者依自身實際症狀勾選。  

===================【以下由醫護人員填寫】====================  

七、檢查項目  

1. 基本項目：身高公分；體重公斤；腰圍公分；血壓：   /  mmHg  

視力(矯正)：左右  辨色力測試：□正常   □辨色力異常  

2. 各系統或部位理學檢查：  

(1)心臟血管  

(2)肝臟  

(3)腎臟  

(4)皮膚  

3. 生化血液檢查：血清丙胺酸轉胺酶(ALT)_______ 加瑪麩胺醯轉移酶(r-GT)______  

 

八、健康追蹤檢查  

1.檢查日期___年___月___日  

2.檢查項目  

  (1)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_______  

  (5)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作業環境資料  

1.事業單位有無提供作業環境監測紀錄？  □有   □無  

2.健康管理為第三級管理以上，請註明影響判定結果之作業環境測定數據 

 

十、健康管理   

□第一級管理   

□第二級管理  

□第三級管理（應註明臨床診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級管理（應註明臨床診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應處理及注意事項（可複選）  

1.□檢查結果大致正常，請定期健康檢查。  

2.□檢查結果異常，宜在（期   限）內至醫療機構科，實施健康追蹤檢查。  

3.□檢查結果異常，不適宜從事______作業。  

4.□檢查結果異常，應在（期   限）內至聘有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之門診實施健康追蹤檢查。  

5.□檢查結果異常，應考量調整工作。（請說明原因：）  

6.其他：                                                   。 

 

健檢機構名稱、電話、地址： 

健檢醫師姓名(簽章)及證書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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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在職勞工年齡達本規則第十一條規定者，一般健康檢查項目依附表八規定增列辦理。  

2. 第九項作業環境資料請填寫事業單位提供之作業環境監測資料或描述現場作業環境概況。  

3. 依據本規則第十三條規定，屬於第二級管理以上者，應由醫師註明其不適宜從事之作業與

其他應處理及注意事項；屬於第三級管理或第四級管理者，應由醫師註明臨床診斷；第三

級管理以上者，應由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實施健康追蹤檢查，必要時應實施疑似工作相關

疾病之現場評估，且應依評估結果重新分級；屬於第四級管理者，經醫師評估現場仍有工

作危害因子之暴露者，應採取危害控制及相關管理措施。  

4. 健康管理級數之說明：  

（1） 第一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全部項目正常，或部分項目異常，而

經醫師綜合判定為無異常者。  

（2） 第二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綜合判

定為異常，而與工作無關者。  

（3） 第三級管理之定義：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

綜合判定為異常，而無法確定此異常與工作之相關性，應進一步請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

評估者。  

（4） 第四級管理之定義：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

綜合判定為異常，且與工作有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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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十二 正己烷作業 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紀錄  

一、基本資料  

1.姓名：     2.性別：□男 □女  3.身分證字號(護照號碼)：   

4.出生日期__年__月__日   5.受僱日期__年__月__日 6.檢查日期__年__月__日  

 

二、作業經歷  

1.曾經從事，起始日期：年月，截止日期：年月，共年月  

2.目前從事，起始日期：年月，截止日期：年月，共年月  

 

三、檢查時期（原因）：□新進員工（受僱時）□變更特殊作業   

□定期檢查          □健康追蹤檢查  

 

四、既往病史  您是否曾患有下列慢性疾病：（請在適當項目前打勾）  

1.神經系統：□周圍神經病變  □無  

2.肝臟疾病：□B 型肝炎□C 型肝炎□脂肪肝□酒精性肝炎□藥物性肝炎□無  

3.皮膚系統：□刺激性皮膚炎 □過敏性皮膚炎  □化學性灼傷 □無  

4.其他：□腎臟疾病 □呼吸系統疾病 □_________  

5.□以上皆無  

 

五、生活習慣  

1.請問您過去一個月內是否有吸菸？  

□從未吸菸  □偶爾吸(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吸，平均每天吸支，已吸菸年  

□已經戒菸，戒了年個月  

2.請問您最近六個月內是否有嚼食檳榔？ 

□從未嚼食檳榔 □偶爾嚼(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嚼，平均每天嚼__顆，已嚼年  

□已經戒食，戒了年個月  

3.請問您過去一個月內是否有喝酒？   

□從未喝酒       □偶爾喝(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喝，平均每週喝次，最常喝____酒，每次___瓶     

□已經戒酒，戒了年個月  

 

六、自覺症狀  您最近三個月是否常有下列症狀：（請在適當項目前打勾）  

1.神經系統：□頭暈□頭痛□記憶力變差□手腳肌肉無力、酸麻□顏面神經異常  

2.腎臟疾病：□尿量減少 □眼瞼、下肢水腫  

3.消化系統：□食慾不振 □噁心  □倦怠  □腹痛  □體重下降 3 公斤以上  

4.皮膚系統：□暴露部位皮膚發炎(紅腫、水泡、乾燥、脫皮)  

5.其    他：□眼睛、喉嚨刺激感 □胸悶  □咳嗽  □呼吸困難 □_______  

6.□以上皆無   

 

填表說明 

一、 請受檢員工於勞工健檢前，填妥基本資料、作業經歷、檢查時期、既往病史、生活習慣

及自覺症狀六大項，再交由醫護人員作確認，以有效篩檢出疾病；若事業單位已提供受

檢員工基本資料及作業經歷電子檔給指定醫療機構，可不必請受檢員工重複填寫。 

二、 自覺症狀乙項，請受檢者依自身實際症狀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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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由醫護人員填寫】====================  

七、檢查項目  

1.基本項目：身高公分；體重公斤；腰圍公分；血壓   /   mmHg  

視力(矯正)：左右 辨色力測試：□正常   □辨色力異常  

2.各系統或部位理學檢查：  

(1)神經系統  

(2)皮膚  

 

八、健康追蹤檢查  

1.檢查日期___年___月___日  

2.檢查項目  

(1)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_______    

(5)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作業環境資料  

1.事業單位有無提供作業環境監測紀錄？  □有   □無  

2.健康管理為第三級管理以上，請註明影響判定結果之作業環境測定數據 

 

十、健康管理   

□第一級管理   

□第二級管理  

□第三級管理（應註明臨床診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級管理（應註明臨床診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應處理及注意事項（可複選）  

1.□檢查結果大致正常，請定期健康檢查。  

2.□檢查結果異常，宜在（期   限）內至醫療機構科，實施健康追蹤檢查。  

3.□檢查結果異常，不適宜從事______作業。  

4.□檢查結果異常，應在（期   限）內至聘有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之門診實施健康追蹤檢查。  

5.□檢查結果異常，應考量調整工作。（請說明原因：）  

6.其他：                                                  。 

 

健檢機構名稱、電話、地址： 

健檢醫師姓名(簽章)及證書字號：  

 

備註：  

1. 在職勞工年齡達本規則第十一條規定者，一般健康檢查項目依附表八規定增列辦理。  

2. 第九項作業環境資料請填寫事業單位提供之作業環境監測定資料或描述現場作業環境概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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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據本規則第十三條規定，屬於第二級管理以上者，應由醫師註明其不適宜從事之作業與

其他應處理及注意事項；屬於第三級管理或第四級管理者，應由醫師註明臨床診斷；第三

級管理以上者，應由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實施健康追蹤檢查，必要時應實施疑似工作相關

疾病之現場評估，且應依評估結果重新分級；屬於第四級管理者，經醫師評估現場仍有工

作危害因子之暴露者，應採取危害控制及相關管理措施。  

4. 健康管理級數之說明：  

（1） 第一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全部項目正常，或部分項目異常，而

經醫師綜合判定為無異常者。  

（2） 第二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綜合判

定為異常，而與工作無關者。  

（3） 第三級管理之定義：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

綜合判定為異常，而無法確定此異常與工作之相關性，應進一步請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

評估者。  

（4） 第四級管理之定義：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

綜合判定為異常，且與工作有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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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十三 聯苯胺及其鹽類、4-胺基聯苯及其鹽類、4-硝基聯苯及其鹽類、β-萘胺及其鹽類、

二氯聯苯胺及其鹽類、α-萘胺及其鹽類及其鹽類作業 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紀錄  

一、基本資料  

1.姓名：     2.性別：□男 □女  3.身分證字號(護照號碼)：   

4.出生日期__年__月__日   5.受僱日期__年__月__日 6.檢查日期__年__月__日  

 

二、作業經歷  

1.曾經從事，起始日期：年月，截止日期：年月，共年月  

2.目前從事，起始日期：年月，截止日期：年月，共年月  

 

三、檢查時期（原因）：□新進員工（受僱時）□變更特殊作業   

□定期檢查          □健康追蹤檢查  

 

四、既往病史  您是否曾患有下列慢性疾病：（請在適當項目前打勾）  

1.腎臟：□腎臟疾病 □泌尿道結石 □無  

2.癌症：□泌尿道癌症(膀胱癌、輸尿管癌、腎臟癌)  □其他癌症 □無  

3.長期服用藥物  □無  

4.其他：□高血壓   □糖尿病     □______  

5.□以上皆無  

 

五、生活習慣  

1.請問您過去一個月內是否有吸菸？  

□從未吸菸  □偶爾吸(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吸，平均每天吸支，已吸菸年  

□已經戒菸，戒了年個月  

2.請問您最近六個月內是否有嚼食檳榔？  

□從未嚼食檳榔 □偶爾嚼(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嚼，平均每天嚼__顆，已嚼年  

□已經戒食，戒了年個月  

3.請問您過去一個月內是否有喝酒？   

□從未喝酒       □偶爾喝(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喝，平均每週喝次，最常喝____酒，每次___瓶   

□已經戒酒，戒了年個月  

 

六、自覺症狀  您最近三個月是否常有下列症狀：（請在適當項目前打勾）  

1.腎    臟：□排尿不適   □多尿、頻尿  □血尿  □背痛  

2.皮膚系統：□暴露部位皮膚發炎  

3.其    他：□頭暈  □頭痛  □眼睛刺激 □手腳肌肉無力 □呼吸困難 

□體重減輕 3 公斤以上       □________  

4.□以上皆無    

 

填表說明 

一、 請受檢員工於勞工健檢前，填妥基本資料、作業經歷、檢查時期、既往病史、生活習慣

及自覺症狀六大項，再交由醫護人員作確認，以有效篩檢出疾病；若事業單位已提供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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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員工基本資料及作業經歷電子檔給指定醫療機構，可不必請受檢員工重複填寫。 

二、 自覺症狀乙項，請受檢者依自身實際症狀勾選。  

===================【以下由醫護人員填寫】====================  

七、檢查項目  

1.基本項目：身高公分；體重公斤；腰圍公分；血壓    /   mmHg 

視力(矯正)：左右；辨色力測試：□正常□辨色力異常  

2.各系統或部位理學檢查：  

(1)腎泌尿系統（腰側擊痛）  

(2)皮膚（暴露部位接觸性皮膚炎）  

3.尿液檢查：尿蛋白  尿潛血  尿沉渣鏡檢(細胞學檢查) 

 

八、健康追蹤檢查  

1.檢查日期___年___月___日  

2.檢查項目  

(1)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_______    

(5)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作業環境資料  

1.事業單位有無提供作業環境監測紀錄？  □有   □無  

2.健康管理為第三級管理以上，請註明影響判定結果之作業環境測定數據__________  

 

十、健康管理   

□第一級管理   

□第二級管理  

□第三級管理（應註明臨床診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級管理（應註明臨床診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應處理及注意事項（可複選）  

1.□檢查結果大致正常，請定期健康檢查。  

2.□檢查結果異常，宜在（期   限）內至醫療機構科，實施健康追蹤檢查。  

3.□檢查結果異常，不適宜從事______作業。  

4.□檢查結果異常，應在（期   限）內至聘有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之門診實施健康追蹤檢查。  

5.□檢查結果異常，應考量調整工作。（請說明原因：）  

6.其他：                                                   。 

 

健檢機構名稱、電話、地址： 

健檢醫師姓名(簽章)及證書字號：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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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職勞工年齡達本規則第十一條規定者，一般健康檢查項目依附表八規定增列辦理。  

2. 第九項作業環境資料請填寫事業單位提供之作業環境監測資料或描述現場作業環境概況。  

3. 依據本規則第十三條規定，屬於第二級管理以上者，應由醫師註明其不適宜從事之作業與

其他應處理及注意事項；屬於第三級管理或第四級管理者，應由醫師註明臨床診斷；第三

級管理以上者，應由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實施健康追蹤檢查，必要時應實施疑似工作相關

疾病之現場評估，且應依評估結果重新分級；屬於第四級管理者，經醫師評估現場仍有工

作危害因子之暴露者，應採取危害控制及相關管理措施。  

4. 健康管理級數之說明：  

（1） 第一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全部項目正常，或部分項目異常，而

經醫師綜合判定為無異常者。  

（2） 第二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綜合判

定為異常，而與工作無關者。  

（3） 第三級管理之定義：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

綜合判定為異常，而無法確定此異常與工作之相關性，應進一步請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

評估者。  

（4） 第四級管理之定義：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

綜合判定為異常，且與工作有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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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十四 鈹及其化合物作業 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紀錄  

一、基本資料  

1.姓名：     2.性別：□男 □女  3.身分證字號(護照號碼)：   

4.出生日期__年__月__日   5.受僱日期__年__月__日 6.檢查日期__年__月__日  

 

二、作業經歷  

1.曾經從事，起始日期：年月，截止日期：年月，共年月  

2.目前從事，起始日期：年月，截止日期：年月，共年月  

 

三、檢查時期（原因）：□新進員工（受僱時）□變更特殊作業 

□定期檢查          □健康追蹤檢查  

 

四、既往病史  您是否曾患有下列慢性疾病：（請在適當項目前打勾）  

1.呼吸系統：□化學性肺炎 □肺水腫   □肺部肉芽腫   □肺癌 

□慢性氣管炎、肺氣腫    □無  

2.肝    臟：□B 型肝炎   □C 型肝炎  □脂肪肝 □酒精性肝炎□化學性肝炎  

□肝功能異常 □無  

3.腎    臟：□慢性腎炎   □腎結石   □泌尿道結石  □無  

4.皮膚粘膜：□接觸性皮膚炎  □肉芽腫    □無  

5.其    他：□關節病變   □_______  

6.□以上皆無  

 

五、生活習慣  

1.請問您過去一個月內是否有吸菸？ 

 □從未吸菸 □偶爾吸(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吸，平均每天吸支，已吸菸年  

□已經戒菸，戒了年個月  

2.請問您最近六個月內是否有嚼食檳榔？ 

 □從未嚼食檳榔 □偶爾嚼(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嚼，平均每天嚼__顆，已嚼年 

□已經戒食，戒了年個月  

3.請問您過去一個月內是否有喝酒？ 

□從未喝酒       □偶爾喝(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喝，平均每週喝次，最常喝____酒，每次___瓶 

□已經戒酒，戒了年個月  

 

六、自覺症狀  您最近三個月是否常有下列症狀：（請在適當項目前打勾）        

1.呼吸系統：□胸痛  □咳嗽  □呼吸困難  

2.腎臟泌尿：□血尿  □排尿時灼熱或不適  

3.皮膚系統：□暴露部位皮膚紅腫   □傷口較難癒合  □皮膚潰瘍 □皮下結節  

4.其    他：□體重減輕 3 公斤以上 □________  

5.□以上皆無     

 

填表說明 

一、 請受檢員工於勞工健檢前，填妥基本資料、作業經歷、檢查時期、既往病史、生活習慣

及自覺症狀六大項，再交由醫護人員作確認，以有效篩檢出疾病；若事業單位已提供受檢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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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基本資料及作業經歷電子檔給指定醫療機構，可不必請受檢員工重複填寫。  

二、 自覺症狀乙項，請受檢者依自身實際症狀勾選。  

 

====================【以下由醫護人員填寫】====================  

七、檢查項目  

1. 基本項目：身高公分；體重公斤；腰圍公分；血壓    /   mmHg 

視力(矯正)：左右；辨色力測試：□正常□辨色力異常  

2. 各系統或部位理學檢查：  

(1)呼吸系統  

(2)肝臟  

(3)腎臟  

(4)皮膚（暴露部位）  

3.胸部 X 光：_________  

4.肺功能檢查（包括用力肺活量(FVC)、一秒最大呼氣量(FEV1.0)及 FEV1.0 /FVC）  

 

八、健康追蹤檢查  

1.檢查日期___年___月___日  

2.檢查項目  

(1)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_______    

(5)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作業環境資料  

1.事業單位有無提供作業環境監測紀錄？  □有   □無  

2.健康管理為第三級管理以上，請註明影響判定結果之作業環境測定數據 

 

十、健康管理   

□第一級管理   

□第二級管理  

□第三級管理（應註明臨床診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級管理（應註明臨床診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應處理及注意事項（可複選）  

1.□檢查結果大致正常，請定期健康檢查。  

2.□檢查結果異常，宜在（期   限）內至醫療機構科，實施健康追蹤檢查。  

3.□檢查結果異常，不適宜從事______作業。  

4.□檢查結果異常，應在（期   限）內至聘有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之門診實施健康追蹤檢查。  

5.□檢查結果異常，應考量調整工作。（請說明原因：）  

6.其他：                                                  。 

 

健檢機構名稱、電話、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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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檢醫師姓名(簽章)及證書字號：  

 

備註：  

1. 在職勞工年齡達本規則第十一條規定者，一般健康檢查項目依附表八規定增列辦理。  

2. 第九項作業環境資料請填寫事業單位提供之作業環境監測資料或描述現場作業環境概況。  

3. 依據本規則第十三條規定，屬於第二級管理以上者，應由醫師註明其不適宜從事之作業與

其他應處理及注意事項；屬於第三級管理或第四級管理者，應由醫師註明臨床診斷；第三

級管理以上者，應由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實施健康追蹤檢查，必要時應實施疑似工作相關

疾病之現場評估，且應依評估結果重新分級；屬於第四級管理者，經醫師評估現場仍有工

作危害因子之暴露者，應採取危害控制及相關管理措施。  

4. 健康管理級數之說明：  

（1） 第一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全部項目正常，或部分項目異常，而

經醫師綜合判定為無異常者。  

（2） 第二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綜合判

定為異常，而與工作無關者。  

（3） 第三級管理之定義：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

綜合判定為異常，而無法確定此異常與工作之相關性，應進一步請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

評估者。  

（4） 第四級管理之定義：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

綜合判定為異常，且與工作有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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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十五 氯乙烯作業 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紀錄  

一、基本資料  

1.姓名：     2.性別：□男 □女  3.身分證字號(護照號碼)：   

4.出生日期__年__月__日   5.受僱日期__年__月__日 6.檢查日期__年__月__日  

 

二、作業經歷  

1.曾經從事，起始日期：年月，截止日期：年月，共年月  

2.目前從事，起始日期：年月，截止日期：年月，共年月  

 

三、檢查時期（原因）：□新進員工（受僱時）□變更特殊作業   

□定期檢查          □健康追蹤檢查  

 

四、既往病史  您是否曾患有下列慢性疾病：（請在適當項目前打勾）  

1.肝    臟：□B 型肝炎 □C 型肝炎 □脂肪肝□酒精性肝炎□藥物性肝炎□無  

2.皮膚系統：□刺激性皮膚炎 □過敏性皮膚炎 □化學性灼傷 □無  

3.癌    症：□肝癌 □肺癌  □血液系統癌症 □無  

4.長期服用藥物_________________ □無  

5.其    他：□輸血 □__________  

6.□以上皆無  

 

五、生活習慣  

1.請問您過去一個月內是否有吸菸？ 

□從未吸菸□偶爾吸(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吸，平均每天吸支，已吸菸年 

□已經戒菸，戒了年個月  

2.請問您最近六個月內是否有嚼食檳榔？ 

□從未嚼食檳榔 □偶爾嚼(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嚼，平均每天嚼__顆，已嚼年 

□已經戒食，戒了年個月  

3.請問您過去一個月內是否有喝酒？ 

□從未喝酒       □偶爾喝(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喝，平均每週喝次，最常喝____酒，每次___瓶 

□已經戒酒，戒了年個月  

 

六、自覺症狀  您最近三個月是否常有下列症狀：（請在適當項目前打勾） 

1.神經系統：□頭暈   □頭痛   □記憶減退   □情緒低落   

2.肝    臟：□食慾不振  □噁心  □右上腹痛 □體重減輕 3 公斤以上  

3.皮膚系統：□暴露部位皮膚紅腫、水泡、乾裂、脫皮 

□眼睛或喉嚨乾燥、疼痛或受刺激的症狀  

4.其他_________   

5.□以上皆無  

 

填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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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請受檢員工於勞工健檢前，填妥基本資料、作業經歷、檢查時期、既往病史、生活習慣

及自覺症狀六大項，再交由醫護人員作確認，以有效篩檢出疾病；若事業單位已提供受

檢員工基本資料及作業經歷電子檔給指定醫療機構，可不必請受檢員工重複填寫。  

二、 自覺症狀乙項，請受檢者依自身實際症狀勾選。  

 

===================【以下由醫護人員填寫】====================  

七、檢查項目  

1.基本項目：身高公分；體重公斤；腰圍公分；血壓    /   mmHg  

視力(矯正)：左右；辨色力測試：□正常□辨色力異常  

2.各系統或部位理學檢查：  

(1)呼吸系統  

(2)腎臟  

(3)肝臟  

(4)脾臟  

(5)皮膚（暴露部位）  

 

3.胸部 X 光：_________  

4.生化血液檢查：血清丙胺酸轉胺酶(ALT)_______ 加瑪麩胺醯轉移酶(r-GT)______  

 

八、健康追蹤檢查  

1.檢查日期___年___月___日  

2.檢查項目  

(1)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_______    

(5)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作業環境資料：  

1.事業單位有無提供作業環境監測紀錄？  □有   □無  

2.健康管理為第三級管理以上，請註明影響判定結果之作業環境測定數據 

 

十、健康管理   

□第一級管理   

□第二級管理  

□第三級管理（應註明臨床診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級管理（應註明臨床診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應處理及注意事項（可複選）  

1.□檢查結果大致正常，請定期健康檢查。  

2.□檢查結果異常，宜在（期   限）內至醫療機構科，實施健康追蹤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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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檢查結果異常，不適宜從事______作業。  

4.□檢查結果異常，應在（期   限）內至聘有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之門診實施健康追蹤檢查。  

5.□檢查結果異常，應考量調整工作。（請說明原因：）  

6.其他：                                                   。 

 

健檢機構名稱、電話、地址：  

健檢醫師姓名(簽章)及證書字號：  

 

備註：  

1. 在職勞工年齡達本規則第十一條規定者，一般健康檢查項目依附表八規定增列辦理。  

2. 第九項作業環境資料請填寫事業單位提供之作業環境監測資料或描述現場作業環境概況。  

3. 依據本規則第十三條規定，屬於第二級管理以上者，應由醫師註明其不適宜從事之作業與

其他應處理及注意事項；屬於第三級管理或第四級管理者，應由醫師註明臨床診斷；第三

級管理以上者，應由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實施健康追蹤檢查，必要時應實施疑似工作相關

疾病之現場評估，且應依評估結果重新分級；屬於第四級管理者，經醫師評估現場仍有工

作危害因子之暴露者，應採取危害控制及相關管理措施。  

4. 健康管理級數之說明：  

（1） 第一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全部項目正常，或部分項目異常，而

經醫師綜合判定為無異常者。  

（2） 第二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綜合判

定為異常，而與工作無關者。  

（3） 第三級管理之定義：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

綜合判定為異常，而無法確定此異常與工作之相關性，應進一步請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

評估者。  

（4） 第四級管理之定義：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

綜合判定為異常，且與工作有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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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十六 苯作業 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紀錄 

一、基本資料  

1.姓名：     2.性別：□男 □女  3.身分證字號(護照號碼)：   

4.出生日期__年__月__日   5.受僱日期__年__月__日 6.檢查日期__年__月__日  

 

二、作業經歷  

1.曾經從事，起始日期：年月，截止日期：年月，共年月  

2.目前從事，起始日期：年月，截止日期：年月，共年月  

 

三、檢查時期（原因）：□新進員工（受僱時）□變更特殊作業 

□定期檢查          □健康追蹤檢查  

 

四、既往病史  您是否曾患有下列慢性疾病：（請在適當項目前打勾）  

1.血液系統：□貧血  □白血病、血小板減少  □無  

2.肝    臟：□B 型肝炎□C 型肝炎□脂肪肝□酒精性肝炎□藥物性肝炎□無  

3.長期服用藥物______________     □無  

4.其    他：□腎臟疾病 □________  

5.□以上皆無  

 

五、生活習慣  

1.請問您過去一個月內是否有吸菸？ 

□從未吸菸  □偶爾吸(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吸，平均每天吸支，已吸菸年 

□已經戒菸，戒了年個月  

2.請問您最近六個月內是否有嚼食檳榔？ 

□從未嚼食檳榔 □偶爾嚼(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嚼，平均每天嚼__顆，已嚼年 

□已經戒食，戒了年個月  

3.請問您過去一個月內是否有喝酒？ 

□從未喝酒       □偶爾喝(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喝，平均每週喝次，最常喝____酒，每次___瓶 

□已經戒酒，戒了年個月  

 

六、自覺症狀  您最近三個月是否常有下列症狀：（請在適當項目前打勾）  

1.血液系統：□頭暈 □疲倦 □運動時氣促 □傷口不易止血□月經量過多  

2.神經系統：□平衡感降低   

3.皮膚系統：□暴露部位皮膚紅腫、水泡、乾裂、脫皮 

□眼睛或喉嚨乾燥、疼痛或受刺激的症狀 

4.其他___________   

5.□以上皆無  

 

填表說明 

一、 請受檢員工於勞工健檢前，填妥基本資料、作業經歷、檢查時期、既往病史、生活習慣及

自覺症狀六大項，再交由醫護人員作確認，以有效篩檢出疾病；若事業單位已提供受檢員

工基本資料及作業經歷電子檔給指定醫療機構，可不必請受檢員工重複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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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覺症狀乙項，請受檢者依自身實際症狀勾選。 

 

===================【以下由醫護人員填寫】====================  

七、檢查項目  

1.基本項目：身高公分；體重公斤；腰圍公分；血壓    /   mmHg 

視力(矯正)：左右；辨色力測試：□正常 □辨色力異常  

2.各系統或部位理學檢查：  

(1)血液系統（脾臟腫大）  

(2)皮膚黏膜（含口腔）  

(3)結膜  

3.血液檢查：紅血球數______   血色素  血球比容值_______ 

白血球數________  血小板數_________  

 

八、健康追蹤檢查  

1.檢查日期___年___月___日  

2.檢查項目  

(1)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_______    

(5)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作業環境資料  

1.事業單位有無提供作業環境監測紀錄？  □有   □無  

2.健康管理為第三級管理以上，請註明影響判定結果之作業環境測定數據 

 

十、健康管理   

□第一級管理   

□第二級管理  

□第三級管理（應註明臨床診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級管理（應註明臨床診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應處理及注意事項（可複選）  

1.□檢查結果大致正常，請定期健康檢查。  

2.□檢查結果異常，宜在（期   限）內至醫療機構科，實施健康追蹤檢查。  

3.□檢查結果異常，不適宜從事______作業。  

4.□檢查結果異常，應在（期   限）內至聘有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之門診實施健康追蹤檢查。  

5.□檢查結果異常，應考量調整工作。（請說明原因：）  

6.其他：                                                  。 

 

健檢機構名稱、電話、地址：  

健檢醫師姓名(簽章)及證書字號：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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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職勞工年齡達本規則第十一條規定者，一般健康檢查項目依附表八規定增列辦理。 

2. 第九項作業環境資料請填寫事業單位提供之作業環境監測資料或描述現場作業環境概況。  

3. 依據本規則第十三條規定，屬於第二級管理以上者，應由醫師註明其不適宜從事之作業與

其他應處理及注意事項；屬於第三級管理或第四級管理者，應由醫師註明臨床診斷；第三

級管理以上者，應由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實施健康追蹤檢查，必要時應實施疑似工作相關

疾病之現場評估，且應依評估結果重新分級；屬於第四級管理者，經醫師評估現場仍有工

作危害因子之暴露者，應採取危害控制及相關管理措施。  

4. 健康管理級數之說明：  

（1） 第一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全部項目正常，或部分項目異常，而

經醫師綜合判定為無異常者。 

（2） 第二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綜合判

定為異常，而與工作無關者。 

（3） 第三級管理之定義：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

綜合判定為異常，而無法確定此異常與工作之相關性，應進一步請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

評估者。 

（4） 第四級管理之定義：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

綜合判定為異常，且與工作有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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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十七 二異氰酸甲苯或 2，6-二異氰酸甲苯、4,4-二異氰酸二苯甲烷、二異氰酸異佛爾酮

作業 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紀錄  

一、基本資料  

1.姓名：     2.性別：□男 □女  3.身分證字號(護照號碼)：   

4.出生日期__年__月__日   5.受僱日期__年__月__日 6.檢查日期__年__月__日  

 

二、作業經歷  

1.曾經從事，起始日期：年月，截止日期：年月，共年月  

2.目前從事，起始日期：年月，截止日期：年月，共年月  

 

三、檢查時期（原因）：□新進員工（受僱時）□變更特殊作業   

 □定期檢查          □健康追蹤檢查  

 

四、既往病史  您是否曾患有下列慢性疾病：（請在適當項目前打勾）  

1.呼吸系統：□氣喘  □過敏性鼻炎  □慢性氣管炎、肺氣腫  □無  

2.皮膚系統：□刺激性皮膚炎 □過敏性皮膚炎 □化學性灼傷  □無  

3.其他___________   

4.□以上皆無  

 

五、生活習慣  

1.請問您過去一個月內是否有吸菸？  

□從未吸菸□偶爾吸(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吸，平均每天吸支，已吸菸年  

□已經戒菸，戒了年個月  

2.請問您最近六個月內是否有嚼食檳榔？ 

□從未嚼食檳榔 □偶爾嚼(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嚼，平均每天嚼__顆，已嚼年  

□已經戒食，戒了年個月  

3.請問您過去一個月內是否有喝酒？ 

□從未喝酒       □偶爾喝(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喝，平均每週喝次，最常喝____酒，每次___瓶 

□已經戒酒，戒了年個月  

 

六、自覺症狀  您最近三個月是否常有下列症狀：（請在適當項目前打勾）        

1.呼吸系統：□咳嗽  □呼吸急促  □胸悶  □哮喘  

2.皮膚黏膜：□暴露部位皮膚紅腫、水泡、乾裂、脫皮  □眼睛刺激感 

□喉嚨刺激感  □眼睛或喉嚨乾燥不舒服    

3.其他____________   

4.□以上皆無       

 

填表說明 

一、 請受檢員工於勞工健檢前，填妥基本資料、作業經歷、檢查時期、既往病史、生活習慣

及自覺症狀六大項，再交由醫護人員作確認，以有效篩檢出疾病；若事業單位已提供受

檢員工基本資料及作業經歷電子檔給指定醫療機構，可不必請受檢員工重複填寫。 

二、 自覺症狀乙項，請受檢者依自身實際症狀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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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由醫護人員填寫】====================  

七、檢查項目  

1. 基本項目：身高公分；體重公斤；腰圍公分；血壓    /   mmHg  

視力(矯正)：左右；辨色力測試：□正常□辨色力異常  

2. 各系統或部位理學檢查：  

(1)呼吸系統  

(2)皮膚  

3. 胸部 X 光：_________  

4. 肺功能檢查（包括用力肺活量(FVC)、一秒最大呼氣量(FEV1.0)及 FEV1.0 /FVC）  

 

八、健康追蹤檢查  

1.檢查日期___年___月___日  

2.檢查項目  

(1)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_______   

(5)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作業環境資料  

1.事業單位有無提供作業環境監測紀錄？  □有   □無  

2.健康管理為第三級管理以上，請註明影響判定結果之作業環境測定數據 

 

十、健康管理   

□第一級管理   

□第二級管理  

□第三級管理（應註明臨床診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級管理（應註明臨床診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應處理及注意事項（可複選）  

1.□檢查結果大致正常，請定期健康檢查。  

2.□檢查結果異常，宜在（期   限）內至醫療機構科，實施健康追蹤檢查。  

3.□檢查結果異常，不適宜從事______作業。  

4.□檢查結果異常，應在（期   限）內至聘有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之門診實施健康追蹤檢查。  

5.□檢查結果異常，應考量調整工作。（請說明原因：）  

6.其他：                                                    。 

 

健檢機構名稱、電話、地址： 

健檢醫師姓名(簽章)及證書字號：  

 

備註：  

1. 胸部 X 光檢查為特殊體格檢查項目，特殊健康檢查時不需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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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職勞工年齡達本規則第十一條規定者，一般健康檢查項目依附表八規定增列辦理。  

3. 第九項作業環境資料請填寫事業單位提供之作業環境監測資料或描述現場作業環境概況。  

4. 依據本規則第十三條規定，屬於第二級管理以上者，應由醫師註明其不適宜從事之作業與

其他應處理及注意事項；屬於第三級管理或第四級管理者，應由醫師註明臨床診斷；第三

級管理以上者，應由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實施健康追蹤檢查，必要時應實施疑似工作相關

疾病之現場評估，且應依評估結果重新分級；屬於第四級管理者，經醫師評估現場仍有工

作危害因子之暴露者，應採取危害控制及相關管理措施。  

5. 健康管理級數之說明：  

（1） 第一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全部項目正常，或部分項目異常，

而經醫師綜合判定為無異常者。  

（2） 第二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綜合

判定為異常，而與工作無關者。  

（3） 第三級管理之定義：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

師綜合判定為異常，而無法確定此異常與工作之相關性，應進一步請職業醫學科專科

醫師評估者。  

（4） 第四級管理之定義：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

師綜合判定為異常，且與工作有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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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十八 石綿作業 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紀錄  

一、基本資料  

1.姓名：     2.性別：□男 □女  3.身分證字號(護照號碼)：   

4.出生日期__年__月__日   5.受僱日期__年__月__日 6.檢查日期__年__月__日  

 

二、作業經歷  

1.曾經從事，起始日期：年月，截止日期：年月，共年月  

2.目前從事，起始日期：年月，截止日期：年月，共年月  

 

三、檢查時期（原因）：□新進員工（受僱時）□變更特殊作業 

□定期檢查          □健康追蹤檢查 

 

四、既往病史  您是否曾患有下列慢性疾病：（請在適當項目前打勾） 

1.呼吸系統：□肺部腫瘤  □間皮瘤  □肺部結節  □肋膜病變 

            □慢性氣管炎、肺氣腫  □無  

2.其他__________   

3.□以上皆無  

 

五、生活習慣  

1.請問您過去一個月內是否有吸菸？ 

□從未吸菸  □偶爾吸(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吸，平均每天吸支，已吸菸年 

□已經戒菸，戒了年個月  

2.請問您最近六個月內是否有嚼食檳榔？ 

□從未嚼食檳榔 □偶爾嚼(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嚼，平均每天嚼__顆，已嚼年 

□已經戒食，戒了年個月  

3.請問您過去一個月內是否有喝酒？ 

□從未喝酒       □偶爾喝(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喝，平均每週喝次，最常喝____酒，每次___瓶 

□已經戒酒，戒了年個月  

 

六、自覺症狀  您最近三個月是否常有下列症狀：（請在適當項目前打勾）   

1.呼吸系統：□咳嗽  □呼吸困難  □胸痛  

2.皮膚系統：□暴露部位紅腫刺痛   

3.其他________   

4.□以上皆無      

 

填表說明 

一、 請受檢員工於勞工健檢前，填妥基本資料、作業經歷、檢查時期、既往病史、生活習慣

及自覺症狀六大項，再交由醫護人員作確認，以有效篩檢出疾病；若事業單位已提供受檢

員工基本資料及作業經歷電子檔給指定醫療機構，可不必請受檢員工重複填寫。  

二、 自覺症狀乙項，請受檢者依自身實際症狀勾選。 

 

 

 



 
 

205 

 

 

====================【以下由醫護人員填寫】==================== 

七、檢查項目  

1. 基本項目：身高公分；體重公斤；腰圍公分；血壓   /  mmHg  

視力(矯正)：左右；辨色力測試：□正常□辨色力異常  

2. 各系統或部位理學檢查：  

(1)呼吸系統（含杵狀指）  

(2)皮膚  

3.胸部 X 光：_________  

4.肺功能檢查（包括用力肺活量(FVC)、一秒最大呼氣量(FEV1.0)及 FEV1.0 /FVC）  

 

八、健康追蹤檢查  

1.檢查日期___年___月___日  

2.檢查項目  

(1)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_______    

(5)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作業環境資料  

1.事業單位有無提供作業環境監測紀錄？  □有   □無  

2.健康管理為第三級管理以上，請註明影響判定結果之作業環境測定數據 

 

十、健康管理   

□第一級管理   

□第二級管理  

□第三級管理（應註明臨床診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級管理（應註明臨床診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應處理及注意事項（可複選）  

1.□檢查結果大致正常，請定期健康檢查。  

2.□檢查結果異常，宜在（期   限）內至醫療機構科，實施健康追蹤檢查。  

3.□檢查結果異常，不適宜從事______作業。  

4.□檢查結果異常，應在（期   限）內至聘有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之門診實施健康追蹤檢查。  

5.□檢查結果異常，應考量調整工作。（請說明原因：）  

6.其他：                                                。 

 

健檢機構名稱、電話、地址： 

健檢醫師姓名(簽章)及證書字號：  

 

備註：  

1. 在職勞工年齡達本規則第十一條規定者，一般健康檢查項目依附表八規定增列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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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九項作業環境資料請填寫事業單位提供之作業環境監測資料或描述現場作業環境概況。  

3. 依據本規則第十三條規定，屬於第二級管理以上者，應由醫師註明其不適宜從事之作業與其

他應處理及注意事項；屬於第三級管理或第四級管理者，應由醫師註明臨床診斷；第三級管

理以上者，應由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實施健康追蹤檢查，必要時應實施疑似工作相關疾病之

現場評估，且應依評估結果重新分級；屬於第四級管理者，經醫師評估現場仍有工作危害因

子之暴露者，應採取危害控制及相關管理措施。  

4. 健康管理級數之說明：  

（1） 第一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全部項目正常，或部分項目異常，而

經醫師綜合判定為無異常者。 

（2） 第二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綜合判

定為異常，而與工作無關者。 

（3） 第三級管理之定義：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

綜合判定為異常，而無法確定此異常與工作之相關性，應進一步請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

評估者。 

（4） 第四級管理之定義：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

綜合判定為異常，且與工作有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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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十九 砷及其化合物作業 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紀錄  

一、基本資料  

1.姓名：     2.性別：□男 □女  3.身分證字號(護照號碼)：   

4.出生日期__年__月__日   5.受僱日期__年__月__日 6.檢查日期__年__月__日  

 

二、作業經歷  

1.曾經從事，起始日期：年月，截止日期：年月，共年月  

2.目前從事，起始日期：年月，截止日期：年月，共年月  

 

三、檢查時期（原因）：□新進員工（受僱時）□變更特殊作業    

□定期檢查          □健康追蹤檢查  

 

四、既往病史  您是否曾患有下列慢性疾病：（請在適當項目前打勾）  

1.心臟血管：□心臟衰竭  □缺血性心臟病  □無  

2.呼吸系統：□鼻竇炎  □氣喘  □慢性氣管炎、肺氣腫  □肺結核  □無  

3.皮膚系統：□手掌、腳底皮膚角化過度  □皮膚發疹  □色素沉著  □無  

4.癌    症：□皮膚癌  □其他癌症 □無    

5.其    他：□高血壓  □糖尿病  □肝臟疾病  □腎臟疾病  □烏腳病  □____  

6.□以上皆無  

 

五、生活習慣  

1.請問您過去一個月內是否有吸菸？  

□從未吸菸 □偶爾吸(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吸，平均每天吸支，已吸菸年  

□已經戒菸，戒了年個月  

2.請問您最近六個月內是否有嚼食檳榔？ 

□從未嚼食檳榔 □偶爾嚼(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嚼，平均每天嚼__顆，已嚼年  

□已經戒食，戒了年個月  

3.請問您過去一個月內是否有喝酒？ 

□從未喝酒       □偶爾喝(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喝，平均每週喝次，最常喝____酒，每次___瓶 

□已經戒酒，戒了年個月  

4.下列生活習慣：□染髮習慣  □使用染料 □飲用深井水   

□居住北門、學甲、布袋地區  

 

六、自覺症狀  您最近三個月是否常有下列症狀：（請在適當項目前打勾）  

1.心臟血管：□疲倦、倦怠  

2.呼吸系統：□咳嗽  □喉嚨痛   

3.神經系統：□末梢肢體麻木  □感覺異常  □無力  

4.皮膚系統：□暴露部位紅腫刺痛   

5.其他_________   

6.□以上皆無     

 

填表說明 

一、請受檢員工於勞工健檢前，填妥基本資料、作業經歷、檢查時期、既往病史、生活習慣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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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覺症狀六大項，再交由醫護人員作確認，以有效篩檢出疾病；若事業單位已提供受檢員

工基本資料及作業經歷電子檔給指定醫療機構，可不必請受檢員工重複填寫。 

二、自覺症狀乙項，請受檢者依自身實際症狀勾選。  

 

===================【以下由醫護人員填寫】==================== 

七、檢查項目  

1.基本項目：身高公分；體重公斤；腰圍公分；血壓  /  mmHg 

視力(矯正)：左右；辨色力測試：□正常□辨色力異常  

2.各系統或部位理學檢查：  

(1)鼻腔  

(2)呼吸系統  

(3)神經系統  

(4)腸胃系統  

(5)皮膚  

3.胸部 X 光：_________  

4.血液檢查：紅血球數_____   血色素  血球比容值____  白血球數_____  

5.生化血液檢查：血清丙胺酸轉胺酶(ALT)____  加瑪麩胺醯轉移酶(r-GT)_____  

6.尿液檢查：尿蛋白_____  尿潛血_____  尿沉渣鏡檢(細胞學檢查)_____   

7.尿中無機砷檢查：(包括三價砷、五價砷、單甲基砷、雙甲基砷及尿液肌酸酐之各項檢驗數值)  

 

八、健康追蹤檢查  

1.檢查日期___年___月___日  

2.檢查項目  

  (1)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_______  

  (5)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作業環境資料  

1.事業單位有無提供作業環境監測紀錄？  □有   □無  

2.健康管理為第三級管理以上，請註明影響判定結果之作業環境測定數據 

 

十、健康管理   

□第一級管理   

□第二級管理  

□第三級管理（應註明臨床診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級管理（應註明臨床診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應處理及注意事項（可複選）  

1.□檢查結果大致正常，請定期健康檢查。  

2.□檢查結果異常，宜在（期  限）內至醫療機構科，實施健康追蹤檢查。  

3.□檢查結果異常，不適宜從事______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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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檢查結果異常，應在（期   限）內至聘有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之門診實施健康追蹤檢查。  

5.□檢查結果異常，應考量調整工作。（請說明原因：）  

6.其他：                                  。 

 

健檢機構名稱、電話、地址：  

健檢醫師姓名(簽章)及證書字號：  

 

備註：  

1. 尿中無機砷檢查為特殊健康檢查項目，特殊體格檢查時不需列入。  

2. 在職勞工年齡達本規則第十一條規定者，一般健康檢查項目依附表八規定增列辦理。  

3. 第九項作業環境資料請填寫事業單位提供之作業環境監測資料或描述現場作業環境概況。  

4. 依據本規則第十三條規定，屬於第二級管理以上者，應由醫師註明其不適宜從事之作業與

其他應處理及注意事項；屬於第三級管理或第四級管理者，應由醫師註明臨床診斷；第三

級管理以上者，應由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實施健康追蹤檢查，必要時應實施疑似工作相關

疾病之現場評估，且應依評估結果重新分級；屬於第四級管理者，經醫師評估現場仍有工

作危害因子之暴露者，應採取危害控制及相關管理措施。  

5. 健康管理級數之說明：  

（1） 第一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全部項目正常，或部分項目異常，

而經醫師綜合判定為無異常者。 

（2） 第二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綜合

判定為異常，而與工作無關者。 

（3） 第三級管理之定義：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

師綜合判定為異常，而無法確定此異常與工作相關，應進一步請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

評估者。  

（4） 第四級管理之定義：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

師綜合判定為異常，且與工作有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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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十 錳及其化合物作業 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紀錄  

一、基本資料  

1.姓名：     2.性別：□男 □女  3.身分證字號(護照號碼)：   

4.出生日期__年__月__日   5.受僱日期__年__月__日 6.檢查日期__年__月__日  

 

二、作業經歷  

1.曾經從事，起始日期：年月，截止日期：年月，共年月  

2.目前從事，起始日期：年月，截止日期：年月，共年月  

 

三、檢查時期（原因）：□新進員工（受僱時）□變更特殊作業   

□定期檢查          □健康追蹤檢查  

 

四、既往病史  您是否曾患有下列慢性疾病：（請在適當項目前打勾） 

 1.神經系統：□運動神經病變 □巴金森症候群 □肌張力不全症 □無  

2.精神疾病：□記憶困難 □產生幻覺 □情感性精神疾病 □其他精神疾病 □無  

3.肝    臟：□B 型肝炎 □C 型肝炎 □脂肪肝□酒精性肝炎□藥物性肝炎 □無  

4.其    他：□腎臟疾病 □________  

5.□以上皆無  

 

五、生活習慣  

1.請問您過去一個月內是否有吸菸？ 

□從未吸菸  □偶爾吸(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吸，平均每天吸支，已吸菸年  

□已經戒菸，戒了年個月  

2.請問您最近六個月內是否有嚼食檳榔？ 

□從未嚼食檳榔  □偶爾嚼(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嚼，平均每天嚼__顆，已嚼年  

□已經戒食，戒了年個月  

3.請問您過去一個月內是否有喝酒？ 

□從未喝酒       □偶爾喝(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喝，平均每週喝次，最常喝____酒，每次___瓶  

□已經戒酒，戒了年個月  

 

六、自覺症狀  您最近三個月是否常有下列症狀：（請在適當項目前打勾）  

1.神經系統：□全身無力 □倦怠  □反應慢  □失眠  □精神不集中 □步態異常 

□手部顫抖 □手腳僵硬  

2.精神狀態：□情緒不穩 □焦躁不安 □記憶衰退 □產生幻覺  

3.消化系統：□食慾不振  

4.生殖系統：□性慾降低 □性無能  

5.其他_________  

6.□以上皆無    

 

填表說明 

一、請受檢員工於勞工健檢前，填妥基本資料、作業經歷、檢查時期、既往病史、生活習慣及

自覺症狀六大項，再交由醫護人員作確認，以有效篩檢出疾病；若事業單位已提供受檢員

工基本資料及作業經歷電子檔給指定醫療機構，可不必請受檢員工重複填寫。  

二、自覺症狀乙項，請受檢者依自身實際症狀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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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由醫護人員填寫】====================  

七、檢查項目  

1.基本項目：身高公分；體重公斤；腰圍公分；血壓    /   mmHg 

視力(矯正)：左右；辨色力測試：□正常□辨色力異常  

2.各系統理學檢查：  

(1)神經系統（含巴金森症候群）  

(2)呼吸系統  

(3)精神狀態  

3.胸部 X 光：_________  

 

八、健康追蹤檢查  

1.檢查日期___年___月___日  

2.檢查項目  

(1)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_______    

(5)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作業環境資料  

1.事業單位有無提供作業環境監測紀錄？  □有   □無  

2.健康管理為第三級管理以上，請註明影響判定結果之作業環境測定數據__________  

 

十、健康管理   

□第一級管理   

□第二級管理  

□第三級管理（應註明臨床診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級管理（應註明臨床診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應處理及注意事項（可複選）  

1.□檢查結果大致正常，請定期健康檢查。  

2.□檢查結果異常，宜在（期   限）內至醫療機構科，實施健康追蹤檢查。  

3.□檢查結果異常，不適宜從事______作業。  

4.□檢查結果異常，應在（期   限）內至聘有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之門診實施健康追蹤檢查。  

5.□檢查結果異常，應考量調整工作。（請說明原因：）  

6.其他：                                                   。 

 

健檢機構名稱、電話、地址：  

健檢醫師姓名(簽章)及證書字號：  

 

備註：  

1. 在職勞工年齡達本規則第十一條規定者，一般健康檢查項目依附表八規定增列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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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九項作業環境資料請填寫事業單位提供之作業環境監測資料或描述現場作業環境概況。  

3. 依據本規則第十三條規定，屬於第二級管理以上者，應由醫師註明其不適宜從事之作業與

其他應處理及注意事項；屬於第三級管理或第四級管理者，應由醫師註明臨床診斷；第三

級管理以上者，應由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實施健康追蹤檢查，必要時應實施疑似工作相關

疾病之現場評估，且應依評估結果重新分級；屬於第四級管理者，經醫師評估現場仍有工

作危害因子之暴露者，應採取危害控制及相關管理措施。  

4. 健康管理級數之說明：  

（1） 第一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全部項目正常，或部分項目異常，而

經醫師綜合判定為無異常者。  

（2） 第二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綜合判

定為異常，而與工作無關者。  

（3） 第三級管理之定義：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

綜合判定為異常，而無法確定此異常與工作之相關性，應進一步請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

評估者。  

（4） 第四級管理之定義：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

綜合判定為異常，且與工作有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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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十一 黃磷作業 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紀錄  

一、基本資料  

1.姓名：     2.性別：□男 □女  3.身分證字號(護照號碼)：   

4.出生日期__年__月__日   5.受僱日期__年__月__日 6.檢查日期__年__月__日  

 

二、作業經歷  

1.曾經從事，起始日期：年月，截止日期：年月，共年月  

2.目前從事，起始日期：年月，截止日期：年月，共年月  

 

三、檢查時期（原因）：□新進員工（受僱時）□變更特殊作業 

□定期檢查          □健康追蹤檢查 

 

四、既往病史  您是否曾患有下列慢性疾病：（請在適當項目前打勾）  

1.呼吸系統：□慢性氣管炎、肺氣腫   □肺炎   □無  

2.肝臟疾病：□B 型肝炎 □C 型肝炎 □脂肪肝 □酒精性肝炎□藥物性肝炎 □無  

3.其    他：□疲倦、倦怠  □貧血  □眼睛疾病  □腎臟疾病  □_____  

4.□以上皆無  

 

五、生活習慣  

1.請問您過去一個月內是否有吸菸？  

□從未吸菸  □偶爾吸(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吸，平均每天吸支，已吸菸年  

□已經戒菸，戒了年個月  

2.請問您最近六個月內是否有嚼食檳榔？  

□從未嚼食檳榔  □偶爾嚼(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嚼，平均每天嚼__顆，已嚼年  

□已經戒食，戒了年個月  

3.請問您過去一個月內是否有喝酒？  

□從未喝酒       □偶爾喝(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喝，平均每週喝次，最常喝____酒，每次___瓶  

□已經戒酒，戒了年個月  

 

六、自覺症狀  您最近三個月是否常有下列症狀：（請在適當項目前打勾）  

1.心臟血管：□心悸  □頭暈  □頭痛   

2.呼吸系統：□咳嗽  □咳痰  □呼吸困難  □胸痛  

3.腎臟泌尿：□排尿不適      □多尿、頻尿  

4.消化系統：□噁心  □腹痛  □便秘  □腹瀉  □血便  □食慾不振  

5.其    他：□牙痛  □下顎痛   □________  

6.□以上皆無  

 

填表說明 

一、 請受檢員工於勞工健檢前，填妥基本資料、作業經歷、檢查時期、既往病史、生活習慣及

自覺症狀六大項，再交由醫護人員作確認，以有效篩檢出疾病；若事業單位已提供受檢員

工基本資料及作業經歷電子檔給指定醫療機構，可不必請受檢員工重複填寫。 

二、 自覺症狀乙項，請受檢者依自身實際症狀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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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由醫護人員填寫】====================  

七、檢查項目  

1.基本項目：身高公分；體重公斤；腰圍公分；血壓    /   mmHg  

視力(矯正)：左右；辨色力測試：□正常□辨色力異常  

2.各系統或部位理學檢查：  

(1)呼吸系統  

(2)肝臟  

(3)腎臟  

(4)皮膚  

(5)眼睛  

(6)牙齒及下顎（疼痛、變形）  

3.生化血液檢查：血清丙胺酸轉胺酶(ALT)_______  加瑪麩胺醯轉移酶(r-GT)______  

4.血液檢查：紅血球數________   血色素   血球比容值_______  

 白血球數________   白血球分類_________  

 

八、健康追蹤檢查  

1.檢查日期___年___月___日  

2.檢查項目  

(1)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_______   

(5)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作業環境資料  

1.事業單位有無提供作業環境監測紀錄？  □有   □無  

2.健康管理為第三級管理以上，請註明影響判定結果之作業環境測定數據_________  

 

十、健康管理   

□第一級管理   

□第二級管理  

□第三級管理（應註明臨床診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級管理（應註明臨床診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應處理及注意事項（可複選）  

1.□檢查結果大致正常，請定期健康檢查。  

2.□檢查結果異常，宜在（期   限）內至醫療機構科，實施健康追蹤檢查。  

3.□檢查結果異常，不適宜從事______作業。  

4.□檢查結果異常，應在（期   限）內至聘有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之門診實施健康追蹤檢查。  

5.□檢查結果異常，應考量調整工作。（請說明原因：）  

6.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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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檢機構名稱、電話、地址：  

健檢醫師姓名(簽章)及證書字號：  

 

備註：  

1. 在職勞工年齡達本規則第十一條規定者，一般健康檢查項目依附表八規定增列辦理。  

2. 第九項作業環境資料請填寫事業單位提供之作業環境監測資料或描述現場作業環境概況。  

3. 依據本規則第十三條規定，屬於第二級管理以上者，應由醫師註明其不適宜從事之作業與

其他應處理及注意事項；屬於第三級管理或第四級管理者，應由醫師註明臨床診斷；第三

級管理以上者，應由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實施健康追蹤檢查，必要時應實施疑似工作相關

疾病之現場評估，且應依評估結果重新分級；屬於第四級管理者，經醫師評估現場仍有工

作危害因子之暴露者，應採取危害控制及相關管理措施。  

4. 健康管理級數之說明：  

（1） 第一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全部項目正常，或部分項目異常，而

經醫師綜合判定為無異常者。  

（2） 第二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綜合判

定為異常，而與工作無關者。  

（3） 第三級管理之定義：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

綜合判定為異常，而無法確定此異常與工作之相關性，應進一步請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

評估者。  

（4） 第四級管理之定義：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

綜合判定為異常，且與工作有關者。 
 

  



 
 

216 

附表三十二 聯吡啶或巴拉刈作業 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紀錄  

一、基本資料  

1.姓名：     2.性別：□男 □女  3.身分證字號(護照號碼)：   

4.出生日期__年__月__日   5.受僱日期__年__月__日 6.檢查日期__年__月__日  

 

二、作業經歷  

1.曾經從事，起始日期：年月，截止日期：年月，共年月  

2.目前從事，起始日期：年月，截止日期：年月，共年月  

 

三、檢查時期（原因）：□新進員工（受僱時）□變更特殊作業   

□定期檢查          □健康追蹤檢查  

 

四、既往病史  您是否曾患有下列慢性疾病：（請在適當項目前打勾）  

1.皮膚系統：□皮膚角化  □黑斑  □疑似皮膚癌症  □無  

2.其他________  

3.□以上皆無  

 

五、生活習慣  

1.請問您過去一個月內是否有吸菸？ 

□從未吸菸 □偶爾吸(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吸，平均每天吸支，已吸菸年  

□已經戒菸，戒了年個月  

2.請問您最近六個月內是否有嚼食檳榔？ 

□從未嚼食檳榔  □偶爾嚼(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嚼，平均每天嚼__顆，已嚼年  

□已經戒食，戒了年個月  

3.請問您過去一個月內是否有喝酒？ 

□從未喝酒       □偶爾喝(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喝，平均每週喝次，最常喝____酒，每次___瓶  

□已經戒酒，戒了年個月  

 

六、自覺症狀  您最近三個月是否常有下列症狀：（請在適當項目前打勾） 

1.心臟血管：□心悸  □頭暈  □頭痛  

2.呼吸系統：□咳嗽  □咳痰  □呼吸困難  □胸痛  

3.皮膚系統：□暴露部位皮膚紅腫 □傷口較難癒合□皮膚潰瘍□皮下結節  

4.其他________  

5.□以上皆無  

 

填表說明 

一、 請受檢員工於勞工健檢前，填妥基本資料、作業經歷、檢查時期、既往病史、生活習慣

及自覺症狀六大項，再交由醫護人員作確認，以有效篩檢出疾病；若事業單位已提供受檢

員工基本資料及作業經歷電子檔給指定醫療機構，可不必請受檢員工重複填寫。 

二、自覺症狀乙項，請受檢者依自身實際症狀勾選。  

 

===================【以下由醫護人員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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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檢查項目  

1.基本項目：身高公分；體重公斤；腰圍公分；血壓    /   mmHg  

視力(矯正)：左右；辨色力測試：□正常□辨色力異常  

2.各系統理學檢查：  

(1)皮膚及指甲  

 

八、健康追蹤檢查  

1.檢查日期___年___月___日  

2.檢查項目  

(1)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_______    

(5)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作業環境資料  

1.事業單位有無提供作業環境監測紀錄？  □有   □無  

2.健康管理為第三級管理以上，請註明影響判定結果之作業環境測定數據_________  

 

十、健康管理   

□第一級管理   

□第二級管理  

□第三級管理（應註明臨床診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級管理（應註明臨床診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應處理及注意事項（可複選）  

1.□檢查結果大致正常，請定期健康檢查。  

2.□檢查結果異常，宜在（期   限）內至醫療機構科，實施健康追蹤檢查。  

3.□檢查結果異常，不適宜從事______作業。  

4.□檢查結果異常，應在（期   限）內至聘有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之門診實施健康追蹤檢查。  

5.□檢查結果異常，應考量調整工作。（請說明原因：）  

6.其他：                                                  。 

 

健檢機構名稱、電話、地址： 

健檢醫師姓名(簽章)及證書字號：  

 

備註：  

1. 在職勞工年齡達本規則第十一條規定者，一般健康檢查項目依附表八規定增列辦理。  

2. 第九項作業環境資料請填寫事業單位提供之作業環境監測資料或描述現場作業環境概況。  

3. 依據本規則第十三條規定，屬於第二級管理以上者，應由醫師註明其不適宜從事之作業與

其他應處理及注意事項；屬於第三級管理或第四級管理者，應由醫師註明臨床診斷；第三

級管理以上者，應由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實施健康追蹤檢查，必要時應實施疑似工作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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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之現場評估，且應依評估結果重新分級；屬於第四級管理者，經醫師評估現場仍有工

作危害因子之暴露者，應採取危害控制及相關管理措施。  

4. 健康管理級數之說明：  

（1） 第一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全部項目正常，或部分項目異常，而

經醫師綜合判定為無異常者。  

（2） 第二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綜合判

定為異常，而與工作無關者。  

（3） 第三級管理之定義：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

綜合判定為異常，而無法確定此異常與工作之相關性，應進一步請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

評估者。  

（4） 第四級管理之定義：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

綜合判定為異常，且與工作有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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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十三 鉻酸及其鹽類或重鉻酸及其鹽類作業 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紀錄 

一、基本資料  

1.姓名：     2.性別：□男 □女  3.身分證字號(護照號碼)：   

4.出生日期__年__月__日   5.受僱日期__年__月__日 6.檢查日期__年__月__日  

 

二、作業經歷  

1.曾經從事，起始日期：年月，截止日期：年月，共年月  

2.目前從事，起始日期：年月，截止日期：年月，共年月  

 

三、檢查時期（原因）：□新進員工（受僱時）□變更特殊作業   

□定期檢查          □健康追蹤檢查  

 

四、既往病史  您是否曾患有下列慢性疾病：（請在適當項目前打勾）  

1.呼吸系統：□慢性鼻炎 □咽喉炎□支氣管炎□氣喘□鼻中膈穿孔□無  

2.皮膚系統：□皮膚炎 □皮膚潰瘍 □無  

3.癌    症：□肺癌   □其他癌症_________  □無  

4.其    他：□腎臟疾病 □________  

5.□以上皆無  

 

五、生活習慣  

1.請問您過去一個月內是否有吸菸？ 

□從未吸菸  □偶爾吸(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吸，平均每天吸支，已吸菸年  

□已經戒菸，戒了年個月  

2.請問您最近六個月內是否有嚼食檳榔？ 

□從未嚼食檳榔  □偶爾嚼(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嚼，平均每天嚼__顆，已嚼年  

□已經戒食，戒了年個月  

3.請問您過去一個月內是否有喝酒？ 

□從未喝酒       □偶爾喝(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喝，平均每週喝次，最常喝____酒，每次___瓶 

□已經戒酒，戒了年個月  

 

六、自覺症狀  您最近三個月是否常有下列症狀：（請在適當項目前打勾）  

1.呼吸系統：□咳嗽  □咳痰  □胸痛  □鼻塞  □流鼻血  □喉嚨痛    

2.皮膚系統：□紅疹  □傷口癒合慢    □潰瘍  

3.其他_________  

4.□以上皆無  

 

填表說明 

一、 請受檢員工於勞工健檢前，填妥基本資料、作業經歷、檢查時期、既往病史、生活習慣及

自覺症狀六大項，再交由醫護人員作確認，以有效篩檢出疾病；若事業單位已提供受檢員

工基本資料及作業經歷電子檔給指定醫療機構，可不必請受檢員工重複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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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覺症狀乙項，請受檢者依自身實際症狀勾選。  

 

===================【以下由醫護人員填寫】====================  

七、檢查項目  

1.基本項目：身高公分；體重公斤；腰圍公分；血壓  /  mmHg  

視力(矯正)：左右；辨色力測試：□正常   □辨色力異常  

2.從事工作四年以上者，胸部 X 光：________  

3.各系統理學檢查：  

(1)呼吸系統(鼻黏膜、鼻中膈穿孔)  

(2)皮膚(暴露部位皮膚炎、潰瘍)   

 

八、健康追蹤檢查  

1.檢查日期___年___月___日  

2.檢查項目  

(1)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_______   

(5)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作業環境資料  

1.事業單位有無提供作業環境監測紀錄？  □有   □無  

2.健康管理為第三級管理以上，請註明影響判定結果之作業環境測定數據 

 

十、健康管理   

□第一級管理   

□第二級管理  

□第三級管理（應註明臨床診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級管理（應註明臨床診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 應處理及注意事項（可複選）  

1.□檢查結果大致正常，請定期健康檢查。  

2.□檢查結果異常，宜在（期   限）內至醫療機構科，實施健康追蹤檢查。  

3.□檢查結果異常，不適宜從事______作業。  

4.□檢查結果異常，應在（期   限）內至聘有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之門診實施健康追蹤檢查。  

5.□檢查結果異常，應考量調整工作。（請說明原因：）  

6.其他：                                         。 

 

健檢機構名稱、電話、地址： 

健檢醫師姓名(簽章)及證書字號：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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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職勞工年齡達本規則第十一條規定者，一般健康檢查項目依附表八規定增列辦理。  

2. 第九項作業環境資料請填寫事業單位提供之作業環境監測資料或描述現場作業環境概況。  

3. 依據本規則第十三條規定，屬於第二級管理以上者，應由醫師註明其不適宜從事之作業與

其他應處理及注意事項；屬於第三級管理或第四級管理者，應由醫師註明臨床診斷；第三

級管理以上者，應由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實施健康追蹤檢查，必要時應實施疑似工作相關

疾病之現場評估，且應依評估結果重新分級；屬於第四級管理者，經醫師評估現場仍有工

作危害因子之暴露者，應採取危害控制及相關管理措施。  

4. 健康管理級數之說明：  

（1） 第一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全部項目正常，或部分項目異常，而

經醫師綜合判定為無異常者。  

（2） 第二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綜合判

定為異常，而與工作無關者。  

（3） 第三級管理之定義：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

綜合判定為異常，而無法確定此異常與工作之相關性，應進一步請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

評估者。  

（4） 第四級管理之定義：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

綜合判定為異常，且與工作有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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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十四 鎘及其化合物作業 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紀錄  

一、基本資料  

1.姓名：     2.性別：□男 □女  3.身分證字號(護照號碼)：   

4.出生日期__年__月__日   5.受僱日期__年__月__日 6.檢查日期__年__月__日  

 

二、作業經歷  

1.曾經從事，起始日期：年月，截止日期：年月，共年月  

2.目前從事，起始日期：年月，截止日期：年月，共年月  

 

三、檢查時期（原因）：□新進員工（受僱時）□變更特殊作業   

□定期檢查          □健康追蹤檢查  

 

四、既往病史  您是否曾患有下列慢性疾病：（請在適當項目前打勾）  

1.心臟血管：□高血壓 □無  

2.呼吸系統：□慢性鼻炎 □咽喉炎 □慢性氣管炎、肺氣腫 □無  

3.消化系統：□消化性潰瘍、胃炎  □逆流性食道炎  □無  

4.癌    症：□肺癌   □前列腺癌 □無  

5.其    他：□腎臟疾病 □糖尿病 □骨質疏鬆症 □_______  

6.□以上皆無  

 

五、生活習慣  

1.請問您過去一個月內是否有吸菸？  

□從未吸菸  □偶爾吸(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吸，平均每天吸支，已吸菸年  

□已經戒菸，戒了年個月  

2.請問您最近六個月內是否有嚼食檳榔？ 

□從未嚼食檳榔 □偶爾嚼(不是天天)□(幾乎)每天嚼，平均每天嚼__顆，已嚼年  

□已經戒食，戒了年個月  

3.請問您過去一個月內是否有喝酒？ 

□從未喝酒       □偶爾喝(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喝，平均每週喝次，最常喝____酒，每次___瓶  

□已經戒酒，戒了年個月  

 

六、自覺症狀  您最近三個月是否常有下列症狀：（請在適當項目前打勾）  

1.心臟血管：□貧血  

2.呼吸系統：□咳嗽  □咳痰  □喉嚨乾燥  □鼻黏膜異常  □胸痛  

3.消化系統：□食慾不振 □噁心 □嘔吐 □腹痛 □腹瀉 □體重減輕約__公斤  

4.骨骼系統：□骨頭痛  

5.其他_________  

6.□以上皆無  

 

填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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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請受檢員工於勞工健檢前，填妥基本資料、作業經歷、檢查時期、既往病史、生活習慣及

自覺症狀六大項，再交由醫護人員作確認，以有效篩檢出疾病；若事業單位已提供受檢員

工基本資料及作業經歷電子檔給指定醫療機構，可不必請受檢員工重複填寫。 

二、 自覺症狀乙項，請受檢者依自身實際症狀勾選。  

 

====================【以下由醫護人員填寫】====================  

七、檢查項目  

1. 基本項目：身高公分；體重公斤；腰圍公分；血壓    /   mmHg 

視力(矯正)：左右；辨色力測試：□正常□辨色力異常  

2. 各系統或部位理學檢查：  

(1)牙齒(鎘黃色環)  

(2)鼻黏膜  

(2)結膜（貧血）  

3. 尿液檢查：尿蛋白 

4. 尿中鎘檢查：________  

5. 呼吸系統有自覺或他覺症狀時：肺功能檢查（包括用力肺活量(FVC)、一秒最大呼 

氣量(FEV1.0)及 FEV1.0 /FVC）  

 

八、健康追蹤檢查  

1.檢查日期___年___月___日  

2.檢查項目  

  (1)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_______  

  (5)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作業環境資料  

1.事業單位有無提供作業環境監測紀錄？  □有   □無  

2.健康管理為第三級管理以上，請註明影響判定結果之作業環境測定數據__________  

 

十、健康管理   

□第一級管理   

□第二級管理  

□第三級管理（應註明臨床診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級管理（應註明臨床診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 應處理及注意事項（可複選）  

1.□檢查結果大致正常，請定期健康檢查。  

2.□檢查結果異常，宜在（期   限）內至醫療機構科，實施健康追蹤檢查。  

3.□檢查結果異常，不適宜從事______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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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檢查結果異常，應在（期   限）內至聘有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之門診實施健康追蹤檢查。  

5.□檢查結果異常，應考量調整工作。（請說明原因：）  

6.其他：                                                    。 

 

健檢機構名稱、電話、地址：  

健檢醫師姓名(簽章)及證書字號：  

 

備註：  

1. 尿中鎘、肺功能檢查及呼吸系統理學檢查為特殊健康檢查項目，特殊體格檢查時不需列入。  

2. 在職勞工年齡達本規則第十一條規定者，一般健康檢查項目依附表八規定增列辦理。  

3. 第九項作業環境資料請填寫事業單位提供之作業環境監測資料或描述現場作業環境概況。  

4. 依據本規則第十三條規定，屬於第二級管理以上者，應由醫師註明其不適宜從事之作業與

其他應處理及注意事項；屬於第三級管理或第四級管理者，應由醫師註明臨床診斷；第三

級管理以上者，應由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實施健康追蹤檢查，必要時應實施疑似工作相關

疾病之現場評估，且應依評估結果重新分級；屬於第四級管理者，經醫師評估現場仍有工

作危害因子之暴露者，應採取危害控制及相關管理措施。  

5. 健康管理級數之說明：  

（1） 第一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全部項目正常，或部分項目異常，而

經醫師綜合判定為無異常者。  

（2） 第二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綜合判

定為異常，而與工作無關者。  

（3） 第三級管理之定義：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

綜合判定為異常，而無法確定此異常與工作之相關性，應進一步請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

評估者。  

（4） 第四級管理之定義：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

綜合判定為異常，且與工作有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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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十五 粉塵作業 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紀錄  

一、基本資料  

1.姓名：     2.性別：□男 □女  3.身分證字號(護照號碼)：   

4.出生日期__年__月__日   5.受僱日期__年__月__日 6.檢查日期__年__月__日  

 

二、作業經歷  

1.曾經從事，起始日期：年月，截止日期：年月，共年月  

2.目前從事，起始日期：年月，截止日期：年月，共年月  

 

三、檢查時期（原因）：□新進員工（受僱時）□變更特殊作業   

□定期檢查          □健康追蹤檢查  

 

四、既往病史  您是否曾患有下列慢性疾病（請在適當項目前打勾）  

1.心臟血管：□心臟疾病 □無  

2.呼吸系統：□肺結核 □哮喘 □塵肺症 □無  

3.□以上皆無  

 

五、生活習慣  

1.請問您過去一個月內是否有吸菸？ 

□從未吸菸  □偶爾吸(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吸，平均每天吸支，已吸菸年  

□已經戒菸，戒了年個月  

2.請問您最近六個月內是否有嚼食檳榔？ 

□從未嚼食檳榔  □偶爾嚼(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嚼，平均每天嚼__顆，已嚼年  

□已經戒食，戒了年個月  

3.請問您過去一個月內是否有喝酒？ 

□從未喝酒       □偶爾喝(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喝，平均每週喝次，最常喝____酒，每次___瓶 

□已經戒酒，戒了年個月  

 

六、自覺症狀  您最近三個月是否常有下列症狀：（請在適當項目前打勾）  

1.心臟血管：□胸痛  □心悸亢進(作業時，步行時，安靜時) □貧血  

2.呼吸系統：□呼吸困難（1 2 3 4 5 註）  □咳嗽  □喀痰    

3.其他_________  

4.□以上皆無  

 

填表說明 

一、 請受檢員工於勞工健檢前，填妥基本資料、作業經歷、檢查時期、既往病史、生活習慣及

自覺症狀六大項，再交由醫護人員作確認，以有效篩檢出疾病；若事業單位已提供受檢員

工基本資料及作業經歷電子檔給指定醫療機構，可不必請受檢員工重複填寫。 

二、 自覺症狀乙項，請受檢者依自身實際症狀勾選。  

註：呼吸困難 1：係指與相同年齡之健康者同樣能工作、步行、上坡、及上下樓梯者。  

呼吸困難 2：係指與相同年齡之健康者同樣能步行但不能上坡及上樓梯者。 

呼吸困難 3：係指與相同年齡之健康者在平地不能同樣步行，但以自己步速能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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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里以上者。  

呼吸困難 4：係指繼續步行五十公尺以上即須停頓者。  

呼吸困難 5：係指因說話、換衣就有呼吸困難，因此不能走出屋外者。  

 

====================【以下由醫護人員填寫】==================== 

七、檢查項目  

1.基本項目：身高公分；體重公斤；腰圍公分；血壓    /   mmHg  

視力(矯正)：左右；辨色力測試：□正常   □辨色力異常  

2.各系統或部位理學檢查：  

(1)呼吸系統 

(2)心臟循環系統（脈搏、貧血） 

3.胸部 X 光：  

肺  

小 陰 影  

特 徵  大 小  密 度 分 佈  影 響 部 位  

圓形陰影  P q r  

0 1 2 3   

 上肺部  中肺部  下肺部  

不規則陰影  S t u  
左     

右     

大陰影：0 A B C  

胸膜  
肥厚  

肋膜斑 (pleural plaque)：無 , 右,   左  

肋膜增厚（pleural thickening）: 無 , 右,   左  

鈣化：無 , 右,   左  

附 加 記 載

事 項 

aa at ax bu ca cg cn co cp cv di ef em es fr hi ho id ih kl me pa pb pi px ra rp tb od   

X 光 照 片

像 型 別 

正常 一型 二型 三型 四型  

 

 

4.肺功能檢查（包括用力肺活量(FVC)、一秒最大呼氣量(FEV1.0)及 FEV1.0 /FVC）  

 

八、健康追蹤檢查  

1.檢查日期___年___月___日  

2.檢查項目 

(1)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_______    

(5)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作業環境資料  

1.事業單位有無提供作業環境監測紀錄？  □有   □無  

2.健康管理為第三級管理以上，請註明影響判定結果之作業環境測定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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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健康管理   

□第一級管理   

□第二級管理  

□第三級管理（應註明臨床診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級管理（應註明臨床診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應處理及注意事項（可複選）  

1.□檢查結果大致正常，請定期健康檢查。  

2.□檢查結果異常，宜在（期   限）內至醫療機構科，實施健康追蹤檢查。  

3.□檢查結果異常，不適宜從事______作業。  

4.□檢查結果異常，應在（期   限）內至聘有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之門診實施健康追蹤檢查。  

5.□檢查結果異常，應考量調整工作。（請說明原因：）  

6.其他：                                                    。 

 

健檢機構名稱、電話、地址：  

健檢醫師姓名(簽章)及證書字號：  

 

備註： 

1. Ｘ光攝影檢查所載記號之說明  

（1） 小陰影大小（最大直徑一公分以下者） 

ｐ：圓形陰影其直徑小於 1.5 公釐者。  

ｑ：圓形陰影其直徑大於 1.5，但不超過 3 公釐者。 

ｒ：圓形陰影其直徑大於 3，但不超過 10 公釐者。  

ｓ：不規則陰影其寬度小於 1.5 公釐者。  

ｔ：不規則陰影其寬度大於 1.5，但不超過 3 公釐者。 

ｕ：不規則陰影其寬度大於 3，但不超過 10 公釐者。  

（2） 小陰影密度 

0：無小陰影。 

1：稀疏（少數陰影）：正常之肺紋理(lung marking)明顯可見。 

      2：密集（多數密集陰影）： 

圓形陰影：正常之肺紋理仍然明顯可見。 

不規則陰影：正常之肺紋理部分模糊不清。 

3：極密（極多數密集陰影）： 

圓形陰影：正常之肺紋理部分或全部模糊不清。 

不規則陰影：正常之肺紋理全部模糊不清。 

（3） 大陰影 

0：無大陰影。  

A：一個大陰影之最大寬度不超過五公分，或多個大陰影之最大寬度總和不超過五公分。 

B：一個大陰影之最大寬度超過五公分，但未超過右上肺區域之面積，或多個大陰影之

最大寬度總和超過五公分但未超過右上肺區域之面積（介於 AC 兩者間之大陰影）。 

C：一個大陰影超過右上肺區域之面積，或多個大陰影總和超過右上肺區域之面積。 

（4） 附加記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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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主動脈粥樣硬化。 

at：明顯肺尖部肋膜增厚  ax：小陰影融合。 

bu：氣泡。 

ca：胸腔癌症，不包括間皮細胞瘤。 

cg：非塵肺之鈣化小節（如：肉芽腫）或結節。 

cn：小塵肺陰影之鈣化。 

co：心臟大小或形狀之異常。 

cp：肺性心臟病(因肺血管高血壓引致之心臟病)。 

cv：空洞。 

di：胸腔內的結構之顯著扭曲或變形。 

ef：肋膜積液。 

em：肺氣腫。 

es：肺門或縱隔淋巴結之蛋殼狀鈣化。 

fr：肋骨骨折（包括急性或已經癒合）。 

hi：非鈣化性肺門或縱隔淋巴結之腫大。 

ho：蜂巢狀肺。 

id：橫膈膜邊緣輪廓不清的。 

ih：心臟邊緣輪廓不清的。 

kl: 中隔 (Septal 或 Kerley) 線。 

me：間皮細胞瘤。 

pa：扁平狀肺膨脹不全。 

pb：肺實質內纖維帶狀。 

pi：肺葉間裂中之肋膜增厚。 

px：氣胸。 

ra：圓形肺膨脹不全。 

rp：風濕性塵肺症。 

tb：肺結核。 

od：其他有意義之異常。 

（5）X 光照像型別 

        一型：兩側肺野有明顯而分佈稀疏之圓型或不規則陰影，但無大陰影者。 

二型：兩側肺野有明顯而分佈密集之圓型或不規則陰影，但無大陰影者。 

三型：兩側肺野有明顯而分佈極密之圓型或不規則陰影，但無大陰影者。 

四型：有明顯的圓型或不規則陰影，且有大陰影者。 

2. 在職勞工年齡達本規則第十一條規定者，一般健康檢查項目依附表八規定增列辦理。  

3. 第九項作業環境資料請填寫事業單位提供之作業環境監測資料或描述現場作業環境概

況。  

4. 依據本規則第十三條規定，屬於第二級管理以上者，應由醫師註明其不適宜從事之作業與

其他應處理及注意事項；屬於第三級管理或第四級管理者，應由醫師註明臨床診斷；第三

級管理以上者，應由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實施健康追蹤檢查，必要時應實施疑似工作相關

疾病之現場評估，且應依評估結果重新分級；屬於第四級管理者，經醫師評估現場仍有工

作危害因子之暴露者，應採取危害控制及相關管理措施。  

5. 健康管理級數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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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全部項目正常，或部分項目異常，

而經醫師綜合判定為無異常者。  

（2） 第二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綜合

判定為異常，而與工作無關者。  

（3） 第三級管理之定義：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

師綜合判定為異常，而無法確定此異常與工作之相關性，應進一步請職業醫學科專科

醫師評估者。  

（4） 第四級管理之定義：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

師綜合判定為異常，且與工作有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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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十六 鎳及其化合物作業 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紀錄  

一、基本資料  

1.姓名：     2.性別：□男 □女  3.身分證字號(護照號碼)：   

4.出生日期__年__月__日   5.受僱日期__年__月__日 6.檢查日期__年__月__日  

 

二、作業經歷  

1.曾經從事，起始日期：年月，截止日期：年月，共年月  

2.目前從事，起始日期：年月，截止日期：年月，共年月  

 

三、檢查時期（原因）：□新進員工（受僱時）□變更特殊作業   

□定期檢查          □健康追蹤檢查  

 

四、既往病史  您是否曾患有下列慢性疾病：（請在適當項目前打勾）  

1.呼吸系統：□鼻竇炎  □氣喘  □慢性氣管炎  □肺結核  □無  

2.皮膚系統：□過敏性皮膚炎  □皮膚發疹  □無  

3.癌    症：□皮膚癌  □肺癌  □鼻癌  □其他癌症 □無    

4.其    他：□____  

5.□以上皆無  

 

五、生活習慣  

1.請問您過去一個月內是否有吸菸？  

□從未吸菸 □偶爾吸(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吸，平均每天吸支，已吸菸年  

□已經戒菸，戒了年個月  

2.請問您最近六個月內是否有嚼食檳榔？ 

□從未嚼食檳榔  □偶爾嚼(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嚼，平均每天嚼__顆，已嚼年  

□已經戒食，戒了年個月  

3.請問您過去一個月內是否有喝酒？ 

□從未喝酒       □偶爾喝(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喝，平均每週喝次，最常喝____酒，每次___瓶 

□已經戒酒，戒了年個月  

 

六、自覺症狀  您最近三個月是否常有下列症狀：（請在適當項目前打勾）  

1.心臟血管：□疲倦、倦怠  □胸悶  □頭暈、頭痛  

2.呼吸系統：□咳嗽  □呼吸喘  □鼻塞  □鼻炎  □流鼻血  

3.皮膚系統：□皮膚搔癢  □皮膚發炎（紅腫、水泡、乾燥、刺痛、脫皮）  

4.腸胃系統：□噁心  □嘔吐  □腹瀉  

5.其他_________   

6.□以上皆無     

填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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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請受檢員工於勞工健檢前，填妥基本資料、作業經歷、檢查時期、既往病史、生活習慣及

自覺症狀六大項，再交由醫護人員作確認，以有效篩檢出疾病；若事業單位已提供受檢員

工基本資料及作業經歷電子檔給指定醫療機構，可不必請受檢員工重複填寫。 

二、 自覺症狀乙項，請受檢者依自身實際症狀勾選。  

 

===================【以下由醫護人員填寫】====================  

七、檢查項目  

1.基本項目：身高公分；體重公斤；腰圍公分；血壓    /   mmHg  

視力(矯正)：左右；辨色力測試：□正常□辨色力異常  

2.各系統或部位理學檢查：  

(1)呼吸系統(含鼻腔)  

(2)腸胃系統  

(3)神經系統  

(4)皮膚  

3.胸部 X 光：_________  

4.血液檢查：紅血球數_______血色素______血球比容値_______白血球數_______  

5.生化血液檢查：血清丙胺酸轉胺酶(ALT)________加瑪麩胺醯轉移酶(r-GT)_______  

6.尿液檢查：尿蛋白_______尿潛血_______尿沉渣鏡檢(細胞學檢查)_________  

7.肺功能檢查（包括用力肺活量(FVC)、一秒最大呼氣量(FEV1.0)及 FEV1.0 /FVC）  

8.尿中鎳檢查：_______  

 

八、健康追蹤檢查  

1.檢查日期___年___月___日  

2.檢查項目  

(1)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_______  

(5)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作業環境資料  

1.事業單位有無提供作業環境監測紀錄？  □有   □無  

2.健康管理為第三級管理以上，請註明影響判定結果之作業環境測定數據 

 

十、健康管理   

□第一級管理   

□第二級管理  

□第三級管理（應註明臨床診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級管理（應註明臨床診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應處理及注意事項（可複選）  

1.□檢查結果大致正常，請定期健康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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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檢查結果異常，宜在（期   限）內至醫療機構科，實施健康追蹤檢查。  

3.□檢查結果異常，不適宜從事______作業。  

4.□檢查結果異常，應在（期   限）內至聘有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之門診實施健康追蹤檢查。  

5.□檢查結果異常，應考量調整工作。（請說明原因：）  

6.其他：                                                。 

 

健檢機構名稱、電話、地址：  

健檢醫師姓名(簽章)及證書字號：  

 

備註：  

1. 尿中鎳檢查為特殊健康檢查項目，特殊體格檢查時不需列入。  

2. 在職勞工年齡達本規則第十一條規定者，一般健康檢查項目依附表八規定增列辦理。  

3. 第九項作業環境資料請填寫事業單位提供之作業環境監測資料或描述現場作業環境概況。  

4. 依據本規則第十三條規定，屬於第二級管理以上者，應由醫師註明其不適宜從事之作業與

其他應處理及注意事項；屬於第三級管理或第四級管理者，應由醫師註明臨床診斷；第三

級管理以上者，應由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實施健康追蹤檢查，必要時應實施疑似工作相關

疾病之現場評估，且應依評估結果重新分級；屬於第四級管理者，經醫師評估現場仍有工

作危害因子之暴露者，應採取危害控制及相關管理措施。  

5. 健康管理級數之說明：  

（1） 第一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全部項目正常，或部分項目異常，而

經醫師綜合判定為無異常者。  

（2） 第二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綜合判

定為異常，而與工作無關者。  

（3） 第三級管理之定義：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

綜合判定為異常，而無法確定此異常與工作之相關性，應進一步請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

評估者。  

（4） 第四級管理之定義：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

綜合判定為異常，且與工作有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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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十七 乙基汞、汞及其無機化合物作業 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紀錄  

一、基本資料  

1.姓名：     2.性別：□男 □女  3.身分證字號(護照號碼)：   

4.出生日期__年__月__日   5.受僱日期__年__月__日 6.檢查日期__年__月__日  

 

二、作業經歷  

1.曾經從事，起始日期：年月，截止日期：年月，共年月  

2.目前從事，起始日期：年月，截止日期：年月，共年月  

 

三、檢查時期（原因）：□新進員工（受僱時）□變更特殊作業   

□定期檢查          □健康追蹤檢查  

 

四、既往病史  您是否曾患有下列慢性疾病：（請在適當項目前打勾）  

1.神經精神：□精神疾病 □腦病變(中樞神經疾病)□周圍神經病變□無  

2.呼吸系統：□氣喘  □慢性氣管炎、肺氣腫  □肺水腫  □肺癌 □無  

3.皮膚系統：□刺激性皮膚炎  □過敏性皮膚炎 □皮膚發疹  □色素沉著   □無  

4.其    他：□肝臟疾病  □腎臟疾病  □_______  

5.□以上皆無  

 

五、生活習慣  

1.請問您過去一個月內是否有吸菸？  

□從未吸菸  □偶爾吸(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吸，平均每天吸支，已吸菸年  

□已經戒菸，戒了年個月  

2.請問您最近六個月內是否有嚼食檳榔？ 

□從未嚼食檳榔  □偶爾嚼(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嚼，平均每天嚼__顆，已嚼年  

□已經戒食，戒了年個月  

3.請問您過去一個月內是否有喝酒？ 

□從未喝酒       □偶爾喝(不是天天) 

□（幾乎）每天喝，平均每週喝次，最常喝____酒，每次___瓶   

□已經戒酒，戒了年個月  

 

六、自覺症狀  您最近三個月是否常有下列症狀：（請在適當項目前打勾）  

1.神經系統：□手指顫抖  □頭痛  □手腳無力、酸麻  □平衡感降低  

2.精神狀態：□情緒不穩 □記憶力變差 □疲倦 □焦躁不安 □注意力不集中  

3.呼吸系統：□咳嗽  □胸悶、胸痛  □呼吸困難  

4.腎臟疾病：□尿量減少  □眼瞼、下肢水腫  

5.皮膚系統：□口腔潰瘍  □紅疹  □皮膚發炎（紅腫、水泡、乾燥、刺痛、脫皮）   

6.其    他：□聽力減損 □視力減損 □食慾不振 □噁心、嘔吐 □牙齦發炎 

□口內灼熱感或金屬味  □水腫     □關節痛     □_______   

7.□以上皆無     

填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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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請受檢員工於勞工健檢前，填妥基本資料、作業經歷、檢查時期、既往病史、生活習慣及

自覺症狀六大項，再交由醫護人員作確認，以有效篩檢出疾病；若事業單位已提供受檢員

工基本資料及作業經歷電子檔給指定醫療機構，可不必請受檢員工重複填寫。 

二、 自覺症狀乙項，請受檢者依自身實際症狀勾選。  

 

===================【以下由醫護人員填寫】====================  

七、檢查項目  

1.基本項目：身高公分；體重公斤；腰圍公分；血壓    /   mmHg 

 視力(矯正)：左右；辨色力測試：□正常□辨色力異常  

2.各系統或部位理學檢查：  

(1)口腔鼻腔 (2)眼睛  

(3)呼吸系統  

(4)神經系統（中樞及周邊）  

(5)腸胃系統  

(6)腎臟  

(7)皮膚  

(8)精神狀態  

3.胸部 X 光：_________  

4.血液檢查：紅血球數______  血色素  血球比容值____  白血球數______  

5.生化血液檢查：血清丙胺酸轉胺酶(ALT)_______ 加瑪麩胺醯轉移酶(r-GT)______  

6.尿液檢查：尿蛋白  尿潛血  尿沉渣鏡檢(細胞學檢查) 

7.尿中汞檢查(限汞及其無機化合物作業)：______  

8.血中汞檢查(限乙基汞化合物作業)：______  

 

八、健康追蹤檢查  

1.檢查日期___年___月___日  

2.檢查項目  

(1)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_______  

(5)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作業環境資料  

1.事業單位有無提供作業環境監測紀錄？  □有   □無  

2.健康管理為第三級管理以上，請註明影響判定結果之作業環境測定數據 

 

十、健康管理   

□第一級管理   

□第二級管理  

□第三級管理（應註明臨床診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級管理（應註明臨床診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應處理及注意事項（可複選）  

1.□檢查結果大致正常，請定期健康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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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檢查結果異常，宜在（期   限）內至醫療機構科，實施健康追蹤檢查。  

3.□檢查結果異常，不適宜從事______作業。  

4.□檢查結果異常，應在（期   限）內至聘有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之門診實施健康追蹤檢查。  

5.□檢查結果異常，應考量調整工作。（請說明原因：）  

6.其他：                                                    。 

 

健檢機構名稱、電話、地址：  

健檢醫師姓名(簽章)及證書字號：  

 

備註：  

1. 尿中汞、血中汞檢查為特殊健康檢查項目，特殊體格檢查時不需列入。  

2. 在職勞工年齡達本規則第十一條規定者，一般健康檢查項目依附表八規定增列辦理。  

3. 第九項作業環境資料請填寫事業單位提供之作業環境監測資料或描述現場作業環境概況。  

4. 依據本規則第十三條規定，屬於第二級管理以上者，應由醫師註明其不適宜從事之作業與

其他應處理及注意事項；屬於第三級管理或第四級管理者，應由醫師註明臨床診斷；第三

級管理以上者，應由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實施健康追蹤檢查，必要時應實施疑似工作相關

疾病之現場評估，且應依評估結果重新分級；屬於第四級管理者，經醫師評估現場仍有工

作危害因子之暴露者，應採取危害控制及相關管理措施。  

5. 健康管理級數之說明：  

（1） 第一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全部項目正常，或部分項目異常，

而經醫師綜合判定為無異常者。  

（2） 第二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綜合

判定為異常，而與工作無關者。  

（3） 第三級管理之定義：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

師綜合判定為異常，而無法確定此異常與工作之相關性，應進一步請職業醫學科專科

醫師評估者。  

（4） 第四級管理之定義：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

師綜合判定為異常，且與工作有關者。 
 

  



 
 

236 

附表三十八  

作業名稱  考 量 不 適 合 從 事 作 業 之 疾 病  

高溫作業  
高血壓、心臟病、呼吸系統疾病、內分泌系統疾病、無汗症、腎臟疾病、廣

泛性皮膚疾病。  

低溫作業  

高血壓、風濕症、支氣管炎、腎臟疾病、心臟病、周邊循環系統疾病、寒冷

性蕁麻疹、寒冷血色素尿症、內分泌系統疾病、神經肌肉系統疾病、膠原性

疾病。  

噪音作業  心血管疾病、聽力異常。  

振動作業  周邊神經系統疾病、周邊循環系統疾病、骨骼肌肉系統疾病。  

精密作業  矯正後視力零點八以下或其他嚴重之眼睛疾病。  

游離輻射作業  血液疾病、內分泌疾病、精神與神經異常、眼睛疾病、惡性腫瘤。 

非游離輻射作業  眼睛疾病、內分泌系統疾病。  

異常氣壓作業  

呼吸系統疾病、高血壓、心血管疾病、精神或神經系統疾病、耳鼻科疾病、

過敏性疾病、內分泌系統疾病、肥胖症、疝氣、骨骼肌肉系統疾病、貧血、

眼睛疾病、消化道疾病。  

高架作業  
癲癇、精神或神經系統疾病、高血壓、心血管疾病、貧血、平衡機能失常、

呼吸系統疾病、色盲、視力不良、聽力障礙、肢體殘障。 

鉛作業  
神經系統疾病、貧血等血液疾病、腎臟疾病、消化系統疾病、肝病、內分泌

系統疾病、視網膜病變、酒精中毒、高血壓。  

四烷基鉛作業  
精神或神經系統疾病、酒精中毒、腎臟疾病、肝病、內分泌系統疾病、心臟

疾病、貧血等血液疾病、接觸性皮膚疾病。  

粉塵作業  心血管疾病、慢性肺阻塞性疾病、慢性氣管炎、氣喘等。  

四氯乙烷作業  神經系統疾病、肝臟疾病等。  

三氯乙烯、四氯乙

烯作業  

慢性肝炎患者、酒精性肝炎、腎臟疾病、心血管疾病、神經系統疾病、接觸

性皮膚疾病等。  

二甲基甲醯胺作業  
慢性肝炎患者、酒精性肝炎、腎臟疾病、心血管疾病、神經系統疾病、接觸

性皮膚疾病等。  

正己烷作業  周邊神經系統疾病、接觸性皮膚疾病等。  

4-胺碁聯苯及其鹽

類、4-硝碁聯苯及

其鹽類、α 萘胺及

其鹽類之作業  

膀胱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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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二氯聯苯胺及

其鹽類之作業  
腎臟及泌尿系統疾病、接觸性皮膚疾病。  

 

聯苯胺及其鹽類與

β 萘胺及其鹽類之

作業  
腎臟及泌尿系統疾病、肝病、接觸性皮膚疾病。  

鈹及其化合物作業  心血管疾病、慢性肺阻塞性疾病、慢性氣管炎、氣喘、接觸性皮膚疾病、慢

性肝炎、酒精性肝炎、腎臟疾病等。  

氯乙烯作業  
慢性肝炎患者、酒精性肝炎、腎臟疾病、心血管疾病、神經系統疾病、接觸

性皮膚疾病等。  

二異氰酸甲苯、二

異氰酸二苯甲烷、

二異氰酸異佛爾酮

作業  

心血管疾病、慢性肺阻塞性疾病、慢性氣管炎、氣喘等。  

汞及其無機化合

物、有機汞之作業  
精神或神經系統疾病、內分泌系統疾病、腎臟疾病、肝病、消化系統疾病、

動脈硬化、視網膜病變、接觸性皮膚疾病。  

重體力勞動作業  

呼吸系統疾病、高血壓、心血管疾病、貧血、肝病、腎臟疾病、精神或神經

系統疾病、骨骼肌肉系統疾病、內分泌系統疾病、視網膜玻璃體疾病、肢體

殘障。  

醇及酮作業  
肝病、神經系統疾病、視網膜病變、酒精中毒、腎臟疾病、接觸性皮膚疾病。  

苯及苯之衍生物之

作業  
血液疾病、肝病、神經系統疾病、接觸性皮膚疾病。  

石綿作業  心血管疾病、慢性肺阻塞性疾病、慢性氣管炎、氣喘等。  

二硫化碳之作業  
精神或神經系統疾病、內分泌系統疾病、腎臟疾病、肝病、心血管疾病、視

網膜病變、嗅覺障礙、接觸性皮膚疾病。  

脂肪族鹵化碳氫化

合物之作業  
神經系統疾病、肝病、腎臟疾病、糖尿病、酒精中毒、接觸性皮膚疾病。  

氯氣、氟化氫、硝

酸、硫酸、鹽酸及

二氧化硫等刺激性

氣體之作業  

呼吸系統疾病、慢性角膜或結膜炎、肝病、接觸性皮膚疾病、電解質不平衡。  

鉻酸及其鹽類、重

鉻酸及其鹽類之作

業  
呼吸系統疾病、接觸性皮膚疾病。  

砷及其化合物之作

業  

精神或神經系統疾病、貧血、肝病、呼吸系統疾病、心血管疾病、接觸性皮

膚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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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基乙二醇之作業  
心血管疾病、低血壓、精神或神經系統疾病、貧血等血液疾病、接觸性皮膚

疾病。  

五氯化酚及其鈉鹽

之作業  

低血壓、肝病、糖尿病、消化性潰瘍、精神或神經系統疾病、接觸性皮膚疾

病。  

錳及其化合物之作

業  

精神（精神官能症）或中樞神經系統疾病(如巴金森症候群)、慢性呼吸道疾

病、精神疾病、肝病、腎臟疾病、接觸性皮膚疾病。  

硫化氫之作業  角膜或結膜炎、精神或中樞神經系統疾病、嗅覺障礙。  

苯之硝基醯胺之作

業  
貧血等血液疾病、肝病、接觸性皮膚疾病、神經系統疾病。  

黃磷及磷化合物之

作業  
牙齒支持組織疾病、肝病、接觸性皮膚疾病。  

有機磷之作業  精神或神經系統疾病、肝病、接觸性皮膚疾病。  

非有機磷農藥之作

業  
呼吸系統疾病、肝病、精神或神經系統疾病、接觸性皮膚疾病。  

聯吡啶或巴拉刈作

業  
皮膚疾病如：接觸性皮膚炎、皮膚角化、黑斑或疑似皮膚癌病變等。 

鎳及其化合物之作

業  
呼吸系統疾病、皮膚炎  

備註： 

1. 本表所使用之醫學名詞，精神或神經系統疾病包含癲癇，內分泌系統疾病包含糖尿病。 

2. 健檢結果異常，若對配工及復工有疑慮時，建請照會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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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十九 勞工特殊健康檢查結果報告書  

作業名稱：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事 業 種 類  事業單位名稱   事業單位地址及電話  

    

 

（電話）  
行業標準分類  

    

勞工人數  
男  女  合  計  

   

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勞工人數     

接受特殊健康檢查人數     

特殊健康檢查人數中需實施健康追蹤檢查人數  
   

接受健康追蹤檢查人數  
 

 
  

粉塵作業勞工Ｘ光照

片像型別及其人數  

正常     

一型     

二型     

三型     

四型     

健康檢查結果屬第一級管理人數     

健康檢查結果屬第二級管理人數     

健康檢查結果屬第三級管理人數     

健康檢查結果屬第四級管理人數     

檢查醫師姓名及證書字號     

檢查醫療機構名稱、電話及地址     

填表者：從事勞工健康服務醫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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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勞工健康服務醫師及護理人

員之訓練機構認可及管理作業要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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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勞工健康服務醫師及護理人員之訓

練機構認可及管理作業要點 

 
1. 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二月十六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安 3 字第 1000145527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4 點；並自即

日生效 
 

 
一、 為執行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四條之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訓

練，建立從事勞工健康服務醫師及護理人員之訓練機構管理

機制，確保訓練品質，提升訓練成效，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之訓練，指從事勞工健康服務醫師及護理人員之

訓練（以下簡稱本訓練）。 

前項之訓練對象為具醫師及護理人員資格者。 

三、 具有下列條件之一者，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認可，辦理本

訓練： 

(一)全國性職業醫學專業團體。 

(二)全國性護理專業團體。 

四、 依前點申請認可時，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機構（團體）設立許可文件。 

(二)申請企劃書。 

前項第二款申請企劃書應至少包含下列事項： 

(一)計畫目的。 

(二)辦理方式及程序（含年度辦理場次規劃）。 

(三)課程師資及教材。 

(四)訓練場地及設施規劃（含消防法及建築相關法令規定）。 

(五)受訓人員實習或實作課程之安排及審核之規劃。 

(六)訓練經費概算分析。 

(七)管理及查核制度。 

五、 經認可辦理本訓練之機構（以下簡稱認可訓練機構）由中央

主管機關公告之，每次認可期限為一年。 

六、 認可訓練機構於辦理本訓練時，應於十五日前檢附下列文

件，報請辦理訓練所在地之勞工主管機關備查，並副知衛生

主管機關： 

(一)訓練計畫報備書（格式一）。 

(二)訓練課程表（格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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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講師名冊（格式三）。 

(四)受訓人員名冊（格式四）。 

前項文件如有變動，應檢附更新事項於開訓前一日，報請訓

練所在地之勞工主管機關備查。 

七、 認可訓練機構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

醫師、護理人員訓練課程與時數之規定辦理。 

八、 認可訓練機構應於訓練完成後，對於受訓人員辦理測驗。 

前項測驗之題目、監試及閱卷，由辦理訓練所在地之勞工主

管機關會同衛生主管機關辦理。 

認可訓練機構對於測驗合格（含實習或實作報告書審核通

過），且未違反第十三點規定之受訓人員，應報請辦理訓練

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備查，於結訓後三十日內發給結業

證書（格式五），並於結業證書內註明備查文號。 

認可訓練機構對於測驗不及格者，應於結訓日起一年內安排

補考，必要時得由訓練所在地之勞工主管機關協助完成，並

以一次為限。 

九、 認可訓練機構應製備參加受訓紀錄，並由受訓人員每日上、

下午時段親自於上課前及下課後分別簽到及簽退。 

認可訓練機構應查核受訓人員之上課情形，對受訓人員請假

超過三小時或曠課者，應通知其補足全部課程。 

十、 認可訓練機構應將下列受訓人員相關資料至少保存三年： 

(一)簽到（簽退）紀錄（格式六）。 

(二)點名紀錄（格式七）。 

(三)成績冊（格式八）。 

(四)結業證書核發清冊(格式九)。 

前項第四款之結業證書核發清冊，應於結訓後三十日內傳送

至中央主管機關建置之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資訊管理系

統，結業證書核發清冊之書面文件，應送辦理訓練所在地之

勞工主管機關備查，並副知中央主管機關。 

十一、 辦理訓練所在地之勞工主管機關對於認可訓練機構辦理本

訓練，得予查核；中央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予抽查。 

前項主管機關為查核及監督認可訓練機構辦理成效，得要求

提供訓練相關資料。 

第一項之勞工主管機關對於認可訓練機構辦理本訓練有違

反規定情事者，應通知限期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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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可訓練機構應就前項之勞工主管機關通知改善事項，於限

期內提出改善之書面報告。 

十二、 認可訓練機構辦理本訓練時，得向受訓人員收費並掣給收

據。 

前項各類訓練之收支，應依相關會計作業規定辦理。 

十三、 受訓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製發結業證書： 

(一)未具醫師或護理人員資格。 

(二)受訓缺課時數達應上課總時數五分之一以上。 

(三)受訓未參加實習或實作，並完成報告。 

(四)非其本人或冒名頂替參加。 

十四、 認可訓練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得撤銷或廢

止其認可資格： 

(一)經各級勞工主管機關通知應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二)申請認可、備查之文件虛偽不實。 

(三)以不實廣告或內容招收受訓人員。 

(四)以任何形式將訓練業務轉予其他機構，非自力執行訓練

作業。 

(五)未依規定課程內容及時數辦理。 

(六)結業證書核發不實。 

(七)未依第十點規定，於期限內將結業證書核發清冊傳送至

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資訊管理系統，情節重大。 

(八)依會計帳冊查核結果，有嚴重缺失。 

(九)招收不具醫師或護理人員資格，或招收人員與實際受訓

人員不符。 

(十)拒絕、規避或妨礙主管機關或衛生主管機關查核。 

(十一)其他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情節重大。 

經撤銷或廢止認可之訓練機構，自撤銷或廢止之日起二年

內，不得再依本要點申請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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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一、訓練計畫報備書 

(  訓   練   機   構   全   銜  ) 

第○○期○○○○○ (類別)訓練計畫報備書 

一、訓練期間 ○年○月○日至○年○月○日。 附註： 

1、報名人數須達15人

以 上 始 得報 訓 練 計

畫，並附受訓人員名

冊。 

2、每期受訓人數以不

超過80人為原則。 

二、訓練場所 訓練場所名稱及地址（應檢附符合消

防法及建築相關法令之證明文件）。 

三、受訓人數 預計○○人(附受訓人員名冊)。 

四、輔導員 ○○○先生(小姐)  

五、教材 

 

使用○○○○○編印之「○○○○○」

教材。 

核定 

結果 

 

依本要點第六點規定，陳報訓練計畫，請備查。 

    此    致 

                               （地方主管機關） 

訓練機構名稱： 

          地址： 

負責人姓名：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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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二、訓練課程表 

(  訓   練   機   構   全   銜  ) 

第○○期○○○○○(類別)訓練課程表 

日期 星期 時間 
課程名稱 

（含實習或實作） 
時數 講師姓名 備註 

       

       

       

       

       

       

       

       

       

       

       

訓練場所地址：○○○○○○○○○○○○○○ 

教室名稱： 

輔導員姓名：○○○   電話：          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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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三、講師名冊 

(  訓   練   機   構   全   銜  ) 

第○○期○○○○○(類別)訓練講師名冊 

編 
號 

講師 
姓名 

學 歷 經  歷 通 訊 處 電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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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四、受訓人員名冊 

(  訓   練   機   構   全   銜  ) 

第○○期○○○○○(類別)訓練受訓人員名冊 

序 
號 

姓名 
出生 

年月日 
身分證
字號 

資格證
書字號 

學歷 
服務 
單位 

職稱 
聯絡
地址 

電子郵
件地址 

電話 備註 

 

1 

           

 

2 

           

 

3 

           

 

4 

           

 

5 

           

 

6 

           

 

7 

           

附註： 

1. 受訓人員資格應查核其資格證書。 

2. 受訓人員得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四條第二項附表四及附表五之規定，申請抵免相關之學

分課程，認可訓練機構應查核其訓練合格證明或證照，並於備註欄註記繳驗之證明文件名

稱及其得抵免之課程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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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五、受訓人員訓練結業證書格式 

 

 

  

發證單位全銜 

相片黏貼處  

結 業 證 書 

＊＊＊證字第○○○號 

○○○君(身分證字號：S000000000)中華民

國○年○月○日出生，於○年○月○日至

○年○月○日參加○○舉辦之第○○期

○○○○○訓練，期滿經測驗合格特發給

結業證書以資證明。 

此   證 

 

 

 

 

 

本訓練依據○○○主管機關○○字 

第○○○○○○○○○○號函辦理 

 

中華民國○○○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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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六、受訓人員簽到（簽退）紀錄 

（訓練機構全銜）第○○期○○○ ○ ○ (種類)訓練  
受訓人員簽到（簽退）紀錄 

訓練場所地址：        教室名稱：第○○教室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至  時  分 

座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受訓人
員姓名 

          

簽名           

座號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受訓人
員姓名 

          

簽名           

座號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受訓人

員姓名 
          

簽名           

座號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受訓人
員姓名 

          

簽名           

座號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受訓人
員姓名 

          

簽名           

座號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受訓人
員姓名 

          

簽名           

座號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受訓人
員姓名 

          

簽名           

座號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受訓人
員姓名 

          

簽名           

得抵免本項課程之受訓人員人數    人 

人員名單： 

出席人數   人 缺課人數      人 輔導員簽名___________ 講師簽名_____________ 

附註： 
一、每日簽到時，輔導員應在場，有代簽者應糾正，遲到 15 分鐘者視為曠課。 
二、簽名筆不得使用紅筆或鉛筆，不得任意塗改，否則，視為無效。 
三、請假者，應事前填寫請假單，如為病假須補相關證明。 
四、輔導員於每日第 1 節過 20 分鐘後，應確實點名。 
  



 
 

250 

格式七、受 訓 人 員 點 名 紀 錄  

(訓 練 機 構 全 銜 )第○○期○○○ ○ ○ (種類)訓練 

受 訓 人 員 點 名 紀 錄  

訓練期程：○年○月○日 至 ○年○月○日 

全程未缺課：   人；缺課超過上課總時數五分之一：   人； 

未參加實習或實作並完成報告者：   人 
         上          
  缺  課   課     
        程  日    
    課       期 
受        名      
 訓    時   稱   
  人           
   員       
座  姓     數 
     名   
  號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缺課超過五分之一受訓人員名單  

需再補課人員名單及時數  

未參加實習或實作並完成報告之受

訓人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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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八、受訓人員成績冊 

 

（訓練機構全銜）第○○期○○○○○(類別)訓練 

受訓人員成績冊 

 

同意開班文號：○年○月○日○○○字第○○○○○號 

訓練期間：○年○月○日至○年○月○日止 

訓練地點：○縣（市）○鄉（鎮、市）○路○段○號○樓 

輔 導 員：○○○ 

監考人員：○○○

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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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機構全銜）第○○期○○○○○(類別) 訓練 

受訓人員成績冊 

序
號 

照片 姓名 
出生 
年月
日 

身分
證字
號 

資格
證書
證號 

學歷 
服務 
單位 

聯絡 
地址 

電子
郵件 

電話 
測驗 
成績 

實習 
日期 

實習
場所
名稱 

實習
或實
作報
告成
績 

備註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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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九、受訓人員結業證書核發清冊 

（訓練機構全銜）第○期○○○○○(類別) 訓練 

受訓人員結業證書核發清冊 

備查文號：○年○月○日○○○字第○○○○○號 

序號 證書
編號 姓名 出生

日期 

身分
證字
號 

學歷 畢業
學校 

服務
單位 

郵遞
區號 

聯絡
地址 電話 開訓

日 
結訓
日 

備註 

(醫師或護理人員

資格證書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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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勞工體格與健康檢查醫療機構認可

及管理辦法 

 

1.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十月四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5）台勞安三字第 134131 號令、行政院衛生署（85）衛

署保字第 85059065 號令會銜訂定發布全文 18 條 

2.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七月二十九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7）台勞安三字第 031930 號令、行政院衛生署（87）

衛署保字第 87041598 號令會銜修正發布第 4  條條文 

3.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七月八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8）台勞安三字第 0030836 號令、行政院衛生署（88）衛

署保字第 88036587 號令會銜修正發布第 8  條條文 

4.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五月三十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安 3 字第 0970145377 號令、行政院衛生署署授國字

第 0970200298 號令會銜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 24 條；並自九十七年七月一日施行（原名稱：指定醫療機

構辦理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辦法） 

5.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月六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安 3 字第 0990146218 號令、行政院衛生署署授國字第 

0990200928 號令會銜修正發布第 20、21  條條文 

6.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三月二十二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安 3  字第 1020145221 號令、行政院衛生署署授

國字第 1020200231 號令會銜修正發布第 5、6、7、9、10、13、15、16、19、20、24 條條文；除第 5 條

條文第 2  項，自一百零三年七月一日施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7.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三十日勞動部勞職授字第 10302008121 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 27 條；並自

一百零三年七月三日施行（原名稱：辦理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指定醫療機構辦法） 
8. 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九月十一日勞動部勞職授字第 1040202947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第一章 總則 

第 1 條 本辦法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二十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認可醫療機構，指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衛生

福利主管機關認可，辦理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之醫療機構。 

第 3 條 認可醫療機構分類如下： 

一、勞工一般體格及健康檢查醫療機構。 

二、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醫療機構。 

第二章 醫療機構申請認可條件 
第 4 條 符合下列條件者，得申請為辦理勞工一般體格及健康檢查之

認可醫療機構： 

一、為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療機構。 

二、自備辦理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規定之一般體格及健康檢查

項目之檢驗（查）設備及合格 X光機。 

三、聘有醫師二名以上、醫事放射師（士）、醫事檢驗師（生）

及護理人員。 

四、二年內未因違反本辦法經撤銷或廢止認可。 

前項第三款之醫師及護理人員，除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外，

應經中央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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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指定之課程訓練合格。 

前項訓練課程之名稱與時數，依附表一及附表二之規定。 

第 5 條 符合下列條件者，得申請為辦理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之

認可醫療機構： 

一、為辦理勞工一般體格及健康檢查之認可醫療機構。 

二、經中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醫院評鑑優等以上，或經地方

衛生主管機關登記具一百床以上規模，具備家庭醫學

科、內科、外科、婦產科、耳鼻喉科、骨科、神經科、

泌尿科、眼科、皮膚科、精神科、職業醫學科、放射線

科及病理科等四種以上診療科別，且醫院評鑑合格。 

三、自備辦理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規定之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

項目之檢驗（查）設備。 

四、二年內未因違反本辦法經撤銷或廢止認可。 

前項醫療機構辦理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特別危害健康作

業之檢查項目，應就檢查品質及能力取得第三者認證機構之

認證。 

前項所稱第三者認證機構，指取得國際實驗室認證聯盟相互

認可協議之認證機構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其他國際性

實驗室認證機構。 

第 6 條 符合前二條條件之醫療機構，申請辦理巡迴勞工體格及健康

檢查業務者，應自備或租用合格之巡迴X光車，並符合下列

條件之一： 

一、經中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醫院評鑑合格者。 

二、符合下列規定： 

（一）聘有醫師二名以上，其中一名取得中央衛生福利主

管機關認可之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資格。 

（二）具有三年以上辦理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實務經驗，

且無第二十一條或第二十二條違規情形。 

（三）具有辦理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規定之勞工一般體格及

健康檢查項目之檢驗（查）設備、醫事檢驗師（生）、

醫事放射師（士）及護理人員。 

第 7 條 符合第五條條件之醫療機構，申請辦理粉塵作業勞工特殊體

格及健康檢查者，應聘有胸腔科專科醫師或職業醫學科專科

醫師。 

前項醫療機構，申請辦理噪音作業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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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聽力檢查項目者，其聽力檢查室可容許最大背景噪音量，

應符合附表三之規定；申請辦理噪音作業勞工之巡迴特殊體

格及健康檢查業務者，應自備或租用移動式之聽力檢查室

（亭）。 

第三章 醫療機構申請認可程序 

第 8 條 申請為辦理勞工一般體格及健康檢查之認可醫療機構者，應

於每年一月或七月，檢附下列文件，向當地勞工主管機關為

之： 

一、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認可醫療機構申請書（格式如附表

四至附表六）。 

二、符合第四條規定之證明文件影本。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前項醫療機構申請辦理巡迴勞工一般體格及健康檢查業務

時，應另檢附下列文件： 

一、中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之醫院評鑑合格證明文件影本，

或聘有醫師二名以上之證明文件影本，其中一名應取得

中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認可之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證

明。 

二、具有三年以上辦理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實務經驗之證明

文件影本。 

三、合格之巡迴 X  光車執照證明影本。租用合格之巡迴 X  

光車者，需另檢附為期一年以上之租用證明影本。 

第 9 條 申請為辦理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之認可醫療機構者，應

於每年一月或七月，檢附下列文件，向當地勞工主管機關為

之： 

一、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認可醫療機構申請書（格式如附表

四至附表六）。 

二、符合第五條規定之證明文件影本。 

三、胸腔科專科醫師或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證明文件影本

（申請辦理粉塵作業類別者適用）。 

四、聽力檢查室可容許最大背景噪音量符合附表三之最近三

年內檢測證明影本，及耳鼻喉科專科醫師或職業醫學科

專科醫師證明文件影本（申請辦理噪音作業類別者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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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者。 

前項醫療機構於申請辦理巡迴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業務

時，應另檢附合格之巡迴 X光車執照證明影本。租用合格之

巡迴 X光車者，需另檢附為期一年以上之租用證明影本。 

前項醫療機構辦理噪音作業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應於

申請時一併檢附自備移動式之聽力檢查室（亭）之證明影本

或租用移動式之聽力檢查室（亭）為期一年以上之租用證明

影本。 

第一項醫療機構同時申請前條認可者，免附第一項第一款之

申請書。 

第 10 條 醫療機構依前二條規定提出申請時，當地勞工主管機關應予

審查，並填具醫療機構名單（格式如附表七）及檢附有關資

料報請中央主管機關處理。 

前項申請，應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內容及方式登錄系統。 

認可醫療機構原申請辦理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之醫事人員

有異動或新增者，應於異動或新增後三十日內，依前項公告

方式登錄，並報請當地勞工主管機關備查。 

未依前項規定報請備查前，異動或新增之醫事人員，不得辦

理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業務。 

認可醫療機構依醫療法規申請設立之主體有變更者，應向當

地勞工主管機關重新提出申請，其申請期間不受前二條規定

之限制。 

第 11 條 認可醫療機構之有效期間最長為三年。 

認可醫療機構期滿繼續辦理者，應於屆滿前六個月，依第八

條及第九條規定提供相關文件，並檢附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

之醫師及護理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證明，重新申請認可。 

第四章 認可醫療機構之監督管理 

第 12 條 認可醫療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後三十日

內，向當地勞工主管機關申請停止全部或一部勞工體格及健

康檢查業務，或申請廢止其認可，由當地勞工主管機關審

查，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處理： 

一、醫療法所定停業或歇業之情形。 

二、醫事人員異動致資格不符。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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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停止期間，每次最長為一年，且醫療機構於認可期間

內，請求停止之次數不得超過二次。 

認可醫療機構經核准停止全部或一部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

業務，逾期未辦理復業，或第一項第一款之停業或歇業期間

超過一年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認可。 

第 13 條 認可醫療機構辦理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之醫師及護理人

員，除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外，應接受下列各款課程之在職

教育訓練，其訓練時間每三年合計至少十小時： 

一、職業衛生及健康檢查相關法規。 

二、健康檢查品質。 

三、健康管理及健康促進。 

前項之訓練，得於中央主管機關或其認可之機構建置之網路

學習，其時數之採計不超過五小時。 

第 14 條 認可醫療機構辦理巡迴檢查時，應有醫師、醫事檢驗師

（生）、護理人員及其他相關檢查之必要醫事人員各一人以

上在現場執行業務。 

前項醫療機構辦理噪音作業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時，其

聽力檢查室（亭）背景噪音量，應於實施勞工聽力檢查期間，

測定其值符合附表三之規定，並留存紀錄。 

第 15 條 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認可醫療機構，辦理粉塵作業勞工

之 X  光檢查及管理分級之判讀時，應由胸腔科專科醫師或

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為之。 

前項醫療機構辦理噪音作業勞工檢查結果之管理分級判讀

時，應由耳鼻喉科專科醫師或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為之。 

第 16 條 認可醫療機構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類別，辦理勞工體格

及健康檢查。 

前項檢查項目、紀錄及其保存期間，準用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之規定。 

第一項之檢查，應由認可醫療機構所聘僱醫事人員為之。但

聽力檢查結果管理分級判讀，得由符合第十五條第二項資格

之醫師，至該認可醫療機構辦理。 

第一項檢查項目，除血中鉛、尿中鉛、尿中鎳、尿中無機砷、

尿中鎘、血中汞、尿中汞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

項目，得由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機構辦理外，不得委

託其他機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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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受委託辦理血中鉛檢驗之機構，應取得第三者認證機構

之認證。 

認可醫療機構對於前往檢查之勞工，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 

第 17 條 認可醫療機構對於勞工健康檢查之結果，應依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之內容、方式及期限，辦理通報。 

第 18 條 認可醫療機構應於實施健康檢查後六十日內，依中央主管機

關規定項目（格式如附表八），將檢查資料函送事業單位所

在地之衛生主管機關。 

第 19 條 勞工主管機關得會同衛生主管機關，查核認可醫療機構辦理

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業務，發現有違反規定之情事者，應令

其限期改正。 

認可醫療機構就前項主管機關令其改正之事項，應於限期內

提出改正之書面報告。 

勞工主管機關發現認可醫療機構有違反醫療法規情事者，應

將資料函送當地衛生主管機關依法處理，衛生主管機關應將

處理情形函復勞工主管機關。 

第 20 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會同中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對認可醫療機

構之檢查品質及管理分級情形，實施訪查，並將訪查結果公

開之。 

前項訪查結果，認可醫療機構有應改正事項者，中央主管機

關應令其限期改正。 

第一項之訪查，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學術機構或相關團體辦

理之。 

第 21 條 認可醫療機構違反第十條第二項至第四項、第十三條第一

項、第十六條第六項、第十七條、第十八條或第十九條第二

項之規定，主管機關得依本法第四十八條規定，予以警告，

並令其限期改正。 

第 22 條 認可醫療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得依本法第四十

八條規定，處以罰鍰處分，並令其限期改正： 

一、申請認可之文件虛偽不實。 

二、勞工健康檢查紀錄虛偽不實。 

三、拒絕、規避或阻撓主管機關查核。 

四、指派未具醫事人員資格、未符合第四條第二項訓練合格

之醫師或護理人員，辦理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 

五、認可期間不符合第四條至第七條規定，繼續辦理勞工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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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及健康檢查業務。 

六、違反第十條第五項、第十二條第一項、第十四條、第十

五條、第十六條第一項至第五項規定。 

七、未依前條規定改正。 

第 23 條 認可醫療機構違反前二條規定，其相關人員有涉及刑責者，

移送司法機關偵辦；中央主管機關並得依本法第四十八條規

定，視違反規定情節之輕重，撤銷或廢止其認可，或定期停

止其全部或一部業務。 

第五章 附則 
第 24 條 認可醫療機構辦理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之醫療、醫事人員及

放射性物質之管理，應依醫療及游離輻射相關法規規定辦

理。 

第 25 條 第四條第二項及第十三條第一項之訓練，得由各級勞工或衛

生主管機關自行辦理，或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機構辦理。 

第 26 條 勞工主管機關辦理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醫療機構之審查及

裁處事宜，得會商當地衛生主管機關辦理。 

中央主管機關辦理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醫療機構之審查、認

可及裁處事宜，得會商中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辦理。 

第 27 條 本辦法發布前，已指定為辦理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之醫療機

構者，其指定類別有效期限至原指定期限屆滿止。 

第 28 條 本辦法除第十條第二項、第三項及第十三條，自中華民國一

百零五年七月一日施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262 

附表一 辦理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認可醫療機構醫師職業醫學訓練課程與時數表 

 

項次 課  程  名  稱 
課程 

時數 

1 職業衛生及健康檢查相關法規 2 

2 醫療相關法規 1 

3 勞工健檢概論及健檢品質管控 2 

4 噪音作業及聽力檢查 2 

5 職業醫學概論 2 

6 特別危害健康作業健康檢查指引與管理分級簡介 3 

7 職業性腎臟危害及腎臟功能判讀 2 

8 各種常見製造程序之健康危害簡介 2 

9 重金屬作業健康危害及其理學檢查與生物偵測 2 

10 職業性血液、造血系統危害及血液常規檢查結果（CBC）判讀 2 

11 職業性肝危害及肝功能判讀 2 

12 職業性神經系統危害及神經理學檢查 2 

13 塵肺症及職業性肺部疾病 2 

14 職業性皮膚疾病及皮膚理學檢查 2 

合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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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辦理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認可醫療機構護理人員職業衛生護理訓練課程與時數表 

 

項次 課  程  名  稱 
課程 

時數 

1 職業衛生護理概論 2 

2 職業醫學概論 2 

3 職業衛生及健康檢查相關法規 2 

4 醫療相關法規 1 

5 職業安全衛生概論 2 

6 勞工健康檢查實務及品質管控 2 

7 勞工健康檢查結果之評估與判讀 2 

8 勞工健康促進 2 

9 勞工健康管理及實務 2 

10 健檢自覺症狀之問卷評估 2 

合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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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聽力檢查室(亭)可容許最大背景噪音量 

 

 
  

八音度頻帶中心頻率（Hz） 最大背景噪音量（dB） 

500 40 

1000 40 

2000 47 

4000 57 

8000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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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認可醫療機構申請書 

 

備註： 

 

  

醫療機構名稱： 

醫療機構地址： 
開業執照字號：                     代表人/負責醫師： 
勞工健檢聯絡人：                   聯絡電話： 
申請認可類別： □一般 
               □特殊(含□粉塵  □噪音) 
               □巡迴(□一般 □特殊（含□粉塵 □噪音）) 
是否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療機構：□是  □否 
是否經中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醫院評鑑：□是    □否 
    醫院評鑑結果：□合格  □優等  □特優 
有否巡迴 X 光車：□有(□自備□租用)   X 光設備執照號碼：          車號： 

      □否 
有否移動式之聽力檢查室(亭)：□有(□自備□租用)  □否 
茲檢附：□申請書〈格式如附表四至附表六，醫事人員應另檢附執業執照及職業醫學、職業衛

生護理訓練合格及在職教育訓練證明影本〉 

□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療機構證明文件影本。 

□中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醫院評鑑結果之證明文件影本。 

□經衛生主管機關登記床數及診療科別資料影本。 

□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證明及執業執照影本。 

□胸腔科專科醫師證明及執業執照影本(申請粉塵作業者檢查之醫療機構適用)。 

□耳鼻喉科專科醫師證明及執業執照影本(申請噪音作業者檢查之醫療機構適用)。 

□最近三年內聽力檢查室符合附表一可容許最大背景噪音量之測定紀錄影本(申請噪

音作業者檢查之醫療機構適用)。 

□移動式之聽力檢查室(亭)之合格證明影本(申請巡迴噪音作業者檢查之醫療機構適

用)。 

□為期一年以上之租用移動式之聽力檢查室(亭)證明文件影本(申請巡迴噪音作業者

檢查之醫療機構適用，自備者免附) 

□合格之巡迴 X 光車執照證明影本。 

□為期一年以上之租用合格巡迴 X 光車之證明影本(自備合格巡迴 X 光車者免附)。 

□有三年以上辦理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實務經驗證明影本。 

□檢查項目取得第三者認證機構認證之有效證明影本。 

                        醫療機構全銜: 

                             代表人/負責醫師:                    簽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以下各欄位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勾選填列) 

勞工及衛生主管

機關審查結果: 

申請認可類別 符合規定 不符合規定 備註 

□一般    

□特殊(含□粉塵  □噪音)    

□巡迴   〔□一般  □特殊 

(含□粉塵  □噪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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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申請辦理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認可醫療機構名稱）： 

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醫療機構之檢驗(查)設備明細表 

檢驗(查)設備名稱 廠牌 型號 用途 數量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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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申請辦理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認可醫療機構名稱）： 

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醫療機構醫事人員簡歷表 

 

合計：醫       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人 

      護 理 人 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人 

      醫事檢驗師(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人 

      醫事放射師(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人 

 

  

科別 職稱 姓名 性別 出生年

月日 

執業執照字號 接受訓練名稱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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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申請辦理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認可醫療機構名單                                                                  
（本表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機關填列） 

 

 

 
 
 
 
 
 
 
 
 
 

 
 
 
 
 
 

編號 直轄市
或縣
(市)別 

醫療
機構
名稱 

醫療
機構
地址 

代表人
或負責
醫師 

勞工
健檢
聯絡
人 

聯絡
電話 

申請認可類別 直轄市、
縣(市)政
府建議審
查結果 

審查結果 備
註 

符
合 

不
符
合 

符
合 

不
符
合 

       □一般      

□特殊 
含□粉塵 
含□噪音 

    

    

    

□巡迴〔□一般 

□特殊 
（含□粉塵 

含□噪音）〕 

    

    

    

    

       □一般      

□特殊 
含□粉塵 
含□噪音 

    

    

    

□巡迴〔□一般 
□特殊 

（含□粉塵 
含□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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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  （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認可醫療機構名稱） 

勞工健康檢查資料月報表 

                                                   年  月 

事業單位代號(註 1)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事業單位名稱   

事業單位地址   

作業名稱(註 2) 編號及簡要名稱   

特殊

健康

檢查

人數 

從事該作業總人數   

到院接受檢查人數/巡迴接受檢查人數 ∕      ∕     

需健康追蹤檢查人數   
健康
管理
分級
人數 

第一級管理   

第二級管理   

第三級管理   

第四級管理   

需治療或採其他措施人數   

一般

健康

檢查

人數 

應檢查總人數   

到院接受檢查人數/巡迴接受檢查人數 ∕      ∕     

需健康追蹤檢查人數   

需治療或採其他措施人數   

備註 1.事業單位代號係供電腦識別用，必須以事業單位統一

編號為主。 

2.作業名稱係指勞工健康保護規則附表十之編號 1 至

27 及其檢查對象作業名稱，一般作業編號為 99。 

  

院長： 單位主管： 檢查/管理分級判讀醫師：  填表人：填表日期：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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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勞工體格與健康檢查醫療機構醫事

人員訓練機構認可及管理作業要點 

1.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七月一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安 3 字第 0980145583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4 點；並自即日生

效 

2.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三月二十六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安 3 字第 1020145288 號令修正發布第 3～5、8、10、

14 點條文；並自即日生效 

3.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九月十日勞動部勞職授字第 1030201222 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 14 點，並自即日生效

(原名稱:辦理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指定醫療機構醫事人員訓練機構認可及管理作業要點) 

 

一、 勞動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執行辦理勞工體格與健康檢查醫

療機構認可及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二十四條規

定，建立醫師及護理人員訓練機構之管理機制，確保訓練品

質，提升訓練成效，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之執行機關為本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三、 本要點所稱訓練，指本辦法第八條第二項之訓練，其對象包

括下列人員： 

(一)醫師。 

(二)護理人員。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四、 具有下列條件之一者，得向本部申請認可，辦理前點之訓練： 

(一)全國性職業醫學專業團體。 

(二)全國性職業衛生護理專業團體。 

(三)經中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之醫院評鑑為優等且為教學

醫院評鑑合格之醫療機構。 

(四)設有醫、護科系所且於三年內曾開授職業醫學或職業衛

生護理課程之大專院校。 

五、 申請認可者，各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前點第一款、第二款申請者： 

1. 機構設立許可文件。 

2. 申請企劃書。 

(二)前點第三款申請者： 

1. 前款應備文件。 

2. 醫院評鑑優等及教學醫院評鑑合格之證明文件。 

(三)前點第四款申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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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款應備文件。 

2. 設有醫、護科系所及三年內曾開授職業醫學或職業衛生

護理課程之相關證明文件。 

前項申請企劃書應至少包含下列事項： 

(一)計畫目的。 

(二)辦理方式及程序。 

(三)課程及師資。 

(四)訓練場地及設施規劃（含消防法及建築相關法令規定）。 

(五)訓練經費概算分析（除管理費外應以收支平衡為原則）。 

(六)管理及查核制度。 

六、 經認可辦理第三點訓練之機構（以下簡稱認可 

訓練機構），由本部公告之。 

前項認可期間最長為三年；認可期間屆滿前九十日，認可訓

練機構有繼續辦理之必要者，應重新申請認可。 

認可期間屆滿，且未能於屆滿前取得重新認可者，原認可失

其效力，並由本部公告。 

七、 認可訓練機構於辦理第三點之訓練時，應於十五日前檢附下

列文件，報請辦理訓練所在地之勞工主管機關備查，並副知

衛生主管機關： 

(一)訓練計畫報備書（格式一）。 

(二)訓練課程表（格式二）。 

(三)講師名冊（格式三）。 

(四)受訓人員名冊（格式四）。 

前項文件如有變動，應檢附更新事項於開訓前一日，報請訓

練所在地之勞工主管機關備查。 

八、 認可訓練機構於訓練完成後，對於參加受訓人員應予測驗。 

前項測驗之題目、監試及閱卷，由辦理訓練所在地之勞工主

管機關會商衛生主管機關辦理。 

認可訓練機構對於第一項經測驗合格且未違反第十三點規

定之受訓人員，應報請辦理訓練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備查，於結訓後三十日內發給結業證書（格式五），並

於結業證書內註明備查文號。 

認可訓練機構對於測驗不及格者，應於結訓日起一年內完成

補考，必要時得由訓練所在地之勞工主管機關協助完成，並

以一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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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認可訓練機構應製備參加受訓紀錄，並由受訓人員每日上、

下午時段親自於上課前及下課後分別簽到及簽退。 

認可訓練機構應查核受訓人員之上課情形，對受訓人員請假

超過三小時或曠課者，應通知其補足全部課程。 

十、 認可訓練機構應將下列受訓人員相關資料至少保存三年： 

(一)簽到（簽退）紀錄（格式六）。 

(二)點名紀錄（格式七）。 

(三)成績冊（格式八）。 

(四)結業證書核發清冊（格式九）。 

前項第四款之結業證書核發清冊之書面及電子文件，應於結

訓後三十日內函送辦理訓練所在地之勞工及衛生主管機關

備查及登錄，並副知本部。 

十一、 辦理訓練所在地之勞工及衛生主管機關對於認可訓練機構

辦理本要點之訓練，得予查核；本部於必要時，得予抽查。 

前項主管機關為查核及監督認可訓練機構辦理成效，得向其

索取訓 練相關資料。 

第一項之勞工及衛生主管機關對於認可訓練機構辦理本要

點之訓練有違反規定情事者，應通知限期改善。 

認可訓練機構應就前項主管機關通知改善事項，於限期內提

出改善之書面報告。 

十二、 認可訓練機構辦理第三點之訓練時，得向受訓人員收費並掣

給收據。 

前項各類訓練之收支，應依相關會計作業規定辦理。 

十三、 受訓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製發結業證書： 

(一)未具合格之醫師或護理人員資格者。 

(二)受訓缺課時數達十分之一以上者。 

非其本人或冒名頂替參加者。 

十四、 認可訓練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部得撤銷或廢止其認可

資格： 

(一)經各級勞工及衛生主管機關通知應限期改善，屆期未改

善。 

(二)以不實廣告或內容招收受訓人員。 

(三)以任何形式將訓練業務轉予其他機構，非自力執行訓練

作業。 

(四)未依規定課程內容及時數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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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依會計帳冊查核結果，有嚴重缺失。 

(六)招收未具合格之醫師或護理人員資格，或招收人員與實

際受訓人員不符。 

(七)申請認可、備查之文件虛偽不實。 

(八)認可期間內，不符合第四點規定之條件。 

(九)其他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 

經撤銷或廢止認可之訓練機構，自撤銷或廢止之日起二年

內，不得再依本要點申請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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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一 訓練計畫報備書 

 

(  訓   練   機   構   全   銜  ) 

第○○期○○○○○(類別)訓練計畫報備書 

一、訓練期間 ○年○月○日至○月○日。 附註： 

1、報名人數須達15人以上始

得報訓練計畫，並附受訓人

員名冊。 

2、每期受訓人數以不超過80

人為原則。 

二、訓練場所 訓練場所名稱及地址（應檢附符合消

防法及建築相關法令之證明文件）。 

三、受訓人數 預計○○人(附受訓人員名冊)。 

四、輔導員 ○○○先生(小姐)  

五、教材 

 

使用○○○○○○編印之「○○○○

○○○○」教材。 

核定 

結果 

 

依本要點第七點規定，陳報訓練計畫，請備查。 

      此    致 

                                 （地方主管機關） 

訓練機構名稱： 

        地址： 

負責人姓名：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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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二 訓練課程表 

                    （訓練機構全銜） 

              第○○期○○○○○○（類別）訓練課程表 

日 

期 

星

期 

時

間 
課程名稱 時數 講師姓名 備註 

                     

                     

                     

                     

                     

                     

                     

                     

                     

                     

                     

訓練場所地址：○○○○○○○○○○○○○○ 

教室名稱：第   教室 

輔導員姓名：○○○    電話：        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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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三 講師名冊 

（訓練機構全銜） 

第○期○○○（類別）訓練講師名冊 

編號 講師姓名 學歷 經歷 通訊處 電話 

                  

                  

                  

                  

                  

                  

                  

 

  



 
 

278 

格式四 受訓人員名冊 

（訓練機構全銜） 

第○○期○○○（類別）訓練受訓人員名冊 

序 

號 
姓名 

出生 

年月

日 

身分

證字

號 

資格

證書 

字號 

學歷 
服務

單位 
職稱 

聯絡

地址 

電子

郵件

地址 

電話 備註 

1 

   

   

   

   

                              

2 

   

   

   

   

                              

3 

   

   

   

   

                              

4 

   

   

   

   

                              

5 

   

   

   

   

                              

6 

   

   

   

   

                              

7 

   

   

   

   

                              

註：受訓人員資格應查核其資格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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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五 受訓人員訓練結業證書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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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六 受訓人員簽到（簽退）紀錄 

（訓練機構全銜） 

第○○期○○○○○（種類）訓練受訓人員簽到（簽退）紀錄 

訓練場所地址：                                       教室名稱：第○○教室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至  時  分 

座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受訓人
員姓名 

          

簽名           

座號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受訓人

員姓名 
          

簽名           

座號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受訓人

員姓名 
          

簽名           

座號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受訓人
員姓名 

          

簽名           

座號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受訓人

員姓名 
          

簽名           

座號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受訓人
員姓名 

          

簽名           

座號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受訓人
員姓名 

          

簽名           

座號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受訓人
員姓名 

          

簽名           

出席人數   人 缺課人數      人 輔導員簽名___________ 講師簽名_____________ 

附註： 一、每日簽到時，輔導員應在場，有代簽者應糾正，遲到 15 分鐘者視為曠課。 

二、簽名筆不得使用紅筆或鉛筆，不得任意塗改，否則，視為無效。 

三、請假者，應事前填寫請假單，如為病假須補相關證明。 

四、輔導員於每日第 1 節過 20 分鐘後，應確實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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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七  受訓人員點名紀錄 

（訓練機構全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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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八 受訓人員成績冊 

（訓練機構全銜） 

第○○期○○○○○○○○（類別）訓練受訓人員成績冊 

   

同意開班文號：○年○月○日○○○字第○○○○○號 

訓練期間：○年○月○日至○年○月○日止 

訓練地點：○縣（市）○鄉（鎮、市）○路○段○號○樓 

輔導員：○○○ 

封面 

監考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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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機構全銜） 

第○○期○○○○○（類別）訓練受訓人員成績冊 

序號  照片  姓名  
出生年

月日  
身分證 

字號  
資格證

書證號  
學歷  

服務 

單位  
聯絡 

地址  

電子郵

件  
電話  

測驗成

績  
備註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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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九  受訓人員結業證書核發清冊 

訓練機構： 

訓練種類： 

備查文號：                         期別：第    期 

文號日期： 年 月 日  

序號  
證書

編號  
姓名  

出生

日期  

身分

證字

號  

資格

證書

字號  

學歷  
畢業  
學校  

服務  
單位  

郵遞  
區號  

聯絡

地址  
電話  

開訓

日  

結訓

日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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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1.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十月三十日內政部（63）台內勞字第 605755 號令訂定發布 

2.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內政部（72）台內勞字第 159903 號令修正發布 

3.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77）台勞安二字第 13503 號令修正發布 

4.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78）台勞安二字第 23982 號令修正刪除第 19-1 條、第

八章第一節 

5.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六月十五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3）台勞安二字第 42071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328 條 

6. 中華民國九十年十二月十二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0）台勞安二字第 0060412 號令修正發布第 20、36、37、

294  條條文 

7.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月二十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安二字第 0930051664 號令修正發布第 3、10、13、22、

23、41、57、63、91、92、116、117、119、122、175、177、179、184、186、188、197、225、233、239、

240、243、247、249、250、255、260、261、263、264、267、276、294 條條文；並增訂第 19-1、21-1、21-2、

29-1～29-6、128-1～128-7、155-1、177-1、184-1、280-1 條條文 

8.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二月十四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安 2字第 0960145100 號令修正發布第 11～15、18、21-1、

21-2、29、29-1、29-2、29-6、31、36～38、41、49～51、55、57、58、62、68、71、72、92、97～99、101、

106～108、110、111、116、118～122、125、127、128-1～128-4、128-6、128-7、131、132、134、138～144、

147、150、154、155-1、157、159～161、163、167、171、177、178、181、184、184-1、185～187、189、

190、196～198、200～202、205、207、208、211、212、214、217～219、221、222、229～231、234、235、

242～244、254、258、260、261、264、268、269、274～277、281、292、299～302、312～314、318～320、

322、327 條條文；並增訂第 26-1、128-8、177-2、185-1、286-1 條條文 

9.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月十三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安 3 字第 0980146173 號令修正發布第 41、277、296、297

條條文；增訂第 297-1、297-2 條條文 

10.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七月一日勞動部勞職授字第 10302007191  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第 1、2、11～15、20、

41、103、113、128-1、153、227、230、239、257、276、292、299、304、322、328  條條文；刪除第 10、

19、26、28、114、123、168、291、321、324 條條文；增訂第 29-7、286-2、287-1、295-1、300-1、324-1

～6、326-1～9 條條文及第十二章之一章名；並自一百零三年七月三日施行（原名稱：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

則） 

 

第一章 總則 
第 1 條 本規則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六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規則為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之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之最

低標準。 

第 3 條 本規則所稱特高壓，係指超過二萬二千八百伏特之電壓；高

壓，係指超過六百伏特至二萬二千八百伏特之電壓；低壓，

係指六百伏特以下之電壓。 

第 4 條 本規則所稱離心機械，係指離心分離機、離心脫水機、離心

鑄造機等之利用迴轉離心力將內裝物分離、脫水及鑄造者。 

第 5 條 本規則所稱過負荷防止裝置，係指起重機中，為防止吊升物

不致超越額定負荷之警報、自動停止裝置，不含一般之荷重

計。 

第 6 條 本規則所稱車輛機械，係指能以動力驅動且自行活動於非特

定場所之車輛、車輛系營建機械、堆高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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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所稱車輛系營建機械，係指推土機、平土機、鏟土機、

碎物積裝機、刮運機、鏟刮機等地面搬運、裝卸用營建機械

及動力鏟、牽引鏟、拖斗挖泥機、挖土斗、斗式掘削機、挖

溝機等掘削用營建機械及打椿機、拔椿機、鑽土機、轉鑽機、

鑽孔機、地鑽、夯實機、混凝土泵送車等基礎工程用營建機

械。 

第 7 條 本規則所稱軌道機械，係指於工作場所軌道上供載運勞工或

貨物之藉動力驅動之車輛、動力車、捲揚機等一切裝置。 

第 8 條 本規則所稱手推車，係指藉人力行駛於工作場所，供搬運貨

物之車輛。 

第 9 條 本規則所稱軌道手推車，係指藉人力行駛於工作場所之軌

道，供搬運貨物之車輛。 

第 10 條 （刪除） 

第 11 條 本規則所稱爆炸性物質，指下列危險物： 

一、硝化乙二醇、硝化甘油、硝化纖維及其他具有爆炸性質

之硝酸酯類。 

二、三硝基苯、三硝基甲苯、三硝基酚及其他具有爆炸性質

之硝基化合物。 

三、過醋酸、過氧化丁酮、過氧化二苯甲醯及其他過氧化有

機物。 

第 12 條 本規則所稱著火性物質，指下列危險物： 

一、金屬鋰、金屬鈉、金屬鉀。 

二、黃磷、赤磷、硫化磷等。 

三、賽璐珞類。 

四、碳化鈣、磷化鈣。 

五、鎂粉、鋁粉。 

六、鎂粉及鋁粉以外之金屬粉。 

七、二亞硫磺酸鈉。 

八、其他易燃固體、自燃物質、禁水性物質。 

第 13 條 本規則所稱易燃液體，指下列危險物： 

一、乙醚、汽油、乙醛、環氧丙烷、二硫化碳及其他閃火點

未滿攝氏零下三十度之物質。 

二、正己烷、環氧乙烷、丙酮、苯、丁酮及其他閃火點在攝

氏零下三十度以上，未滿攝氏零度之物質。 

三、乙醇、甲醇、二甲苯、乙酸戊酯及其他閃火點在攝氏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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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以上，未滿攝氏三十度之物質。 

四、煤油、輕油、松節油、異戊醇、醋酸及其他閃火點在攝

氏三十度以上，未滿攝氏六十五度之物質。 

第 14 條 本規則所稱氧化性物質，指下列危險物： 

一、氯酸鉀、氯酸鈉、氯酸銨及其他之氯酸鹽類。 

二、過氯酸鉀、過氯酸鈉、過氯酸銨及其他之過氯酸鹽類。 

三、過氧化鉀、過氧化鈉、過氧化鋇及其他無機過氧化物。 

四、硝酸鉀、硝酸鈉、硝酸銨及其他硝酸鹽類。 

五、亞氯酸鈉及其他固體亞氯酸鹽類。 

六、次氯酸鈣及其他固體次氯酸鹽類。 

第 15 條 本規則所稱可燃性氣體，指下列危險物： 

一、氫。 

二、乙炔、乙烯。 

三、甲烷、乙烷、丙烷、丁烷。 

四、其他於一大氣壓下、攝氏十五度時，具有可燃性之氣體。 

第 16 條 本規則所稱乙炔熔接裝置，係指由乙炔發生器、導管、吹管

等所構成，使用乙炔 (溶解性乙炔除外) 及氧氣供金屬之熔

接、熔斷或加熱之設備。 

第 17 條 本規則所稱氣體集合熔接裝置，係指由氣體集合裝置、安全

器、壓力調整器、導管、吹管等所構成，使用可燃性氣體供

金屬之熔接、熔斷或加熱之設備。 

前項之氣體集合裝置，係指由導管連接十個以上之可燃性氣

體容器之裝置，或由導管連結九個以下之可燃性氣體容器之

裝置中，其容器之容積之合計在氫氣或溶解性乙炔之容器為

四百公升以上，其他可燃性氣體之容器為一千公升以上者。 

第 18 條 本規則所稱高壓氣體，係指下列各款： 

一、在常用溫度下，表壓力（以下簡稱壓力）達每平方公分

十公斤以上之壓縮氣體或溫度在攝氏三十五度時之壓

力可達每平方公分十公斤以上之壓縮氣體。但不含壓縮

乙炔氣。 

二、在常用溫度下，壓力達每平方公分二公斤以上之壓縮乙

炔氣或溫度在攝氏十五度時之壓力可達每平方公分二

公斤以上之壓縮乙炔氣。 

三、在常用溫度下，壓力達每平方公分二公斤以上之液化氣

體或壓力達每平方公分二公斤時之溫度在攝氏三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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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以下之液化氣體。 

四、除前款規定者外，溫度在攝氏三十五度時，壓力超過每

平方公分零公斤以上之液化氣體中之液化氰化氫、液化

溴甲烷、液化環氧乙烷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液

化氣體。 

前項高壓氣體不適用於高壓鍋爐及其管內高壓水蒸氣，交通

運輸如火車及航空器之高壓氣體、核子反應裝置有關之高壓

氣體、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不易發生災害之高壓氣

體。 

第 19 條 （刪除） 

第 19-1 條 本規則所稱局限空間，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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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0 條 雇主設置之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及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國家標準、國際標準或團體標準之

全部或部分內容規定辦理。 

第二章 工作場所及通路 
第一節 工作場所 

第 21 條 雇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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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1-1 條 雇主對於有車輛出入、使用道路作業、鄰接道路作業或有導

致交通事故之虞之工作場所，應依下列規定設置適當交通號

誌、標示或柵欄： 

一、交通號誌、標示應能使受警告者清晰獲知。 

二、交通號誌、標示或柵欄之控制處，須指定專人負責管理。 

三、新設道路或施工道路，應於通車前設置號誌、標示、柵

欄、反光器、照明或燈具等設施。 

四、道路因受條件限制，永久裝置改為臨時裝置時，應於限

制條件終止後即時恢復。 

五、使用於夜間之柵欄，應設有照明或反光片等設施。 

六、信號燈應樹立在道路之右側，清晰明顯處。 

七、號誌、標示或柵欄之支架應有適當強度。 

八、設置號誌、標示或柵欄等設施，尚不足以警告防止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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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時，應置交通引導人員。 

前項交通號誌、標示或柵欄等設施，道路交通主管機關有規

定者，從其規定。 

第 21-2 條 雇主對於使用道路作業之工作場所，為防止車輛突入等引起

之危害，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從事挖掘公路施工作業，應依所在地直轄市、縣（市）

政府審查同意之交通維持計畫，設置交通管制設施。 

二、作業人員應戴有反光帶之安全帽，及穿著顏色鮮明有反

光帶之施工背心，以利辨識。 

三、與作業無關之車輛禁止停入作業場所。但作業中必須使

用之待用車輛，其駕駛常駐作業場所者，不在此限。 

四、使用道路作業之工作場所，應於車流方向後面設置車輛

出入口。但依周遭狀況設置有困難者，得於平行車流處

設置車輛出入口，並置交通引導人員，使一般車輛優先

通行，不得造成大眾通行之障礙。 

五、於勞工從事道路挖掘、施工、工程材料吊運作業、道路

或路樹養護等作業時，應於適當處所設置交通引導人

員。 

六、前二款及前條第一項第八款所設置之交通引導人員如有

被撞之虞時，應於該人員前方適當距離，另設置具有顏

色鮮明施工背心、安全帽及指揮棒之電動旗手。 

第 22 條 雇主應使勞工於機械、器具或設備之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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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具或設

備之原料或產品等置放致對勞工活動、避難、救難有不利因

素。 

雇主使勞工從事前項作業，有接觸機械、器具或設備之高溫

熱表面引起灼燙傷之虞時，應設置警示標誌、適當之隔熱等

必要之安全設施。 

第 23 條 雇主對於建築構造物及其附置物，應保持安全穩固，以防止

崩塌等危害。 

第 24 條 雇主對於建築構造物之基礎及地面，應有足夠之強度，使用

時不得超過其設計之荷重，以防止崩塌。 

第 25 條 雇主對於建築物之工作室，其樓地板至天花板淨高應在二．

一公尺以上。但建築法規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 26 條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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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1 條 雇主使勞工於獅、虎、豹、熊及其他具有攻擊性或危險性之

動物飼養區從事餵食、誘捕、驅趕、外放，或獸舍打掃維修

等作業時，應有適當之人獸隔離設備與措施。但該作業無危

害之虞者，不在此限。 

雇主為前項人獸隔離設備與措施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勞工打開獸欄時，應於安全處以電動控制為之。但有停

電、開關故障、維修保養或其他特殊情況時，經雇主或

主管在現場監督者，得以手動為之。 

二、從事作業有接近動物之虞時，應有保持人獸間必要之隔

離設施或充分之安全距離。 

三、從獸舍出入口無法透視內部情況者，應設置監視裝置。 

四、勞工與具有攻擊性或危險性動物接近作業時，有導致傷

害之虞者，應指定專人監督該作業，並置備電擊棒等適

當之防護具，勞工確實使用。 

五、訂定標準作業程序，使勞工遵循。 

六、其他必要之防護措施。 

第 27 條 雇主設置之安全門及安全梯於勞工工作期間內不得上鎖，其

通道不得堆置物品。 

第 28 條 （刪除） 

第 29 條 雇主對於工作用階梯之設置，應依下列之規定： 

一、如在原動機與鍋爐房中，或在機械四周通往工作台之工

作用階梯，其寬度不得小於五十六公分。 

二、斜度不得大於六十度。 

三、梯級面深度不得小於十五公分。 

四、應有適當之扶手。 

第二節 局限空間 

第 29-1 條 雇主使勞工於局限空間從事作業前，應先確認該空間內有無

可能引起勞工缺氧、中毒、感電、塌陷、被夾、被捲及火災、

爆炸等危害，有危害之虞者，應訂定危害防止計畫，並使現

場作業主管、監視人員、作業勞工及相關承攬人依循辦理。 

前項危害防止計畫，應依作業可能引起之危害訂定下列事

項： 

一、局限空間內危害之確認。 

二、局限空間內氧氣、危險物、有害物濃度之測定。 

三、通風換氣實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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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電能、高溫、低溫及危害物質之隔離措施及缺氧、中毒、

感電、塌陷、被夾、被捲等危害防止措施。 

五、作業方法及安全管制作法。 

六、進入作業許可程序。 

七、提供之防護設備之檢點及維護方法。 

八、作業控制設施及作業安全檢點方法。 

九、緊急應變處置措施。 

第 29-2 條 雇主使勞工於局限空間從事作業，有危害勞工之虞時，應於

作業場所入口顯而易見處所公告下列注意事項，使作業勞工

周知： 

一、作業有可能引起缺氧等危害時，應經許可始得進入之重

要性。 

二、進入該場所時應採取之措施。 

三、事故發生時之緊急措施及緊急聯絡方式。 

四、現場監視人員姓名。 

五、其他作業安全應注意事項。 

第 29-3 條 雇主應禁止作業無關人員進入局限空間之作業場所，並於入

口顯而易見處所公告禁止進入之規定。 

第 29-4 條 雇主使勞工於局限空間從事作業時，因空間廣大或連續性流

動，可能有缺氧空氣、危害物質流入致危害勞工者，應採取

連續確認氧氣、危害物質濃度之措施。 

第 29-5 條 雇主使勞工於有危害勞工之虞之局限空間從事作業前，應指

定專人檢點該作業場所，確認換氣裝置等設施無異常，該作

業場所無缺氧及危害物質等造成勞工危害。 

前項檢點結果應予記錄，並保存三年。 

第 29-6 條 雇主使勞工於有危害勞工之虞之局限空間從事作業時，其進

入許可應由雇主、工作場所負責人或現場作業主管簽署後，

始得使勞工進入作業。對勞工之進出，應予確認、點名登記，

並作成紀錄保存一年。 

前項進入許可，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作業場所。 

二、作業種類。 

三、作業時間及期限。 

四、作業場所氧氣、危害物質濃度測定結果及測定人員簽名。 

五、作業場所可能之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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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作業場所之能源隔離措施。 

七、作業人員與外部連繫之設備及方法。 

八、準備之防護設備、救援設備及使用方法。 

九、其他維護作業人員之安全措施。 

十、許可進入之人員及其簽名。 

十一、現場監視人員及其簽名。 

雇主使勞工進入局限空間從事焊接、切割、燃燒及加熱等動

火作業時，除應依第一項規定辦理外，應指定專人確認無發

生危害之虞，並由雇主、工作場所負責人或現場作業主管確

認安全，簽署動火許可後，始得作業。 

第 29-7 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局限空間作業，有致其缺氧或中毒之虞者，

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作業區域超出監視人員目視範圍者，應使勞工佩戴安全

帶及可偵測人員活動情形之裝置。 

二、置備可以動力或機械輔助吊升之緊急救援設備。但現場

設置確有困難，已採取其他適當緊急救援設施者，不在

此限。 

第三節 通路 

第 30 條 雇主對於工作場所出入口、樓梯、通道、安全門、安全梯等，

應依第三百一十三條規定設置適當之採光或照明。必要時並

應視需要設置平常照明系統失效時使用之緊急照明系統。 

第 31 條 雇主對於室內工作場所，應依下列規定設置足夠勞工使用之

通道： 

一、應有適應其用途之寬度，其主要人行道不得小於一公尺。 

二、各機械間或其他設備間通道不得小於八十公分。 

三、自路面起算二公尺高度之範圍內，不得有障礙物。但因

工作之必要，經採防護措施者，不在此限。 

四、主要人行道及有關安全門、安全梯應有明顯標示。 

第 32 條 雇主對於工作場所之人行道、車行道與鐵道，應儘量避免交

叉。但設置天橋或地下道，或派專人看守，或設自動信號器

者，不在此限。 

第 33 條 雇主對車輛通行道寬度，應為最大車輛寬度之二倍再加一公

尺，如係單行道則為最大車輛之寬度加一公尺。車輛通行道

上，並禁止放置物品。 

第 34 條 雇主對不經常使用之緊急避難用出口、通道或避難器具，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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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其目的，且維持隨時能應用之狀態。 

設置於前項出口或通道之門，應為外開式。 

第 3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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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6 條 雇主架設之通道（包括機械防護跨橋），應依下列規定： 

一、具有堅固之構造。 

二、傾斜應保持在三十度以下。但設置樓梯者或其高度未滿

二公尺而設置有扶手者，不在此限。 

三、傾斜超過十五度以上者，應設置踏條或採取防止溜滑之

措施。 

四、有墜落之虞之場所，應置備高度七十五公分以上之堅固

扶手。在作業上認有必要時，得在必要之範圍內設置活

動扶手。 

五、設置於豎坑內之通道，長度超過十五分尺者，每隔十公

尺內應設置平台一處。 

六、營建使用之高度超過八公尺以上之階梯，應於每隔七公

尺內設置平台一處。 

七、通道路如用漏空格條製成，其縫間隙不得超過三十公

厘，超過時，應裝置鐵絲網防護。 

第 37 條 雇主設置之固定梯子，應依下列規定： 

一、具有堅固之構造。 

二、應等間隔設置踏條。 

三、踏條與牆壁間應保持十六．五公分以上之淨距。 

四、應有防止梯子移位之措施。 

五、不得有防礙工作人員通行之障礙物。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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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梯子之頂端應突出板面六十公分以上。 

八、梯長連續超過六公尺時，應每隔九公尺以下設一平台，

並應於距梯底二公尺以上部分，設置護籠或其他保護裝

置。但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未設置護籠或其它保護裝置，已於每隔六公尺以下

設一平台者。 

（二）塔、槽、煙囪及其他高位建築之固定梯已設置符合

需要之安全帶、安全索、磨擦制動裝置、滑動附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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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及其他安全裝置，以防止勞工墜落者。 

九、前款平台應有足夠長度及寬度，並應圍以適當之欄柵。 

前項第七款至第八款規定，不適用於沉箱內之梯子。 

第 38 條 雇主如設置傾斜路代替樓梯時，應依下列規定： 

一、傾斜路之斜度不得大於二十度。 

二、傾斜路之表面應以粗糙不滑之材料製造。 

三、其他準用前條第一款、第五款、第八款之規定。 

第 39 條 雇主設置於坑內之通道或階梯，為防止捲揚裝置與勞工有接

觸危險之虞，應於各該場所設置隔板或隔牆等防護措施。 

第 40 條 雇主僱用勞工於軌道上或接近軌道之場所從事作業時，若通

行於軌道上之車輛有觸撞勞工之虞時，應配置監視人員或警

告裝置等措施。 

第三章 機械災害之防止 
第一節 一般規定 

第 41 條 雇主對於下列機械、設備或器具，應使其具安全構造，並依

機械設備器具安全標準之規定辦理： 

一、動力衝剪機械。 

二、手推刨床。 

三、木材加工用圓盤鋸。 

四、動力堆高機。 

五、研磨機。 

六、研磨輪。 

七、防爆電氣設備。 

八、動力衝剪機械之光電式安全裝置。 

九、手推刨床之刃部接觸預防裝置。 

十、木材加工用圓盤鋸之反撥預防裝置及鋸齒接觸預防裝

置。 

十一、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 

第 42 條 雇主對於機械之設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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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3 條 雇主對於機械之原動機、轉軸、齒輪、帶輪、飛輪、傳動輪、

傳動帶等有危害勞工之虞之部分，應有護罩、護圍、套胴、

跨橋等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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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對用於前項轉軸、齒輪、帶輪、飛輪等之附屬固定具，

應為埋頭型或設置護罩。 

雇主對於傳動帶之接頭，不得使用突出之固定具。但裝有適

當防護物，足以避免災害發生者，不在此限。 

第 44 條 雇主應於每一具機械分別設置開關、離合器、移帶裝置等動

力遮斷裝置。但連成一體之機械，置有共同動力遮斷裝置，

且在工作中途無須以人力供應原料、材料及將其取出者，不

在此限。 

前項機械如係切斷、引伸、壓縮、打穿、彎曲、扭絞等加工

用機械者、雇主應將同項規定之動力遮斷裝置，置於從事作

業之勞工無須離開其工作崗位即可操作之場所。 

雇主設置之第一項動力遮斷裝置，應有易於操作且不因接

觸、振動等或其他意外原因致使機械驟然開動之性能。 

第 45 條 雇主對於使用動力運轉之機械，具有顯著危險者，應於適當

位置設置有明顯標誌之緊急制動裝置，立即遮斷動力並與制

動系統連動，能於緊急時快速停止機械之運轉。 

第 46 條 雇主對於動力傳動裝置之軸承，應有適當之潤滑，運轉中禁

止注油。但有安全注油裝置者，不在此限。 

第 47 條 雇主對於原動機或動力傳動裝置，應有防止於停止時，因振

動接觸，或其他意外原因驟然開動之裝置。 

第 48 條 雇主對於具有顯著危險之原動機或動力傳動裝置，應於適當

位置設置緊急制動裝置，立即遮斷動力並與剎車系統連動，

於緊急時能立即停止原動機或動力傳動裝置之轉動。 

第 49 條 雇主對於傳動帶，應依下列規定裝設防護物： 

一、離地二公尺以內之傳動帶或附近有勞工工作或通行而有

接觸危險者，應裝置適當之圍柵或護網。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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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裝設堅固適當之圍柵或護網。 

三、穿過樓層之傳動帶，於穿過之洞口應設適當之圍柵或護

網。 

第 50 條 動力傳動裝置之轉軸，應依下列規定裝設防護物： 

一、離地二公尺以內之轉軸或附近有勞工工作或通行而有接

觸之危險者，應有適當之圍柵、掩蓋護網或套管。 

二、因位置關係勞工於通行時必須跨越轉軸者，應於跨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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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裝置適當之跨橋或掩蓋。 

第 51 條 動力傳動裝置有定輪及遊輪者，雇主應依下列規定設置適當

之裝置： 

一、移帶裝置之把柄不得設於通道上。 

二、移帶裝置之把柄，其開關方向應一律向左或向右，並加

標示。 

三、應有防止傳動帶自行移入定輪之裝置。 

第 52 條 雇主對於動力傳動裝置之未裝遊輪者，應裝置傳動帶上卸

桿。 

第 53 條 雇主對於傳動帶，除應指定在不用時應掛於適當之支架外，

並應規定不用時不得掛於動力傳動裝置之轉軸。 

第 54 條 雇主對於機械開始運轉有危害勞工之虞者，應規定固定信

號，並指定指揮人員負責指揮。 

第 55 條 加工物、切削工具、模具等因截斷、切削、鍛造或本身缺損，

於加工時有飛散物致危害勞工之虞者，雇主應於加工機械上

設置護罩或護圍。但大尺寸工件等作業，應於適當位置設置

護罩或護圍。 

第 56 條 雇主對於鑽孔機、截角機等旋轉刃具作業，勞工手指有觸及

之虞者，應明確告知並標示勞工不得使用手套。 

第 5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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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機械停止運轉時，有彈簧等彈性元件、液壓、氣壓或真

空蓄能等殘壓引起之危險者，雇主應採釋壓、關斷或阻隔等

適當設備或措施。 

第一項工作必須在運轉狀態下施行者，雇主應於危險之部分

設置護罩、護圍等安全設施或使用不致危及勞工身體之足夠

長度之作業用具。對連續送料生產機組等，其部分單元停機

有困難，且危險部分無法設置護罩或護圍者，雇主應設置具

有安全機能設計之裝置，或採取必要安全措施及書面確認作

業方式之安全性，並指派現場主管在場監督。 

第二節 一般工作機械 

第 58 條 雇主對於下列機械部分，其作業有危害勞工之虞者，應設置

護罩、護圍或具有連鎖性能之安全門等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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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紙、布、鋼纜或其他具有捲入點危險之捲胴作業機械。 

二、磨床或龍門刨床之刨盤、牛頭刨床之滑板等之衝程部分。 

三、直立式車床、多角車床等之突出旋轉中加工物部分。 

四、帶鋸（木材加工用帶鋸除外）之鋸切所需鋸齒以外部分

之鋸齒及帶輪。 

五、電腦數值控制或其他自動化機械具有危險之部分。 

第 59 條 雇主對車床、滾齒機械等之高度，超過從事作業勞工之身高

時，應設置供勞工能安全使用，且為適當高度之工作台。 

第 60 條 雇主應禁止勞工攀登運轉中之立式車床、龍門刨床等之床

台。但置有緊急制動裝置使搭乘於床台或配置於操作盤之勞

工能立即停止機器運轉者，不在此限。 

第 61 條 雇主對於金屬、塑膠等加工用之圓盤鋸，應設置鋸齒接觸預

防裝置。 

第 62 條 雇主對於研磨機之使用，應依下列規定：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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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規定研磨機之使用不得超過規定最高使用周速度。 

三、規定研磨輪使用，除該研磨輪為側用外，不得使用側面。 

四、規定研磨機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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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第一款之速率試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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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3 條 雇主對於棉紡機、絲紡機、手紡式或其他各種機械之高速迴

轉部分易發生危險者，應裝置護罩、護蓋或其他適當之安全

裝置。 

第三節 木材加工機械 

第 64 條 雇主對於木材加工用帶鋸鋸齒 (鋸切所需之部分及鋸床除

外) 及帶輪，應設置護罩或護圍等設備。 

第 65 條 雇主對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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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設有緊急

制動裝置，使勞工能停止突釘型導送滾輪或鋸齒型導送滾輪

轉動者，不在此限。 

第 66 條 雇主對於有自動輸送裝置以外之截角機，應裝置刃部接觸預

防裝置。但設置接觸預防裝置有阻礙工作，且勞工使用送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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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時不在此限。 

第 67 條 雇主應禁止勞工進入自動輸材台或帶鋸輸材台與鋸齒之

間，並加以標示。 

第 68 條 雇主設置固定式圓盤鋸、帶鋸、手推刨床、截角機等合計五

台以上時，應指定作業管理人員負責執行下列事項： 

一、指揮木材加工用機械之操作。 

二、檢查木材加工用機械及其安全裝置。 

三、發現木材加工用機械及其安全裝置有異時，應即採取必

要之措施。 

四、作業中，監視送料工具等之使用情形。 

第四節 衝剪機械等 

第 69 條 雇主對勞工從事動力衝剪機械金屬模之安裝、拆模、調整及

試模時，為防止滑塊等突降之危害應使勞工使用安全塊、安

全插梢或安全開關鎖匙等之裝置。 

從事前項規定作業之勞工，應確實使用雇主提供之安全塊、

安全插梢或安全開關鎖匙。 

第 70 條 雇主調整衝剪機械之金屬模使滑塊等動作時，對具有寸動機

構或滑塊調整裝置者，應採用寸動；未具寸動機構者，應切

斷衝剪機械之動力電源，於飛輪等之旋轉停止後，用手旋動

飛輪調整之。 

第 71 條 雇主對於衝剪機械之下列機件或機構應保持應有之性能： 

一、離合器及制動裝置。 

二、附屬於離合器、制動之螺絲、彈簧及梢。 

三、連結於離合器及制動之連結機構部分。 

四、滑塊機構。 

五、一行程一停止機構、連動停止機械或緊急停止機構。 

第 72 條 雇主設置衝剪機械五台以上時，應指定作業管理人員負責執

行下列職務： 

一、檢查衝壓機械及其安全裝置。 

二、發現衝剪機械及其安全裝置有異狀時，應即採取必要措

施。 

三、衝剪機械及其安全裝置裝設有鎖式換回開關時，應保管

其鎖匙。 

四、直接指揮金屬模之裝置、拆卸及調整作業。 

第五節 離心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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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3 條 雇主對於離心機械，應裝置覆蓋及連鎖裝置。 

前項連鎖裝置，應使覆蓋未完全關閉時無法啟動。 

第 74 條 雇主對於自離心機械取出內裝物時，除置有自動取出內裝物

之機械外，應規定勞工操作前，應使該機械停止運轉。 

第 75 條 雇主對於離心機械之使用，應規定不得超越該機械之最高使

用回轉數。 

第六節 粉碎機與混合機 

第 76 條 為防止勞工有自粉碎機及混合機之開口部分墜落之虞，雇主

應有覆蓋，護圍、高度在九十公分以上之圍柵等必要設備。

但設置覆蓋、護圍或圍柵有阻礙作業，且從事該項作業之勞

工佩戴安全帶或安全索以防止墜落者，不在此限。 

為防止由前項開口部份與可動部份之接觸而危害勞工之

虞，雇主應有護圍等之設備。 

第 77 條 雇主對於自粉碎機或混合機，取出內裝物時，除置有自動取

出內裝物之機械外，應規定勞工操作前，應使該機械停止運

轉。但基於作業需要該機械不能停止運轉，且使勞工使用工

具取出內裝物時不致危及勞工安全時不在此限。 

第七節 滾軋機等 

第 78 條 雇主對於滾輾紙、布、金屬箔等或其他具有捲入點之滾軋

機，有危害勞工之虞時，應設護圍、導輪等設備。 

第 79 條 雇主對於滾輾橡膠、橡膠化合物、合成樹脂之滾輾機或其他

具有危害之滾輾機，應設置於災害發生時，被害者能自己易

於操縱之緊急制動裝置。 

第 80 條 雇主對於置有紗梭之織機，應裝置導梭。 

第 81 條 雇主對於引線機之引線滑車或撚線機之籠車，有危害勞工之

虞者，應設護罩、護圍等設備。 

第 82 條 雇主對於射出成型機、鑄鋼造形機、打模機等 (本章第四節

列舉之機械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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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安全門應具有非關閉狀態即無法起動機械之性能。 

第 83 條 雇主對於扇風機之葉片，有危害勞工之虞者，應設護網或護

圍等設備。 

第八節 高速回轉體 

第 84 條 雇主於施行旋轉輪機、離心分離機等週邊速率超越每秒二十

五公尺以上之高速回轉體之試驗時，為防止高速回轉體之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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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之危險，應於專用之堅固建築物內或以堅固之隔牆隔離之

場所實施。但試驗次條規定之高速回轉體以外者，其試驗設

備已有堅固覆罩等足以阻擋該高速回轉體破裂引起之危害

設備者，不在此限。 

第 85 條 雇主於施行轉軸之重量超越一公噸，且轉軸之週邊速率在每

秒一百二十公尺以上之高速回轉體之試驗時，應於事先就與

該軸材質、形狀等施行非破壞檢查，確認其無破壞原因存在

時始為之。 

第 86 條 雇主於施行前條規定高速回轉試驗時，應以遙控操作等方法

控制；使試驗中即使該高速回轉體破壞時，亦不致傷及勞工。 

第四章 危險性機械、設備及器具 
第一節 起重升降機具 

第 87 條 雇主對於起重升降機具之設備及有關措施，應依起重升降機

具有關安全規則辦理。 

第 88 條 雇主對於起重機具之作業，應規定一定之運轉指揮信號，並

指派專人負責辦理。 

第 89 條 雇主對於各種起重機具，應標示最高負荷，並規定使用時不

得超過此項限制。 

第 90 條 雇主對於起重機具之吊鉤或吊具，應有防止吊舉中所吊物體

脫落之裝置。 

第 91 條 雇主對於起重機具之吊鉤或吊具，為防止與吊架或捲揚胴接

觸、碰撞，應有至少保持○．二五公尺距離之過捲預防裝置，

如為直動式過捲預防裝置者，應保持○．○五公尺以上距離；

並於鋼索上作顯著標示或設警報裝置，以防止過度捲揚所引

起之損傷。 

第 92 條 雇主對於起重機具之運轉，應於運轉時採取防止吊掛物通過

人員上方及人員進入吊掛物下方之設備或措施。 

從事前項起重機具運轉作業時，為防止吊掛物掉落，應依下

列規定辦理： 

一、吊掛物使用吊耳時，吊耳設置位置及數量，應能確保吊

掛物之平衡。 

二、吊耳與吊掛物之結合方式，應能承受所吊物體之整體重

量，使其不致脫落。 

三、使用吊索（繩）、吊籃等吊掛用具或載具時，應有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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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度。 

第 93 條 雇主對於升降機之升降路各樓出入口，應裝置構造堅固平滑

之門，並應有安全裝置，使升降搬器及升降路出入口之任一

門開啟時，升降機不能開動，及升降機在開動中任一門開啟

時，能停止上下。 

第 94 條 雇主對於升降機各樓出入口及搬器內，應明顯標示其積載荷

重或乘載之最高人數，並規定使用時不得超過限制。 

第 95 條 雇主對於升降機之升降路各樓出入口門，應有連鎖裝置，使

搬器地板與樓板相差七．五公分以上時，升降路出入口門不

能開啟之。 

第 96 條 雇主對於升降機，應設置終點極限開關、緊急剎車及其他安

全裝置。 

第 97 條 雇主對於起重機具所使用之吊掛構件，應使其具足夠強度，

使用之吊鉤或鉤環及附屬零件，其斷裂荷重與所承受之最大

荷重比之安全係數，應在四以上。但相關法規另有規定者，

從其規定。 

第 98 條 雇主不得以下列任何一種情況之吊鏈作為起重升降機具之

吊掛用具： 

一、延伸長度超過百分之五以上者。 

二、斷面直徑減少百分之十以上者。 

三、有龜裂者。 

第 99 條 雇主不得以下列任何一種情況之吊掛之鋼索作為起重升降

機具之吊掛用具： 

一、鋼索一撚間有百分之十以上素線截斷者。 

二、直徑減少達公稱直徑百分之七以上者。 

三、有顯著變形或腐蝕者。 

四、已扭結者。 

第 100 條 雇主不得使用已變形或已龜裂之吊鉤、鉤環、鏈環，作為起

重升降機具之吊掛用具。 

第 101 條 雇主不得使用下列任何一種情況之纖維索、帶，作為起重升

降機具之吊掛用具： 

一、已斷一股子索者。 

二、有顯著之損傷或腐蝕者。 

第 102 條 雇主對於吊鏈或未設環結之鋼索，其兩端非設有吊鉤、鉤

環、鏈環或編結環首、壓縮環首者，不能作為起重機具之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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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用具。 

第 103 條 起重升降機具設備及有關措施，除依本節之規定外，並應依

其他相關職業安全衛生法規規定辦理。 

第二節 鍋爐及壓力容器 

第 104 條 雇主對於鍋爐及壓力容器設備及有關措施，應依鍋爐及壓力

容器有關安全規則之規定辦理。 

第三節 高壓氣體設備及容器 

第 105 條 雇主對於高壓氣體之製造、儲存、消費等，應依高壓氣體設

備及容器有關安全規則之規定辦理。 

第 106 條 雇主對於高壓氣體容器，不論盛裝或空容器，使用時，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確知容器之用途無誤者，方得使用。 

二、高壓氣體容器應標明所裝氣體之品名，不得任意灌裝或

轉裝。 

三、容器外表顏色，不得擅自變更或擦掉。 

四、容器使用時應加固定。 

五、容器搬動不得粗莽或使之衝擊。 

六、焊接時不得在容器上試焊。 

七、容器應妥善管理、整理。 

第 107 條 雇主對於高壓氣體容器，不論盛裝或空容器，搬運時，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溫度保持在攝氏四十度以下。 

二、場內移動儘量使用專用手推車等，務求安穩直立。 

三、以手移動容器，應確知護蓋旋緊後，方直立移動。 

四、容器吊起搬運不得直接用電磁鐵，吊鏈、繩子等直接吊

運。 

五、容器裝車或卸車，應確知護蓋旋緊後才進行，卸車時必

須使用緩衝板或輪胎。 

六、儘量避免與其他氣體混載，非混載不可時，應將容器之

頭尾反方向置放或隔置相當間隔。 

七、載運可燃性氣體時，要置備滅火器；載運毒性氣體時，

要置備吸收劑、中和劑、防毒面具等。 

八、盛裝容器之載運車輛，應有警戒標誌。 

九、運送中遇有漏氣，應檢查漏出部位，給予適當處理。 

十、搬運中發現溫度異常高昇時，應立即灑水冷卻，必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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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通知原製造廠協助處理。 

第 108 條 雇主對於高壓氣體之貯存，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貯存場所應有適當之警戒標示，禁止煙火接近。 

二、貯存周圍二公尺內不得放置有煙火及著火性、引火性物

品。 

三、盛裝容器和空容器應分區放置。 

四、可燃性氣體、有毒性氣體及氧氣之鋼瓶，應分開貯存。 

五、應安穩置放並加固定及裝妥護蓋。 

六、容器應保持在攝氏四十度以下。 

七、貯存處應考慮於緊急時便於搬出。 

八、通路面積以確保貯存處面積百分之二十以上為原則。 

九、貯存處附近，不得任意放置其他物品。 

十、貯存比空氣重之氣體，應注意低漥處之通風。 

第 109 條 雇主對於高壓可燃性氣體之貯存，除前條規定外，電氣設備

應採用防爆型，不得帶用防爆型攜帶式電筒以外之其他燈

火，並應有適當之滅火機具。 

第 110 條 雇主對於毒性高壓氣體之儲存，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貯存處要置備吸收劑、中和劑及適用之防毒面罩或呼吸

用防護具。 

二、具有腐蝕性之毒性氣體，應充分換氣，保持通風良好。 

三、不得在腐蝕化學藥品或煙囟附近貯藏。 

四、預防異物之混入。 

第 111 條 雇主對於毒性高壓氣體之使用，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非對該氣體有實地瞭解之人員，不准進入。 

二、工作場所空氣中之毒性氣體濃度不得超過容許濃度。 

三、工作場所置備充分及適用之防護具。 

四、使用毒性氣體場所，應保持通風良好。 

第 112 條 雇主對於高壓氣體之廢棄，應防止火災爆炸或中毒之危害。 

第 113 條 有關高壓氣體設備及必要措施，除本節之規定外，並應依其

他相關職業安全衛生法規規定辦理。 

第五章 車輛機械 
第一節 一般規定 

第 114 條 （刪除） 

第 115 條 雇主對於車輛機械應有足夠之馬力及強度，承受其規定之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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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並應裝置名牌或相等之標示指出空重、載重、額定荷重

等。 

第 116 條 雇主對於就業場所作業之車輛機械，應使駕駛者或有關人員

負責執行下列事項： 

一、除非所有人員已遠離該機械（駕駛者等依規定就位者除

外），否則不得起動。 

二、車輛系營建機械，除乘坐席位外，於作業時不得搭載勞

工。 

三、車輛系營建機械作業時，禁止人員（駕駛者等依規定就

位者除外）進入操作半徑內或附近有危險之虞之場所。

但另採安全措施者，不在此限。 

四、應注意遠離帶電導體，以免感電。 

五、應依製造廠商規定之安全度及最大使用荷重等操作。 

六、禁止停放於有滑落危險之虞之斜坡。但已採用其他設備

或措施者，不在此限。 

七、禁止夜間停放於交通要道。 

八、不得使動力系挖掘機械於鏟、鋏、吊斗等，在負載情況

下行駛。 

九、不得使車輛系營建機械供為主要用途以外之用途。但使

用適合該用途之裝置無危害勞工之虞者，不在此限。 

十、不得使勞工搭載於堆高機之貨叉所承載貨物之托板、撬

板及其他堆高機（乘坐席以外）部分。但停止行駛之堆

高機，已採取防止勞工墜落設備或措施者，不在此限。 

十一、駕駛者離開其位置時，應將吊斗等作業裝置置於地

面，並將原動機熄火、制動，並安置煞車等，防止該機

械逸走。 

十二、堆高機於駕駛者離開其位置時，應採將貨叉等放置於

地面，並將原動機熄火、制動。 

第 117 條 雇主對於最大速率超過每小時十公里之車輛系營建機械，應

於事前依相關作業場所之地質、地形等狀況，規定車輛行駛

速率，並使勞工依該速率進行作業。 

第二節 道路 

第 118 條 雇主對於勞工工作場所之自設道路，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應能承受擬行駛車輛機械之荷重。 

二、危險區應設有標誌杆或防禦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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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路（包括橋樑及涵洞等）應定期檢查，如發現有危害

車輛機械行駛之情況，應予消除。 

四、坡度須適當，不得有使擬行駛車輛機械滑下可能之斜度。 

五、應妥予設置行車安全設備並注意其保養。 

第三節 車輛系營建機械 

第 119 條 雇主對使用於作業場所之車輛系營建機械者，應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其駕駛棚須有良好視線，適當之通風，容易上下車；裝

有擋風玻璃及窗戶者，其材料須由透明物質製造，並於

破裂時，不致產生尖銳碎片。擋風玻璃上應置有動力雨

刮器。 

二、應裝置前照燈具。但使用於已設置有作業安全所必要照

明設備場所者，不在此限。 

三、應設置堅固頂蓬，以防止物體掉落之危害。 

第 120 條 雇主對於車輛系營建機械，如作業時有因該機械翻落、表土

崩塌等危害勞工之虞者，應於事先調查該作業場所之地質、

地形狀況等，適當決定下列事項或採必要措施，並將第二款

及第三款事項告知作業勞工： 

一、所使用車輛系營建機械之種類及性能。 

二、車輛系營建機械之行經路線。 

三、車輛系營建機械之作業方法。 

四、整理工作場所以預防該等機械之翻倒、翻落。 

第 121 條 雇主對於車輛系營建機械之修理或附屬裝置之安裝、拆卸等

作業時，應就該作業指定專人負責下列措施： 

一、決定作業順序並指揮作業。 

二、監視於機臂，突樑下作業之勞工所使用安全支柱、絞車

等之狀況。 

第 122 條 雇主採自行行駛或以牽引拖曳將之裝卸於貨車等方式，運送

車輛系營建機械時，如使用道板、填土等方式裝卸於車輛，

為防止該車輛系營建機械之翻倒、翻落等危害，應採取下列

措施： 

一、裝卸時選擇於平坦堅固地點為之。 

二、使用道板時，應使用具有足夠長度、寬度及強度之道板，

且應穩固固定該道板於適當之斜度。 

三、使用填土或臨時架台時，應確認具有足夠寬度、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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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保持適當之斜度。 

第 123 條 （刪除） 

第四節 堆高機 

第 124 條 雇主對於堆高機非置備有後扶架者，不得使用。但將桅桿後

傾之際，雖有貨物之掉落亦不致危害勞工者，不在此限。 

第 125 條 雇主使用堆高機之托板或撬板時，應依下列規定： 

一、具有充分能承受積載之貨物重量之強度。 

二、無顯著之損傷，變形或腐蝕者。 

第 126 條 雇主對於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應指派經特殊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人員操作。 

第 127 條 雇主對於堆高機之操作，不得超過該機械所能承受之最大荷

重，且其載運之貨物應保持穩固狀態，防止翻倒。 

第 128 條 雇主於危險物存在場所使用堆高機時，應有必要之安全衛生

設備措施。 

第五節 高空工作車 

第 128-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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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除行駛於道路上外，為防止高空工作車之翻倒或翻落，

危害勞工，應將其外伸撐座完全伸出，並採取防止地盤

不均勻沉陷、路肩崩塌等必要措施。但具有多段伸出之

外伸撐座者，得依原廠設計之允許外伸長度作業。 

三、在工作台以外之處所操作工作台時，為使操作者與工作

台上之勞工間之連絡正確，應規定統一之指揮信號，並

指定人員依該信號從事指揮作業等必要措施。 

四、不得搭載勞工。但設有乘坐席位及工作台者，不在此限。 

五、不得超過高空工作車之積載荷重及能力。 

六、不得使高空工作車為主要用途以外之用途。但無危害勞

工之虞者，不在此限。 

七、除工作台作垂直上升或下降之高空工作車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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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28-2條 雇主對於高空工作車之駕駛於離開駕駛座時，應使駕駛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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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措施。但有勞工在工作台從事作業或將從事作業時，不

在此限： 

一、將工作台下降至最低位置。 

二、採取預防高空工作車逸走之措施，如停止原動機並確實

使用制動裝置制動等，以保持於穩定狀態。 

勞工在工作台從事作業或將從事作業時，前項駕駛離開駕駛

座，雇主應使駕駛確實使用制動裝置制動等，以保持高空工

作車於穩定狀態。 

第 128-3條 雇主採自行行駛或以牽引拖曳將之裝卸於貨車等方式，運送

高空工作車時，如使用道板或利用填土等方式裝卸於車輛，

為防止該高空工作車之翻倒或翻落等危害，應採取下列措

施： 

一、裝卸時選擇於平坦堅固地點為之。 

二、使用道板時，應使用具有足夠長度、寬度及強度之道板，

且應穩固固定該道板於適當之斜度。 

三、使用填土或臨時架台時，應確認具有足夠寬度、強度，

並保持適當之斜度。 

第 128-4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高空工作車之修理、工作台之裝設或拆卸作

業時，應指定專人監督該項作業，並執行下列事項： 

一、決定作業步驟並指揮作業。 

二、監視作業中安全支柱、安全塊之使用狀況。 

第 128-5條 雇主使勞工於高空工作車升起之伸臂等下方從事修理、檢點

等作業時，應使從事該作業勞工使用安全支柱、安全塊等，

以防止伸臂等之意外落下致危害勞工。 

第 128-6條 高空工作車行駛時，除有工作台可操作行駛構造之高空工作

車外，雇主不得使勞工搭載於該高空工作車之工作台上。但

使該高空工作車行駛於平坦堅固之場所，並採取下列措施

時，不在此限： 

一、規定一定之信號，並指定引導人員，依該信號引導高空

工作車。 

二、於作業前，事先視作業時該高空工作車工作台之高度及

伸臂長度等，規定適當之速率，並使駕駛人員依該規定

速率行駛。 

第 128-7條 高空工作車有工作台可操作行駛之構造者，於平坦堅固之場

所以外之場所行駛時，雇主應採取下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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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規定一定之信號，並指定引導人員，依該信號引導高空

工作車。 

二、於作業前，事先視作業時該高空工作車工作台之高度及

伸臂長度、作業場所之地形及地盤之狀態等，規定適當

之速率，並使駕駛人員依該規定速率行駛。 

第 128-8條 高空工作車之構造，應符合國家標準一四九六五規定。 

第六章 軌道機械 
第一節 一般規定 

第 129 條 雇主對於軌道機械，應設有適當信號裝置，並於事先通知有

關勞工週知。 

第 130 條 雇主對於連結軌道機械車輛時，應使用適當連結裝置。 

第二節 軌道 

第 131 條 雇主對於動力車鋼軌之每公尺重量，應依下列規定： 

 

車輛重量 鋼軌每公尺重量 備註 

未滿五公噸 九公斤以上 以兩軸車輛為準 

五至未滿十公噸 十二公以上  

十至未滿十五公噸 十五公斤以上  

十五公噸以上 二十二公斤以上  
 

  

第 132 條 雇主對於動力車鋼軌之舖設，應依下列規定： 

一、鋼軌接頭，應使用魚尾板或採取熔接固定。 

二、舖設鋼軌，應使用道釘、金屬固定具等將鋼軌固定於枕

木或水泥路基上。 

三、軌道之坡度應保持在千分之五十以下。但動力車備有自

動空氣煞車之軌道得放寬至千分之六十五以下。 

前項枕木之大小及其間隔，應考慮車輛重量，路基狀況。 

第一項所使用之枕木，如置於不易更換之場所，應為具有耐

腐蝕性者。 

第 133 條 雇主對於動力車軌道路基，如車輛在五公噸以上者，其除應

由礫石、碎石等構成外，並應有充分之保固，與良好排水系

統。 

雇主對於前項以外之軌道路基，應注意鋼軌舖設、車輛行駛

安全狀況。 

第 134 條 雇主對於動力車軌道之曲線部分，應依下列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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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率半徑應在十公尺以上。 

二、保持適度之軌道超高及加寬。 

三、裝置適當之護軌。 

第 135 條 雇主對於動力車軌道岔道部分，應設置具有充分效能之轉轍

器及轍鎖；軌道之終端應設置充分效能之擋車裝置。 

第 136 條 雇主對於車輛於軌道上有滑走之虞時，應設置防止滑走之裝

置。 

第 137 條 雇主對於隧道坑井內部裝置軌道時，其側壁與行走之車輛，

應保持六十公分以上淨距。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於適當之間隔，設置有相當寬度之避車設備並有顯明標

示者。 

二、設置信號裝置或配置監視人員者。 

第 138 條 雇主對於手推車輛之軌道，應依下列規定： 

一、軌道之曲率半徑應在五公尺以上。 

二、傾斜應在十五分之一以下。 

三、鋼軌每公尺重量應在六公斤以上。 

四、置直徑九公分以上之枕木並以適當間隔配置。 

五、鋼軌接頭應使用魚尾板或採取熔接等固定。 

第 139 條 雇主對於軌道沿線，應依下列規定採取措施： 

一、軌道兩旁之危險立木，應予清除。 

二、軌道之上方及兩旁與鄰近之建築物應留有適當之距離。 

三、軌道附近不得任意堆放物品，邊坑上不得有危石。 

四、橋樑過長時，應設置平台等。 

五、工作人員經常出入之橋樑，應另行設置行人安全道。 

第 140 條 雇主對於軌道沿線環境，應依下列規定實施保養： 

一、清除路肩及橋樑附近之叢草。 

二、清除妨害視距之草木。 

三、維護橋樑及隧道支架結構之良好。 

四、清掃坍方。 

五、清掃邊坡危石。 

六、維護鋼軌接頭及道釘之完整。 

七、維護路線號誌及標示之狀況良好。 

八、維護軌距狀況良好。 

九、維護排水系統良好。 

十、維護枕木狀況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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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軌道車輛 

第 141 條 雇主對行使於軌道之動力車，應依下列規定： 

一、設置汽笛、警鈴等信號裝備。 

二、於夜間或地下使用者，應設置前照燈及駕駛室之照明設

備。 

三、使用內燃機者，應設置標示潤滑油壓力之指示器。 

四、使用電動機者，應置備自動遮斷器，其為高架式者，並

應增置避雷器等。 

第 142 條 雇主對行駛於軌道之動力車車輪，應依下列規定： 

一、車輪之踏面寬度於輪緣最大磨耗狀態下，仍能通過最大

軌間。 

二、輪緣之厚度於最大磨耗狀態下，仍具有充分強度且不阻

礙通過岔道。 

三、輪緣應保持不脫軌以上之高度，且不致觸及魚尾板。 

第 143 條 雇主對行駛於軌道之載人車輛，應依下列規定： 

一、以設置載人專車為原則。 

二、應設置人員能安全乘坐之座位及供站立時扶持之把手

等。 

三、應設置上下車門及安全門。 

四、應有限制乘坐之人員數標示。 

五、應有防止人員於乘坐或站立時摔落之防護設施。 

六、凡藉捲揚裝置捲揚使用於傾斜軌道之車輛，應設搭乘人

員與捲揚機操作者連繫之設備。 

七、使用於傾斜度超過三十度之軌道者，應設有預防脫軌之

裝置。 

八、為防止因鋼索斷裂及超速危險，應設置緊急停車裝置。 

九、使用於傾斜軌道者，其車輛間及車輛與鋼索套頭間，除

應設置有效之鏈及鏈環外，為防止其斷裂，致車輛脫走

之危險，應另設置輔助之鏈及鏈環。 

第 144 條 雇主對行駛於軌道之車輛，應依下列規定： 

一、車輛與車輛之連結，應有確實之連接裝置。 

二、凡藉捲揚裝置行駛之車輛，其捲揚鋼索之斷裂荷重之值

與所承受最大荷重比之安全係數，載貨者應在六以上，

載人者應在十以上。 

第 145 條 雇主對行駛於軌道之動力車，應設置手煞車，十公噸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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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應增設動力煞車。 

第 146 條 雇主對於軌道車輛施予煞車制輪之壓力與制動車輪施予軌

道壓力之比，在動力煞車者應為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七

十五以下；手煞車者應為百分之二十以上。 

第 147 條 雇主對行駛於軌道之動力車駕駛座，應依下列規定： 

一、應具備使駕駛者能安全駕駛之良好視野之構造。 

二、為防止駕駛者之跌落，應設置護圍等。 

第 148 條 雇主對於軌道車輛之行駛，應依鋼軌、軌距、傾斜、曲率半

徑等決定速率限制，並規定駕駛者遵守之。 

第 149 條 雇主對於駕駛動力車者，應規定其離開駕駛位置時，應採取

煞車等措施，以防止車輛逸走；對於操作捲揚裝置者，應規

定其於操作時，不得離開操作位置。 

第四節 軌道手推車 

第 150 條 雇主對於勞工使用軌道手推車輛，應規定其遵守下列事項： 

一、車輛於上坡或水平行駛時，應保持六公尺以上之間距，

於下坡行駛時，應保持二十公尺以上之間距。 

二、車輛速率於下坡時，不得超過每小時十五公里。 

第 151 條 雇主對於傾斜在千分之十以上之軌道區使用之手推車，應設

置有效之煞車。 

第七章 物料搬運與處置 
第一節 一般規定 

第 152 條 物料搬運、處置，如以車輛機械作業時，應事先清除其通道、

碼頭等之阻礙物及採取必要措施。 

第 153 條 雇主對於堆置物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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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禁

止與作業無關人員進入該等場所。 

第 154 條 雇主使勞工進入供儲存大量物料之槽桶時，應依下列規定： 

一、應事先測定並確認無爆炸、中毒及缺氧等危險。 

二、應使勞工佩掛安全帶及安全索等防護具。 

三、應於進口處派人監視，以備發生危險時營救。 

四、規定工作人員以由槽桶上方進入為原則。 

第二節 搬運 

第 155 條 雇主對於物料之搬運，應儘量利用機械以代替人力，凡四十

公斤以上物品，以人力車輛或工具搬運為原則，五百公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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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物品，以機動車輛或其他機械搬運為宜；運輸路線，應妥

善規劃，並作標示。 

第 155-1條 雇主使勞工以捲揚機等吊運物料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安裝前須核對並確認設計資料及強度計算書。 

二、吊掛之重量不得超過該設備所能承受之最高負荷，且應

加以標示。 

三、不得供人員搭乘、吊升或降落。但臨時或緊急處理作業

經採取足以防止人員墜落，且採專人監督等安全措施

者，不在此限。 

四、吊鉤或吊具應有防止吊舉中所吊物體脫落之裝置。 

五、錨錠及吊掛用之吊鏈、鋼索、掛鉤、纖維索等吊具有異

狀時應即修換。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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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捲揚吊索通路有與人員碰觸之虞之場所，應加防護或有

其他安全設施。 

八、操作處應有適當防護設施，以防物體飛落傷害操作人

員，如採坐姿操作者應設坐位。 

九、應設有防止過捲裝置，設置有困難者，得以標示代替之。 

十、吊運作業時，應設置信號指揮聯絡人員，並規定統一之

指揮信號。 

十一、應避免鄰近電力線作業。 

十二、電源開關箱之設置，應有防護裝置。 

第 156 條 雇主對於強酸、強鹼等有腐蝕性物質之搬運，應使用特別設

計之車輛或工具。 

第 157 條 雇主對搭載勞工於行駛中之貨車、垃圾車或資源回收車，應

依下列規定： 

一、不得使勞工搭乘於因車輛搖動致有墜落之虞之位置。 

二、勞工身體之最高部分不得超過貨車駕駛室之頂部高度；

載貨台之物料高度超過駕駛室頂部者，不得超過該物料

之高度。 

三、其他維護搭載勞工乘坐安全之事項。 

第三節 處置 

第 158 條 雇主對於物料儲存，為防止因氣候變化或自然發火發生危險

者，應採取與外界隔離及溫濕控制等適當措施。 



 
 

314 

第 159 條 雇主對物料之堆放，應依下列規定： 

一、不得超過堆放地最大安全負荷。 

二、不得影響照明。 

三、不得妨礙機械設備之操作。 

四、不得阻礙交通或出入口。 

五、不得減少自動灑水器及火警警報器有效功用。 

六、不得妨礙消防器具之緊急使用。 

七、以不倚靠牆壁或結構支柱堆放為原則。並不得超過其安

全負荷。 

第 160 條 雇主對於捆紮貨車物料之纖維纜索，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得使用： 

一、已斷一股子索者。 

二、有顯著之損傷或腐蝕者。 

第 161 條 雇主對於堆積於倉庫、露存場等之物料集合體之物料積垛作

業，應依下列規定： 

一、如作業地點高差在一．五公尺以上時，應設置使從事作

業之勞工能安全上下之設備。但如使用該積垛即能安全

上下者，不在此限。 

二、作業地點高差在二．五公尺以上時，除前款規定外，並

應指定專人採取下列措施： 

（一）決定作業方法及順序，並指揮作業。 

（二）檢點工具、器具，並除去不良品。 

（三）應指示通行於該作業場所之勞工有關安全事項。 

（四）從事拆垛時，應確認積垛確無倒塌之危險後，始得

指示作業。 

（五）其他監督作業情形。 

第 162 條 雇主對於草袋、麻袋、塑膠袋等袋裝容器構成之積垛，高度

在二公尺以上者，應規定其積垛與積垛間下端之距離在十公

分以上。 

第 163 條 雇主對於高度二公尺以上之積垛，使勞工從事拆垛作業時，

應依下列規定： 

一、不得自積垛物料中間抽出物料。 

二、拆除袋裝容器構成之積垛，應使成階梯狀，除最底階外，

其餘各階之高度應在一．五公尺公下。 

第 164 條 雇主為防止載貨台物料之移動致有危害勞工之虞，除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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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防止物料移動之適當設備，並應規定勞工使用。 

第 165 條 雇主對於掀舉傾卸車之載貨台，使勞工在其下方從事修理或

檢點作業時，除應提供安全擋塊或安全支柱，並應規定勞工

使用。但該傾卸車已設置有防止驟然下落之設備者，不在此

限。 

第 166 條 雇主對於勞工從事載貨台裝卸貨物其高差在一．五公尺以上

者，應提供勞工安全上下之設備。 

第 167 條 雇主使勞工於載貨台從事單一之重量超越一百公斤以上物

料裝卸時，應指定專人採取下列措施： 

一、決定作業方法及順序，並指揮作業。 

二、檢點工具及器具，並除去不良品。 

三、禁止與作業無關人員進入作業場所。 

四、從事解纜或拆墊之作業時，應確認載貨台上之貨物無墜

落之危險。 

五、監督勞工作業狀況。 

第八章 爆炸、火災及腐蝕、洩漏之防止 
第一節 一般規定 

第 168 條 （刪除） 

第 169 條 雇主對於火爐、煙囟、加熱裝置及其他易引起火災之高熱設

備，除應有必要之防火構造外，並應於與建築物或可燃性物

體間採取必要之隔離。 

第 170 條 雇主對於高煙囟及高度在三公尺以上並作為危險物品倉庫

使用之建築物，均應裝設適當避雷裝置。 

第 171 條 雇主對於易引起火災及爆炸危險之場所，應依下列規定： 

一、不得設置有火花、電弧或用高溫成為發火源之虞之機

械、器具或設備等。 

二、標示嚴禁煙火及禁止無關人員進入，並規定勞工不得使

用明火。 

第 172 條 雇主對於工作中遇停電有導致超壓、爆炸或火災等危險之虞

者，應裝置足夠容量並能於緊急時供電之發電設備。 

第 173 條 雇主對於有危險物或有油類、可燃性粉塵等其他危險物存在

之虞之配管、儲槽、油桶等容器，從事熔接、熔斷或使用明

火之作業或有發生火花之虞之作業，應事先清除該等物質，

並確認無危險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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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4 條 雇主對於從事熔接、熔斷、金屬之加熱及其他須使用明火之

作業或有發生火花之虞之作業時，不得以氧氣供為通風或換

氣之用。 

第 175 條 雇主對於下列設備有因靜電引起爆炸或火災之虞者，應採取

接地、使用除電劑、加濕、使用不致成為發火源之虞之除電

裝置或其他去除靜電之裝置： 

一、灌注、卸收危險物於液槽車、儲槽、油桶等之設備。 

二、收存危險物之液槽車、儲槽、油桶等設備。 

三、塗敷含有易燃液體之塗料、粘接劑等之設備。 

四、以乾燥設備中，從事加熱乾燥危險物或會生其他危險物

之乾燥物及其附屬設備。 

五、易燃粉狀固體輸送、篩分等之設備。 

六、其他有因靜電引起爆炸、火災之虞之化學設備或其附屬

設備。 

第 176 條 雇主對於勞工吸菸、使用火爐或其他用火之場所，應設置預

防火災所需之設備。 

第 177 條 雇主對於作業場所有易燃液體之蒸氣、可燃性氣體或爆燃性

粉塵以外之可燃性粉塵滯留，而有爆炸、火災之虞者，應依

危險特性採取通風、換氣、除塵等措施外，並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指定專人對於前述蒸氣、氣體之濃度，於作業前測定之。 

二、蒸氣或氣體之濃度達爆炸下限值之百分之三十以上時，

應即刻使勞工退避至安全場所，並停止使用煙火及其他

為點火源之虞之機具，並應加強通風。 

三、使用之電氣機械、器具或設備，應具有適合於其設置場

所危險區域劃分使用之防爆性能構造。 

前項第三款所稱電氣機械、器具或設備，係指包括電動機、

變壓器、連接裝置、開關、分電盤、配電盤等電流流通之機

械、器具或設備及非屬配線或移動電線之其他類似設備。 

第 177-1條 雇主對於有爆燃性粉塵存在，而有爆炸、火災之虞之場所，

使用之電氣機械、器具或設備，應具有適合於其設置場所危

險區域劃分使用之防爆性能構造。 

第 177-2條 雇主對於前二條所定應有防爆性能構造之電氣機械、器具、

設備，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後新安裝或換裝者，應使用符合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國家標準、國際標準或團體標準規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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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品。 

前項合格品，指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公告之機構實施型式認

證合格，並張貼認證合格標識者。 

第 178 條 雇主使用軟管以動力從事輸送硫酸、硝酸、鹽酸、醋酸、苛

性鈉溶液、甲酚、氯磺酸、氫氧化鈉溶液等對皮膚有腐蝕性

之液體時，對該輸送設備，應依下列規定： 

一、於操作該設備之人員易見之場所設置壓力表，及於其易

於操作之位置安裝動力遮斷裝置。 

二、該軟管及連接用具應具耐腐蝕性、耐熱性及耐寒性。 

三、該軟管應經水壓試驗確定其安全耐壓力，並標示於該軟

管，且使用時不得超過該壓力。 

四、為防止軟管內部承受異常壓力，應於輸壓設備安裝回流

閥等超壓防止裝置。 

五、軟管與軟管或軟管與其他管線之接頭，應以連結用具確

實連接。 

六、以表壓力每平方公分二公斤以上之壓力輸送時，前款之

連結用具應使用旋緊連接或以鉤式結合等方式，並具有

不致脫落之構造。 

七、指定輸送操作人員操作輸送設備，並監視該設備及其儀

表。 

八、該連結用具有損傷、鬆脫、腐蝕等缺陷，致腐蝕性液體

有飛濺或漏洩之虞時，應即更換。 

九、輸送腐蝕性物質管線，應標示該物質之名稱、輸送方向

及閥之開閉狀態。 

第 179 條 雇主使用壓縮氣體為輸送腐蝕性液體之動力，從事輸送作業

時，應使用空氣為壓縮氣體。但作業終了時，能將氣體立即

排出者，或已採取標示該氣體之存在等措施，勞工進入壓力

輸送設備內部，不致發生缺氧、窒息等危險時，得使用二氧

化碳或氮。 

第二節 熔融高熱物等設備 

第 180 條 雇主對於建築物中熔融高熱物之處理設備，為避免引起水蒸

汽爆炸，該建築物應有地板面不積水及可以防止雨水由屋

頂、牆壁、窗戶等滲入之構造。 

第 181 條 雇主對於以水處理高熱礦渣或廢棄高熱礦渣之場所，應依下

列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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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應有良好之排水設備及其他足以防止水蒸汽爆炸之必要

措施。 

二、於廢棄高熱礦渣之場所，應加以標示高熱危險。 

前項規定對於水碎處理作業，不適用之。 

第 182 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將金屬碎屑或碎片投入金屬熔爐之作業

時，為防止爆炸，應事前確定該金屬碎屑或碎片中未雜含水

分、火藥類等危險物或密閉容器等，始得作業。 

第 183 條 雇主對於鼓風爐、鑄鐵爐或玻璃熔解爐或處置大量高熱物之

作業場所，為防止該高熱物之飛散、溢出等引起之灼傷或其

他危害，應採取適當之防範措施，並使作業勞工佩戴適當之

防護具。 

第三節 危險物處置 

第 184 條 雇主對於危險物製造、處置之工作場所，為防止爆炸、火災，

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爆炸性物質，應遠離煙火、或有發火源之虞之物，並不

得加熱、摩擦、衝擊。 

二、著火性物質，應遠離煙火、或有發火源之虞之物，並不

得加熱、摩擦或衝擊或使其接觸促進氧化之物質或水。 

三、氧化性物質，不得使其接觸促進其分解之物質，並不得

予以加熱、摩擦或撞擊。 

四、易燃液體，應遠離煙火或有發火源之虞之物，未經許可

不得灌注、蒸發或加熱。 

五、除製造、處置必需之用料外，不得任意放置危險物。 

第 184-1條 雇主使勞工使用危險物從事作業前，應確認所使用物質之危

險性，採取預防之必要措施。 

雇主對於化學製程所使用之原、物料及其反應產物，應分析

評估其危害及反應特性，並採取必要措施。 

第 185 條 雇主對於從事危險物製造或處置之作業，應指定專人採取下

列措施： 

一、製造或處置危險物之設備及附屬設備，有異常時應即採

取必要措施。 

二、於置有製造或處置危險物之設備及附屬設備之場所內，

其溫度、濕度、遮光及換氣狀況有異常時，應即採取必

要之措施。 

第 185-1條 雇主對於常溫下具有自燃性之四氫化矽（矽甲烷）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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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依高壓氣體相關法規規定外，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氣體設備應具有氣密之構造及防止氣體洩漏之必要設

施，並設置氣體洩漏檢知警報系統。 

二、氣體容器之閥門應具有限制最大流率之流率限制孔。 

三、氣體應儲存於室外安全處所，如必須於室內儲存者，應

置於有效通風換氣之處所，使用時應置於氣瓶櫃內。 

四、未使用之氣體容器與供氣中之容器，應分隔放置。 

五、提供必要之個人防護具，並使勞工確實使用。 

六、避免使勞工單獨操作。 

七、設置火災時，提供冷 用途之灑水設備。 

八、保持逃生路線暢通。 

第 186 條 雇主對於從事灌注、卸收或儲藏危險物於化學設備、槽車或

槽體等作業，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使用軟管從事易燃液體或可燃性氣體之灌注或卸收時，

應事先確定軟管結合部分已確實連接牢固始得作業。作

業結束後，應確認管線內已無引起危害之殘留物後，管

線始得拆離。 

二、從事煤油或輕油灌注於化學設備、槽車或槽體等時，如

其內部有汽油殘存者，應於事前採取確實清洗、以惰性

氣體置換油氣或其他適當措施，確認安全狀態無虞後，

始得作業。 

三、從事環氧乙烷、乙醛或 1.2. 環氧丙烷灌注時，應確實

將化學設備、槽車或槽體內之氣體，以氮、二氧化碳或

氦、氬等惰性氣體置換之。 

四、使用槽車從事灌注或卸收作業前，槽車之引擎應熄火，

且設置適當之輪擋，以防止作業時車輛移動。作業結束

後，並確認不致因引擎啟動而發生危害後，始得發動。 

第 187 條 雇主於工作場所實施加油作業，應依下列規定： 

一、禁止以汽油為燃料之內燃機等機械在發動中加油。 

二、設置顯著之危險警告標示。 

三、備置化學乾粉、泡沫或二氧化碳等適當之油類用滅火器

材。 

四、油桶、輸油管等應妥為設置，以避免油料溢濺於機動車

輛之引擎、排氣管或電氣設備等。 

第 188 條 雇主對於存有易燃液體之蒸氣、可燃性氣體或可燃性粉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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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有引起爆炸、火災之虞之工作場所，應有通風、換氣、除

塵、去除靜電等必要設施。 

雇主依前項規定所採設施，不得裝置或使用有發生明火、電

弧、火花及其他可能引起爆炸、火災危險之機械、器具或設

備。 

第 189 條 雇主對於通風或換氣不充分之工作場所，使用可燃性氣體及

氧氣從事熔接、熔斷或金屬之加熱作業時，為防止該等氣體

之洩漏或排出引起爆炸、火災，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氣體軟管或吹管，應使用不因其損傷、摩擦導致漏氣者。 

二、氣體軟管或吹管相互連接處，應以軟管帶、軟管套及其

他適當設備等固定確實套牢、連接。 

三、擬供氣於氣體軟管時，應事先確定在該軟管裝置之吹管

在關閉狀態或將軟管確實止栓後，始得作業。 

四、氣體等之軟管供氣口之閥或旋塞，於使用時應設置標示

使用者之名牌，以防止操作錯誤引起危害。 

五、從事熔斷作業時，為防止自吹管放出過剩氧氣引起火

災，應有充分通風換氣之設施。 

六、作業中斷或完工離開作業場所時，氣體供氣口之閥或旋

塞應予關閉後，將氣體軟管自氣體供氣口拆下，或將氣

體軟管移放於自然通風、換氣良好之場所。 

第 190 條 對於雇主為金屬之熔接、熔斷或加熱等作業所須使用可燃性

氣體及氧氣之容器，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容器不得設置、使用、儲藏或放置於下列場所： 

（一）通風或換氣不充分之場所。 

（二）使用煙火之場所或其附近。 

（三）製造或處置火藥類、爆炸性物質、著火性物質或多

量之易燃性物質之場所或其附近。 

二、保持容器之溫度於攝氏四十度以下。 

三、容器應直立穩妥放置，防止傾倒危險，並不得撞擊。 

四、容器使用時，應留置專用板手於容器閥柄上，以備緊急

時遮斷氣源。 

五、搬運容器時應裝妥護蓋。 

六、容器閥、接頭、調整器、配管口應清除油類及塵埃。 

七、應輕緩開閉容器閥。 

八、應清楚分開使用中與非使用中之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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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容器、閥及管線等不得接觸電焊器、電路、電源、火源。 

十、搬運容器時，應禁止在地面滾動或撞擊。 

十一、自車上卸下容器時，應有防止衝擊之裝置。 

十二、自容器閥上卸下調整器前，應先關閉容器閥，並釋放

調整器之氣體，且操作人員應避開容器閥出口。 

第 191 條 雇主對於異類物品接觸有引起爆炸、火災、危險之虞者，應

單獨儲放，搬運時應使用專用之運搬機械。但經採取防止接

觸之設施者，不在此限。 

第 192 條 雇主對於起毛、反毛之操作場所、或將棉、羊毛、碎屑、木

棉、稻草、紙屑及其他可燃性物質大量處理之場所，應有防

止火災之安全設施。 

第 193 條 雇主對於染有油污之破布、紙屑等應蓋藏於不燃性之容器

內，或採用其他適當處置。 

第四節 化學設備及其附屬設備 

第 194 條 雇主對於建築物內設有化學設備，如反應器、蒸餾塔、吸收

塔、析出器、混合器、沈澱分離器、熱交換器、計量槽、儲

槽等容器本體及其閥、旋塞、配管等附屬設備時，該建築物

之牆壁、柱、樓板、樑、樓梯等接近於化學設備周圍部分，

為防止因危險物及輻射熱產生火災之虞，應使用不燃性材料

構築。 

第 195 條 雇主對於化學設備或其配管存有腐蝕性之危險物或閃火點

在６５℃以上之化學物質之部分，為防止爆炸、火災、腐蝕

及洩漏之危險，該部分應依危險物、化學物質之種類、溫度、

濃度、壓力等，使用不易腐蝕之材料製造或裝設內襯等。 

第 196 條 雇主對於化學設備或其配管，為防止危險物洩漏或操作錯誤

而引起爆炸、火災之危險，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化學設備或其配管之蓋板、凸緣、閥、旋塞等接合部分，

應使用墊圈等使接合部密接。 

二、操作化學設備或其配管之閥、旋塞、控制開關、按鈕等，

應保持良好性能，標示其開關方向，必要時並以顏色、

形狀等標明其使用狀態。 

三、為防止供料錯誤，造成危險，應於勞工易見之位置標示

其原料、材料、種類、供料對象及其他必要事項。 

第 197 條 雇主對於化學設備或其附屬設備，為防止因爆炸、火災、洩

漏等造成勞工之危害，應採取下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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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確定為輸送原料、材料於化學設備或自該等設備卸收產

品之有關閥、旋塞等之正常操作。 

二、確定冷卻、加熱、攪拌及壓縮等裝置之正常操作。 

三、保持溫度計、壓力計或其他計測裝置於正常操作功能。 

四、保持安全閥、緊急遮斷裝置、自動警報裝置或其他安全

裝置於異常狀態時之有效運轉。 

第 198 條 雇主對於化學設備及其附屬設備之改善、修理、清掃、拆卸

等作業，應指定專人，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決定作業方法及順序，並事先告知有關作業勞工。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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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應將前款之閥、旋塞等加鎖、鉛封或將把手拆離，使其

無法擅動；並應設有不准開啟之標示或設置監視人員監

視。 

四、拆除第二款之盲板有導致危險物等或高溫水蒸汽逸出之

虞時，應先確認盲板與其最接近之閥或旋塞間有無第二

款物質殘留，並採取必要措施。 

第五節 乾燥設備 

第 199 條 雇主對於處理危險物之乾燥室，應為平房。但設置乾燥室建

築物之樓層正上方無樓層或為耐火建築者，不在此限。 

第 200 條 雇主對於使用之乾燥設備，應依下列規定： 

一、不得使用於加熱、乾燥有機過氧化物。 

二、乾燥設備之外面，應以不燃性材料構築。 

三、乾燥設備之內面及內部之棚、櫃等，應以不燃性材料構

築。 

四、乾燥設備內部應為易於清掃之構造；連接於乾燥設備附

屬之電熱器、電動機、電燈等應設置專用之配線及開

關，並不得產生電氣火花。 

五、乾燥設備之窺視孔、出入口、排氣孔等之開口部分，應

設計於著火時不延燒之位置，且能即刻密閉之構造。 

六、乾燥設備之內部，應置有隨時能測定溫度之裝置，及調

整內部溫度於安全溫度之裝置或溫度自動調整裝置。 

七、危險物乾燥設備之熱源，不得使用明火；其他設備如使

用明火，為防止火焰或火星引燃乾燥物，應設置有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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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罩或隔牆。 

八、乾燥設備之側面及底部應有堅固之構造，其上部應以輕

質材料構築，或設置有效之爆風門或爆風孔等。 

九、危險物之乾燥作業，應有可將乾燥產生之可燃性氣體、

蒸氣或粉塵排出安全場所之設備。 

十、使用液體燃料或可燃性氣體燃料為熱源之乾燥作業，為

防止因燃料氣體、蒸氣之殘留，於點火時引起爆炸、火

災，其燃燒室或其他點火之處所，應有換氣設備。 

前項規定對於乾燥物之種類、加熱乾燥之程度、熱源之種類

等無虞發生爆炸或火災者，不適用之。 

第 201 條 雇主對於乾燥室之操作，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乾燥中適時檢查乾燥室內外及附屬設備，發現有不妥之

處，應立即整修。 

二、應注意乾燥之溫度與乾燥時間，並經常保持正常狀態。 

三、依熱源之種類，經常作必要檢視。 

四、乾燥物應放置妥當，使不致脫落。 

五、應注意乾燥室之清掃，不得有粉塵堆積。 

六、注意乾燥室牆外之溫度，且不得將可燃性物品放置於其

鄰近之處。 

七、經加溫乾燥之可燃性物品，應冷卻至不致發生自燃危險

後，再行收存。 

八、經常檢查乾燥室之電氣機械、器具之使用狀況。 

第 202 條 雇主對於乾燥作業，應指定專人辦理下列事項： 

一、開始使用乾燥設備時，或變更乾燥方法或種類時，應於

事先將作業方法告知有關勞工，並直接指揮作業。 

二、乾燥設備或其附屬設備有異常時，應即採取必要措施。 

三、乾燥設備內部之溫度、換氣狀況及乾燥狀況有異常時，

應即採取必要措施。 

四、乾燥設備之鄰近場所，不得堆置易於引起火災之物質。 

第六節 乙炔熔接裝置及氣體集合熔接裝置 

第 203 條 雇主對於使用乙炔熔接裝置從事金屬之熔接、熔斷或加熱作

業時，應規定其產生之乙炔壓力不得超過表壓力每平方公分

一．三公斤以上。 

第 204 條 雇主對於乙炔熔接裝置之乙炔發生器，應有專用之發生器

室，並以置於屋外為原則，該室之開口部分應與其他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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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一．五公尺以上之距離；如置於屋內，該室之上方不得

有樓層構造，並應遠離明火或有火花發生之虞之場所。 

第 205 條 雇主對於乙炔發生器室之構造，應依下列規定： 

一、牆壁應以不燃性材料建造，且有相當之強度。 

二、室頂應以薄鐵板或不燃性之輕質材料建造。 

三、應設置突出於屋頂上之排氣管，其截面積應為地板面積

之十六分之一以上，且使排氣良好，並與出入口或其他

類似開口保持一．五公尺以上之距離。 

四、門應以鐵板或不燃性之堅固材料建造。 

五、牆壁與乙炔發生器應有適當距離，以免妨礙發生器裝置

之操作及添料作業。 

第 206 條 雇主對於移動式乙炔熔接裝置，於不使用時應置於耐火之安

全收藏室。但將氣鐘分離，並將發生器洗淨後分別保管時，

不在此限。 

第 207 條 雇主對於產生之乙炔在表壓力每平方公分○．○七公斤以上

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氣體內徑未滿六十公分者，應以厚度二．○公厘以上之

鋼板（管）製造；內徑在六十公分以上，未滿一百二十

公分者，應以二．五公厘以上之鋼板（管）製造；內徑

在一百二十公分以上，未滿二百公分者，應以三．五公

厘以上之鋼板（管）製造；內徑在二百公分以上者，應

以五．○公厘以上之鋼板（管）製造。 

二、經發生器產生之乙炔，以壓縮裝置加壓後，送至乙炔氣

槽，該氣槽除依前款規定外，並應設置適當之安全閥及

壓力表。 

三、發生器應有支持氣鐘升降之鐵柱及安全排氣管之設置。 

四、氣槽、清淨器、配管等之與乙炔接觸之部分，不得使用

銅或含銅百分之七十以上銅合金製造者。 

第 208 條 雇主對於乙炔發生器應設置防止逆流或回火之安全裝置，其

構造應依下列規定： 

一、主要部分應以厚度二公厘以上之鋼板製造，其構造應能

耐內部爆炸。 

二、應為水封式，當氣體逆流或回火時，應能確實防止危險。 

三、有效水柱應為二十五公厘以上，並具有便於檢查水位之

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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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9 條 雇主對於乙炔熔接裝置，為防止氧氣背壓過高、氧氣逆流及

回火造成危險，應於每一吹管分別設置安全器。但主管及最

近吹管之分岐管分別設有安全器者，不在此限。 

第 210 條 雇主對於氣體集合熔接裝置之設置，應選擇於距離用火設備

五公尺以上之場所，除供移動使用者外，並應設置於專用氣

體裝置室內，其牆壁應與該裝置保持適當距離，以供該裝置

之操作或氣體容器之更換。 

第 211 條 雇主對於氣體裝置室之設置，應依下列規定： 

一、氣體漏洩時，應不致使其滯留於室內。 

二、室頂及天花板之材料，應使用輕質之不燃性材料建造。 

三、牆壁之材料，應使用不燃性材料建造，且有相當強度。 

第 212 條 雇主對於乙炔熔接裝置及氣體集合熔接裝置之導管及管

線，應依下列規定： 

一、凸緣、旋塞、閥等之接合部分，應使用墊圈使接合面密

接。 

二、為防止氧氣背壓過高、氧氣逆流及回火造成危險，應於

主管及分岐管設置安全器，使每一吹管有兩個以上之安

全器。 

第 213 條 雇主對於使用溶解乙炔之氣體集合熔接裝置之配管及其附

屬器具，不得使用銅質及含銅百分之七十以上之銅合金製

品。 

第 214 條 雇主對於使用乙炔熔接裝置、氣體集合熔接裝置從事金屬之

熔接、熔斷或加熱作業時，應依下列規定： 

一、應於發生器之發生器室、氣體集合裝置之氣體裝置室之

易見場所揭示氣體種類、氣體最大儲存量、每小時氣體

平均發生量及一次送入發生器內之電石量等。 

二、發生器室及氣體裝置室內，應禁止作業無關人員進入，

並加標示。 

三、距離乙炔熔接裝置之發生器室三公尺、距離乙炔發生器

及氣體集合裝置五公尺範圍內，應禁止吸菸、使用煙

火、或從事有發生火花之虞之作業，並加標示。 

四、應將閥、旋塞等之操作事項揭示於易見場所。 

五、移動式乙炔熔接裝置之發生器，不得設置於高溫、通風

或換氣不充分及產生強烈振動之場所。 

六、為防止乙炔等氣體用與氧氣用導管或管線之混用，應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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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專用色別區分，以資識別。 

七、熔接裝置之設置場所，應有適當之消防設備。 

八、從事該作業者，應佩載防護眼鏡及防護手套。 

第 215 條 雇主對於電石碴之儲存槽坑，應置於安全之場所儲存，並採

取防止乙炔發生危險之安全措施。 

第 216 條 雇主對於以乙炔熔接裝置或氣體集合熔接裝置從事金屬之

熔接、熔斷或加熱之作業，應指派經特殊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合格人員操作。 

第 217 條 雇主對於使用乙炔熔接裝置從事金屬之熔接、熔斷或加熱作

業時，應選任專人辦理下列事項： 

一、決定作業方法及指揮作業。 

二、對使用中之發生器，禁止使用有發生火花之虞之工具或

予以撞擊。 

三、使用肥皂水等安全方法，測試乙炔熔接裝置是否漏洩。 

四、發生器之氣鐘上禁止置放任何物件。 

五、發生器室出入口之門，應注意關閉。 

六、再裝電石於移動式乙炔熔接裝置之發生器時，應於屋外

之安全場所為之。 

七、開啟電石桶或氣鐘時，應禁止撞擊或發生火花。 

八、作業時，應將乙炔熔接裝置發生器內存有空氣與乙炔之

混合氣體排除。 

九、作業中，應查看安全器之水位是否保持安全狀態。 

十、應使用溫水或蒸汽等安全之方法加溫或保溫，以防止乙

炔熔接裝置內水之涷結。 

十一、發生器停止使用時，應保持適當水位，不得使水與殘

存之電石接觸。 

十二、發生器之修繕、加工、搬運、收藏，或繼續停止使用

時，應完全除去乙炔及電石。 

十三、監督作業勞工戴用防護眼鏡、防護手套。 

第 218 條 雇主對於使用氣體集合熔接裝置從事金屬之熔接、熔斷或加

熱作業時，應選任專人辦理下列事項： 

一、決定作業方法及指揮作業。 

二、清除氣體容器閥、接頭、調整器及配管口之油漬、塵埃

等。 

三、更換容器時，應將該容器之口及配管口部分之氣體與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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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之混合氣體排除。 

四、使用肥皂水等安全方法測試是否漏氣。 

五、注意輕緩開閉旋塞或閥。 

六、會同作業人員更換氣體容器。 

七、作業開始之時，應確認瓶閥、壓力調整器、軟管、吹管、

軟管套夾等器具，無損傷、磨耗致漏洩氣體或氧氣。 

八、查看安全器，並確保勞工安全使用狀態。 

九、監督從事作業勞工佩戴防護眼鏡、防護手套。 

第七節 爆破作業 

第 219 條 雇主對於勞工從事火藥爆破之砲孔充填、結線、點火及未爆

火藥檢查處理等火藥爆破作業時，應規定其遵守下列事項： 

一、不得將涷結之火藥直接接近煙火、蒸汽管或其他高熱物

體等危險方法融解火藥。 

二、充填火藥或炸藥時，不得使用明火並禁止吸菸。 

三、使用銅質、木質、竹質或其他不因摩擦、衝擊、產生靜

電等引發爆炸危險之充填具。 

四、使用粘土、砂、水袋或其他無著火或不引火之充填物。 

五、點火後，充填之火藥類未發生爆炸或難予確認時，應依

下列規定處理： 

（一）使用電氣雷管時，應自發爆器卸下發爆母線、短結

其端部、採取無法再點火之措施、並經五分鐘以上

之時間，確認無危險之虞後，始得接近火藥類之充

填地點。 

（二）使用電氣雷管以外者，點火後應經十五分鐘以上之

時間，並確認無危險之虞後，始得接近火藥類之充

填地點。 

第 220 條 雇主對於從事火藥爆破作業，應指派經火藥爆破特殊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之人員擔任。 

第 221 條 雇主對於使用導火索方式從事爆破作業，應就經火藥爆破特

殊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人員中，指派專人辦理下列事項： 

一、指示從事該作業勞工之退避場所及應經路線。 

二、發爆前應以信號警告，並確認所有人員均已離開危險區

域。 

三、一人之點火數在五以上時，應使用爆破時間指示器等能

獲知退避時間之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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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應指示點火之順序及種類。 

五、傳達點火信號。 

六、對從事點火作業之勞工，傳達退避之信號。 

七、確認有無未爆之裝藥或殘藥，並作妥善之處理。 

第 222 條 雇主對於使用電氣方式從事爆破作業，應就經火藥爆破特殊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之人員中，指派專人辦理下列事項： 

一、指示從事該作業勞工之退避場所及應經路線。 

二、發爆前應以信號警告，並確認所有人員均已離開危險區

域。 

三、指定發爆者。 

四、指示有關發爆場所。 

五、傳達點火信號。 

六、確認有無未爆之裝藥或殘藥，並作妥善之處理。 

第 223 條 雇主對於爆破作業，如勞工無法退避至安全之距離時，應設

置堅固有效防護之避難所，以防止正面及上方飛石產生之危

害。 

第九章 墜落、飛落災害防止 
第一節 人體墜落防止 

第 22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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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設有適當強度之圍欄、握把、

覆蓋等防護措施。 

雇主為前項措施顯有困難，或作業之需要臨時將圍欄等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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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25 條 雇主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勞工有墜落之

虞者，應以架設施工架或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但工作台之

邊緣及開口部分等，不在此限。 

雇主依前項規定設置工作台有困難時，應採取張掛安全網、

使勞工使用安全帶等防止勞工因墜落而遭致危險之措施。使

用安全帶時，應設置足夠強度之必要裝置或安全母索，供安

全帶鉤掛。 

第 226 條 雇主對於高度在二公尺以上之作業場所，有遇強風、大雨等

惡劣氣候致勞工有墜落危險時，應使勞工停止作業。 

第 227 條 雇主對勞工於以石綿板、鐵皮板、瓦、木板、茅草、塑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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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構築之屋頂或於以礦纖板、石膏板等材料構築之夾層天

花板從事作業時，為防止勞工踏穿墜落，應採取下列設施： 

一、規劃安全通道，於屋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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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於屋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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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指定專人指揮或監督該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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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易踏穿屋頂或天花板，致無墜落之虞者，得不受前項限

制。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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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29 條 雇主對於使用之移動梯，應符合下列之規定： 

一、具有堅固之構造。 

二、其材質不得有顯著之損傷、腐蝕等現象。 

三、寬度應在三十公分以上。 

四、應採取防止滑溜或其他防止轉動之必要措施。 

第 230 條 雇主對於使用之合梯，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具有堅固之構造。 

二、其材質不得有顯著之損傷、腐蝕等。 

三、梯腳與地面之角度應在七十五度以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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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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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31 條 雇主對於使用之梯式施工架立木之梯子，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具有適當之強度。 

二、置於座板或墊板之上，並視土壤之性質埋入地下至必要

之深度，使每一梯子之二立木平穩落地，並將梯腳適當

紮結。 

三、以一梯連接另一梯增加其長度時，該二梯至少應疊接

一．五公尺以上，並紮結牢固。 

第 232 條 雇主對於勞工有墜落危險之場所，應設置警告標示，並禁止

與工作無關之人員進入。 

第 233 條 雇主對於以船舶運輸勞工前往作業場所時，不得超載，且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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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置足夠數量救生衣、救生用具或採取其他方法，以防止勞

工落水遭致危害。 

第 234 條 雇主對於水上作業勞工有落水之虞時，除應使勞工穿著救生

衣，設置監視人員及救生設備外，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使用水上動力船隻，應設置滅火器及堵漏設備。 

二、使用水上動力船隻於夜間作業時，應依國際慣例懸掛燈

號及有足夠照明。 

三、水上作業，應備置急救設備。 

四、水上作業時，應先查明舖設於水下之電纜管路及其他水

下障礙物位置，經妥善處理後，再行施工。 

五、有水上、岸上聯合作業情況時，應設置通訊設備或採行

具聯絡功能之措施，並選任指揮聯絡人員。 

第二節 物體飛落防止 

第 235 條 雇主對表土之崩塌或土石之崩落，有危害勞工之虞者，應依

下列規定： 

一、應使表土保持安全之傾斜，對有飛落之虞之土石應予清

除或設置堵牆、擋土支撐等。 

二、排除可能形成表土崩塌或土石飛落之雨水、地下水等。 

第 236 條 雇主為防止坑內落磐、落石或側壁崩塌等對勞工之危害，應

設置支撐或清除浮石等。 

第 237 條 雇主對於自高度在三公尺以上之場所投下物體有危害勞工

之虞時，應設置適當之滑槽、承受設備，並指派監視人員。 

第 238 條 雇主對於工作場所有物體飛落之虞者，應設置防止物體飛落

之設備，並供給安全帽等防護具，使勞工戴用。 

第十章 電氣危害之防止 
第一節 電氣設備及線路 

第 239 條 雇主使用之電氣器材及電線等，應符合國家標準規格。 

第 240 條 雇主對於高壓或特高壓用開關、避雷器或類似器具等在動作

時，會發生電弧之電氣器具，應與木製之壁、天花板等可燃

物質保持相當距離。但使用防火材料隔離者，不在此限。 

第 241 條 雇主對於電氣機具之帶電部分 (電熱器之發熱體部分，電焊

機之電極部分等，依其使用目的必須露出之帶電部分除

外) ，如勞工於作業中或通行時，有因接觸 (含經由導電體

而接觸者，以下同) 或接近致發生感電之虞者，應設防止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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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之護圍或絕緣被覆。但電氣機具設於配電室、控制室、變

電室等被區隔之場所，且禁止電氣作業有關人員以外之人員

進入者；或設置於電桿、鐵塔等已隔離之場所，且電氣作業

有關人員以外之人員無接近之虞之場所者，不在此限。 

第 242 條 雇主對於連接於移動電線之攜帶型電燈，或連接於臨時配

線、移動電線之架空懸垂電燈等，為防止觸及燈座帶電部分

而引起感電或燈泡破損而引起之危險，應設置合乎下列規定

之護罩： 

一、燈座露出帶電部分，應為手指不易接觸之構造。 

二、應使用不易變形或破損之材料。 

第 243 條 雇主對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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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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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防止因漏電而生感電危害，應於各該電動

機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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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雇主採用前項規定之裝置有困難時，應將機具金屬製外殼及

電動機具金屬製外殼非帶電部分，依下列規定予以接地使

用： 

一、將非帶電金屬部分，以下列方法之一連接至接地極： 

（一）使用具有專供接地用芯線之移動式電線及具有專供

接地用接地端子之連接器，連接於接地極者。 

（二）使用附加於移動式電線之接地線，及設於該電動機

具之電源插頭座上或其附近設置之接地端子，連接

於接地極者。 

二、採取前款（一）之方法時，應採取防止接地連接裝置與

電氣線路連接裝置混淆及防止接地端子與電氣線路端

子混淆之措施。 

三、接地極應充分埋設於地下，確實與大地連接。 

第 244 條 電動機具合於下列之一者，不適用前條之規定： 

一、連接於非接地方式電路（該電動機具電源側電路所設置

之絕緣變壓器之二次側電壓在三百伏特以下，且該絕緣

變壓器之負荷側電路不可接地者）中使用之電動機具。 

二、在絕緣台上使用之電動機具。 

三、雙重絕緣構造之電動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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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5 條 雇主對電焊作業使用之焊接柄，應有相當之絕緣耐力及耐熱

性。 

第 246 條 雇主對勞工於作業中或通行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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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致引起感電危害之設施。 

第 247 條 雇主對於發電室、變電室、受電室及其類似場所之特高壓電

路，其連接狀態應以模擬線或其他方法表示。但連接於特高

壓電路之回路數係二回線以下，或特高壓之匯流排係單排

者，不在此限。 

第 248 條 雇主對於啟斷馬達或其他電氣機具之裝置，應明顯標示其啟

斷操作及用途。但如其配置方式或配置位置，已足顯示其操

作及用途者，不在此限。 

第 249 條 雇主對於良導體機器設備內之檢修工作所用之手提式照明

燈，其使用電壓不得超過二十四伏特，且導線須為耐磨損及

有良好絕緣，並不得有接頭。 

第 250 條 雇主對勞工於良導體機器設備內之狹小空間，或於鋼架等致

有觸及高導電性接地物之虞之場所，作業時所使用之交流電

焊機，應有自動電擊防止裝置。但採自動式焊接者，不在此

限。 

第 251 條 雇主對於易產生非導電性及非燃燒性塵埃之工作場所，其電

氣機械器具，應裝於具有防塵效果之箱內，或使用防塵型器

具，以免塵垢堆積影響正常散熱，造成用電設備之燒損。 

第 252 條 雇主對於有發生靜電致傷害勞工之虞之工作機械及其附屬

物件，應就其發生靜電之部份施行接地，使用除電劑、或裝

設無引火源之除電裝置等適當設備。 

第 253 條 雇主不得於通路上使用臨時配線或移動電線。但經妥為防護

而車輛或其他物體通過該配線或移動電線時不致損傷其絕

緣被覆者，不在此限。 

第二節 停電作業 

第 254 條 雇主對於電路開路後從事該電路、該電路支持物、或接近該

電路工作物之敷設、建造、檢查、修理、油漆等作業時，應

於確認電路開路後，就該電路採取下列設施： 

一、開路之開關於作業中，應上鎖或標示「禁止送電」、「停

電作業中」或設置監視人員監視之。 

二、開路後之電路如含有電力電纜、電力電容器等致電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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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留電荷引起危害之虞，應以安全方法確實放電。 

三、開路後之電路藉放電消除殘留電荷後，應以檢電器具檢

查，確認其已停電，且為防止該停電電路與其他電路之

混觸、或因其他電路之感應、或其他電源之逆送電引起

感電之危害，應使用短路接地器具確實短路，並加接地。 

四、前款停電作業範圍如為發電或變電設備或開關場之一部

分時，應將該停電作業範圍以藍帶或網加圍，並懸掛「停

電作業區」標誌；有電部分則以紅帶或網加圍，並懸掛

「有電危險區」標誌，以資警示。 

前項作業終了送電時，應事先確認從事作業等之勞工無感電

之虞，並於拆除短路接地器具與紅藍帶或網及標誌後為之。 

第 255 條 雇主對於高壓或特高壓電路，非用於啟斷負載電流之空斷開

關及分段開關 (隔離開關) ，為防止操作錯誤，應設置足以

顯示該電路為無負載之指示燈或指示器等，使操作勞工易於

識別該電路確無負載。但已設置僅於無負載時方可啟斷之連

鎖裝置者，不在此限。 

第三節 活線作業及活線接近作業 

第 256 條 雇主使勞工於低壓電路從事檢查、修理等活線作業時，應使

該作業勞工戴用絕緣用防護具，或使用活線作業用器具或其

他類似之器具。 

第 257 條 雇主使勞工於接近低壓電路或其支持物從事敷設、檢查、修

理、油漆等作業時，應於該電路裝置絕緣用防護裝備。但勞

工戴用絕緣用防護具從事作業而無感電之虞者，不在此限。 

第 258 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高壓電路之檢查、修理等活線作業時，應有

下列設施之一： 

一、使作業勞工戴用絕緣用防護具，並於有接觸或接近該電

路部分設置絕緣用防護裝備。 

二、使作業勞工使用活線作業用器具。 

三、使作業勞工使用活線作業用絕緣工作台及其他裝備，並

不得使勞工之身體或其使用中之工具、材料等導電體接

觸或接近有使勞工感電之虞之電路或帶電體。 

第 259 條 雇主使勞工於接近高壓電路或高壓電路支持物從事敷設、檢

查、修理、油漆等作業時，為防止勞工接觸高壓電路引起感

電之危險，在距離頭上、身側及腳下六十公分以內之高壓電

路者，應在該電路設置絕緣用防護裝備。但已使該作業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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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用絕緣用防護具而無感電之虞者，不在此限。 

第 260 條 雇主使勞工於特高壓之充電電路或其支持 子從事檢查、修

理、清掃等作業時，應有下列設施之一： 

一、使勞工使用活線作業用器具，並對勞工身體或其使用中

之金屬工具、材料等導電體，應保持下表所定接近界限

距離。 

 

 

 

 

充電電路之使用電壓（千伏特） 接近界限距離（公分） 

二二以下 二○ 

超過二二，三三以下 三○ 

超過三三，六六以下 五○ 

超過六六，七七以下 六○ 

超過七七，一一○以下 九○ 

超過一一○，一五四以下 一二○ 

超過一五四，一八七以下 一四○ 

超過一八七，二二○以下 一六○ 

超過二二○，三四五以下 二○○ 

超過三四五 三○○ 

 

二、使作業勞工使用活線作業用裝置，並不得使勞工之身體

或其使用中之金屬工具、材料等導電體接觸或接近於有

使勞工感電之虞之電路或帶電體。 

第 261 條 雇主使勞工於接近特高壓電路或特高壓電路支持物從事檢

查、修理、油漆、清掃等電氣工程作業時，應有下列設施之

一。但接近特高壓電路之支持礙子，不在此限： 

一、使勞工使用活線作業用裝置。 

二、對勞工身體或其使用中之金屬工具、材料等導電體，保

持前條第一款規定之接近界限距離以上，並將接近界限

距離標示於易見之場所或設置監視人員從事監視作業。 

第 262 條 雇主於勞工從事裝設、拆除或接近電路等之絕緣用防護裝備

時，應使勞工戴用絕緣用防護具、或使用活線用器具、或其

他類似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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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3 條 雇主對勞工於架空電線或電氣機具電路之接近場所從事工

作物之裝設、解體、檢查、修理、油漆等作業及其附屬性作

業或使用車輛系營建機械、移動式起重機、高空工作車及其

他有關作業時，該作業使用之機械、車輛或勞工於作業中或

通行之際，有因接觸或接近該電路引起感電之虞者，雇主除

應使勞工與帶電體保持規定之接近界限距離外，並應設置護

圍、或於該電路四周裝置絕緣用防護裝備等設備或採取移開

該電路之措施。但採取前述設施顯有困難者，應置監視人員

監視之。 

第四節 管理 

第 264 條 雇主對於裝有電力設備之工廠、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及受電

電壓屬高壓以上之用電場所，應依下列規定置專任電氣技術

人員，或另委託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負責維護與電業供電

設備分界點以內一般及緊急電力設備之用電安全： 

一、低壓（六百伏特以下）供電且契約容量達五十瓩以上之

工廠或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應置初級電氣技術人員。 

二、高壓（超過六百伏特至二萬二千八百伏特）供電之用電

場所，應置中級電氣技術人員。 

三、特高壓（超過二萬二千八百伏特）供電之用電場所，應

置高級電氣技術人員。 

前項專任電氣技術人員之資格，依專任電氣技術人員及用電

設備檢驗維護業管理規則之規定辦理。 

第 265 條 雇主對於高壓以上之停電作業、活線作業及活線接近作業，

應將作業期間、作業內容、作業之電路及接近於此電路之其

他電路系統，告知作業之勞工，並應指定監督人員負責指揮。 

第 266 條 雇主對於發電室、變電室或受電室等場所應有適當之照明設

備，以便於監視及確保操作之正確安全。 

第 267 條 雇主對裝有特高壓用器具及電線之配電盤前面，應設置供操

作者用之絕緣台。 

第 268 條 雇主對於六百伏特以下之電氣設備前方，至少應有八十公分

以上之水平工作空間。但於低壓帶電體前方，可能有檢修、

調整、維護之活線作業時，不得低於下表規定： 

 

對地電壓（伏特） 
最小工作空間（公分） 

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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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乙 丙 

○至一五○ 九○ 九○ 九○ 

一五一至六○○ 九○ 一○五 一二○ 
 

  

第 269 條 雇主對於六百伏特以上之電氣設備，如配電盤、控制盤、開

關、斷路器、電動機操作器、電驛及其他類似設備之前方工

作空間，不得低於下表規定： 

 

 

 

 

對地電壓（伏特） 

最小工作空間（公分） 

工作環境 

甲 乙 丙 

六○一至二五○○ 九○ 一二○ 一五○ 

二五○一至九○○○ 一二○ 一五○ 一八○ 

九○○一至二五○○○ 一五○ 一八○ 二七○ 

二五○○一至七五○○○ 一八○ 二四○ 三○○ 

七五○○一以上 二四○ 三○○ 三六○ 
 

  

第 270 條 前兩條表中所指之「工作環境」，其類型及意義如下： 

一、工作環境甲：水平工作空間一邊有露出帶電部分，另一

邊無露出帶電部分或亦無露出接地部分者，或兩邊為以

合適之木材或絕緣材料隔離之露出帶電部分者。 

二、工作環境乙：水平工作空間一邊為露出帶電部分，另一

邊為接地部分者。 

三、工作環境丙：操作人員所在之水平工作空間，其兩邊皆

為露出帶電部分且無隔離之防護者。 

前兩條電氣設備為露出者，其工作空間之水平距離，應自帶

電部分算起；如屬封閉型設備，應自封閉體前端或開口算起。 

第 271 條 雇主對於配電盤後面如裝設有高壓器具或電線時，應設適當

之通路。 

第 272 條 雇主對於絕緣用防護裝備、防護具、活線作業用工具等，應

每六個月檢驗其性能一次，工作人員應於每次使用前自行檢

點，不合格者應予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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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3 條 雇主對於開關操作棒，須保持清潔、乾燥及高度絕緣。 

第 274 條 雇主對於電氣技術人員或其他電氣負責人員，除應責成其依

電氣有關法規規定辦理，並應責成其工作遵守下列事項： 

一、隨時檢修電氣設備，遇有電氣火災或重大電氣故障時，

應切斷電源，並即聯絡當地供電機構處理。 

二、電線間、直線、分歧接頭及電線與器具間接頭，應確實

接牢。 

三、拆除或接裝保險絲以前，應先切斷電源。 

四、以操作棒操作高壓開關，應使用橡皮手套。 

五、熟悉發電室、變電室、受電室等其工作範圍內之各項電

氣設備操作方法及操作順序。 

第 275 條 雇主對於電氣設備，平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發電室、變電室、或受電室內之電路附近，不得堆放任

何與電路無關之物件或放置床、舖、衣架等。 

二、與電路無關之任何物件，不得懸掛或放置於電線或電氣

器具。 

三、不得使用未知或不明規格之工業用電氣器具。 

四、電動機械之操作開關，不得設置於工作人員須跨越操作

之位置。 

五、防止工作人員感電之圍柵、屏障等設備，如發現有損壞，

應即修補。 

第 276 條 雇主為防止電氣災害，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對於工廠、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及受電電壓屬高壓以上

之用電場所，電力設備之裝設及維護保養，非合格之電

氣技術人員不得擔任。 

二、為調整電動機械而停電，其開關切斷後，須立即上鎖或

掛牌標示並簽章。復電時，應由原掛簽人取下鎖或掛牌

後，始可復電，以確保安全。但原掛簽人因故無法執行

職務者，雇主應指派適當職務代理人，處理復電、安全

控管及聯繫等相關事宜。 

三、發電室、變電室或受電室，非工作人員不得任意進入。 

四、不得以肩負方式攜帶竹梯、鐵管或塑膠管等過長物體，

接近或通過電氣設備。 

五、開關之開閉動件應確實，有鎖扣設備者，應於操作後加

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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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拔卸電氣插頭時，應確實自插頭處拉出。 

七、切斷開關應迅速確實。 

八、不得以濕手或濕操作棒操作開關。 

九、非職權範圍，不得擅自操作各項設備。 

十、遇電氣設備或電路著火者，應用不導電之滅火設備。 

第十一章 防護具 
第 277 條 雇主供給勞工使用之個人防護具或防護器具，應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保持清潔，並予必要之消毒。 

二、經常檢查，保持其性能，不用時並妥予保存。 

三、防護具或防護器具應準備足夠使用之數量，個人使用之

防護具應置備與作業勞工人數相同或以上之數量，並以

個人專用為原則。 

四、如對勞工有感染疾病之虞時，應置備個人專用防護器

具，或作預防感染疾病之措施。 

前項個人防護具或防護器具有關呼吸防護具之選擇、使用及

維護方法，應依國家標準CNS 14258 Z3035 辦理。 

第 278 條 雇主對於搬運、置放、使用有刺角物、凸出物、腐蝕性物質、

毒性物質或劇毒物質時，應置備適當之手套、圍裙、裹腿、

安全鞋、安全帽、防護眼鏡、防毒口罩、安全面罩等並使勞

工確實使用。 

第 279 條 雇主對於勞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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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之頭髮或衣服有被

捲入危險之虞時，應使勞工確實著用適當之衣帽。 

第 280 條 雇主對於作業中有物體飛落或飛散，致危害勞工之虞時，應

置備有適當之安全帽及其他防護。 

第 280-1條 雇主使勞工於有車輛出入或往來之工作場所作業時，有導致

勞工遭受交通事故之虞者，除應明顯設置警戒標示外，並應

置備反光背心等防護衣，使勞工確實使用。 

第 281 條 雇主對於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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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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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尺以上未設護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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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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82 條 雇主對於從事地面下或隧道工程等作業，有物體飛落、有害

物中毒、或缺氧危害之虞者；應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帽，必

要時應置備空氣呼吸器、氧氣呼吸器、防毒面具、防塵面具

等防護器材。 

第 283 條 雇主為防止勞工暴露於強烈噪音之工作場所，應置備耳塞、

耳罩等防護具，並使勞工確實戴用。 

第 284 條 雇主對於勞工以電焊、氣焊從事熔接、熔斷等作業時，應置

備安全面罩、防護眼鏡及防護手套等，並使勞工確實戴用。 

雇主對於前項電焊熔接、熔斷作業產生電弧，而有散發強烈

非游離輻射線致危害勞工之虞之場所，應予適當隔離。但工

作場所採隔離措施顯有困難者，不在此限。 

第 285 條 雇主對於熔礦爐、熔鐵爐、玻璃熔解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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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86 條 雇主應依工作場所之危害性，設置必要之職業災害搶救器

材。 

第 286-1條 雇主對於勞工從事水下作業，應視作業危害性，使勞工配置

必要之呼吸用具、潛水、緊急救生及連絡通訊等設備。 

第 286-2條 雇主使勞工於經地方政府已宣布停止上班之颱風天從事外

勤作業，有危害勞工之虞者，應視作業危害性，置備適當救

生衣、安全帽、連絡通訊設備與其他必要之安全防護設施及

交通工具。 

第 287 條 雇主對於勞工有暴露於高溫、低溫、非游離輻射線、生物病

原體、有害氣體、蒸氣、粉塵或其他有害物之虞者，應置備

安全衛生防護具，如安全面罩、防塵口罩、防毒面具、防護

眼鏡、防護衣等適當之防護具，並使勞工確實使用。 

第 287-1條 雇主使勞工使用輸氣管面罩呼吸防護具時，應確保其供氣及

性能維持正常運作，並避免使用純氧供氣。 

前項情形使用空氣壓縮機供氣者，其與面罩連結之輸氣管線

及接頭，應明顯標示其種類及用途；相鄰管線之接頭，應以

不同規格予以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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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8 條 雇主對於勞工在作業中使用之物質，有因接觸而傷害皮膚、

感染、或經由皮膚滲透吸收而發生中毒等之虞時，應置備不

浸透性防護衣、防護手套、防護靴、防護鞋等適當防護具，

或提供必要之塗敷用防護膏，並使勞工使用。 

第 289 條 雇主對於從事輸送腐蝕性物質之勞工，為防止腐蝕性物質之

飛濺、漏洩或溢流致危害勞工，應使勞工使用適當之防護具。 

第 290 條 雇主對於從事電氣工作之勞工，應使其使用電工安全帽、絕

緣防護具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器具。 

第 291 條 （刪除） 

第十二章 衛生 
第一節 有害作業環境 

第 292 條 雇主對於有害氣體、蒸氣、粉塵等作業場所，應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工作場所內發散有害氣體、蒸氣、粉塵時，應視其性質，

採取密閉設備、局部排氣裝置、整體換氣裝置或以其他

方法導入新鮮空氣等適當措施，使其不超過勞工作業場

所容許暴露標準之規定。勞工有發生中毒之虞者，應停

止作業並採取緊急措施。 

二、勞工暴露於有害氣體、蒸氣、粉塵等之作業時，其空氣

中濃度超過八小時日時量平均容許濃度、短時間時量平

均容許濃度或最高容許濃度者，應改善其作業方法、縮

短工作時間或採取其他保護措施。 

三、有害物工作場所，應依有機溶劑、鉛、四烷基鉛、粉塵

及特定化學物質等有害物危害預防法規之規定，設置通

風設備，並使其有效運轉。 

第 293 條 雇主為防止含有有害物之廢氣、廢液、殘渣等廢棄物危害勞

工，應採取必要防護措施，排出廢棄之。 

前項廢棄物之排放標準，應依環境保護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 294 條 雇主使勞工使用有害物從事作業前，應確認所使用物質之危

害性，採取預防危害之必要措施。 

第 295 條 雇主對於勞工在坑內、深井、沉箱、儲槽、隧道、船艙或其

他自然換氣不充分之場所工作，應依缺氧症預防規則，採取

必要措施。 

前項工作場所，不得使用具有內燃機之機械，以免排出之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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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危害勞工。但另設有效之換氣設施者不在此限。 

第 295-1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畜牧、動物養殖、農作物耕作、採收、園藝、

綠化服務、田野調查、量測或其他易與動、植物接觸之作業，

有造成勞工傷害或感染之虞者，應採取危害預防或隔離設

施、提供適當之防衛裝備或個人防護器具。 

第 296 條 雇主對於受生物病原體污染之物品，應予以消毒、殺菌等適

當處理，以避免勞工感染疾病。 

前項處理受生物病原體污染之廢棄物時，應採用機械器具處

理或提供適當防護具。 

第 297 條 雇主對於有害物、生物病原體或受其污染之物品，應妥為儲

存，並加警告標示。 

為避免發生污染物品洩漏或遭尖銳物品穿刺，前項生物病原

體或受其污染物品，應使用防止洩漏或不易穿透材質之容器

盛裝儲存，且其盛裝材料應有足夠強度。 

第 297-1條 雇主對於工作場所有生物病原體危害之虞者，應採取下列感

染預防措施： 

一、危害暴露範圍之確認。 

二、相關機械、設備、器具等之管理及檢點。 

三、警告傳達及標示。 

四、健康管理。 

五、感染預防作業標準。 

六、感染預防教育訓練。 

七、扎傷事故之防治。 

八、個人防護具之採購、管理及配戴演練。 

九、緊急應變。 

十、感染事故之報告、調查、評估、統計、追蹤、隱私權維

護及紀錄。 

十一、感染預防之績效檢討及修正。 

十二、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前項預防措施於醫療保健服務業，應增列勞工工作前預防感

染之預防注射等事項。 

前二項之預防措施，應依作業環境特性，訂定實施計畫及將

執行紀錄留存三年，於僱用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下之事業單

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 

第 297-2條 雇主對於作業中遭生物病原體污染之針具或尖銳物品扎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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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勞工，應建立扎傷感染災害調查制度及採取下列措施： 

一、指定專責單位或專人負責接受報告、調查、處理、追蹤

及紀錄等事宜，相關紀錄應留存三年。 

二、調查扎傷勞工之針具或尖銳物品之危害性及感染源。但

感染源之調查需進行個案之血液檢查者，應經當事人同

意後始得為之。 

三、前款調查結果勞工有感染之虞者，應使勞工接受特定項

目之健康檢查，並依醫師建議，採取對扎傷勞工採血檢

驗與保存、預防性投藥及其他必要之防治措施。 

前項扎傷事故，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單位，應依中央

主管機關公告之期限、格式及方式通報。 

第 298 條 雇主對於處理有害物、或勞工暴露於強烈噪音、振動、超音

波及紅外線、紫外線、微波、雷射、射頻波等非游離輻射或

因生物病原體污染等之有害作業場所，應去除該危害因素，

採取使用代替物、改善作業方法或工程控制等有效之設施。 

第 299 條 雇主應於明顯易見之處所設置警告標示牌，並禁止非與從事

作業有關之人員進入下列工作場所： 

一、處置大量高熱物體或顯著濕熱之場所。 

二、處置大量低溫物體或顯著寒冷之場所。 

三、具有強烈微波、射頻波或雷射等非游離輻射之場所。 

四、氧氣濃度未達百分之十八之場所。 

五、有害物超過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露標準之場所。 

六、處置特殊有害物之場所。 

七、遭受生物病原體顯著污染之場所。 

前項禁止進入之規定，對於緊急時並使用有效防護具之有關

人員不適用之。 

第 300 條 雇主對於發生噪音之工作場所，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勞工工作場所因機械設備所發生之聲音超過九十分貝

時，雇主應採取工程控制、減少勞工噪音暴露時間，使

勞工噪音暴露工作日八小時日時量平均不超過（一）表

列之規定值或相當之劑量值，且任何時間不得暴露於峰

值超過一百四十分貝之衝擊性噪音或一百十五分貝之

連續性噪音；對於勞工八小時日時量平均音壓級超過八

十五分貝或暴露劑量超過百分之五十時，雇主應使勞工

戴用有效之耳塞、耳罩等防音防護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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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勞工暴露之噪音音壓級及其工作日容許暴露時間如

下列對照表： 

 

工作日容許暴露時間（小時） Ａ權噪音音壓級（dBA） 

八 九十 

六 九十二 

四 九十五 

三 九十七 

二 一百 

一 一百零五 

二分之一 一百一十 

四分之一 一百一十五 

 

（二）勞工工作日暴露於二種以上之連續性或間歇性音壓

級之噪音時，其暴露劑量之計算方法為： 

 
第一種噪音音壓級之暴露時間    第二種噪音音壓級之暴露時間        ＞ 

──────────────＋──────────────＋……＝１ 

該噪音音壓級對應容許暴露時間  該噪音音壓級對應容許暴露時間      ＜ 
 

其和大於一時，即屬超出容許暴露劑量。 

（三）測定勞工八小時日時量平均音壓級時，應將八十分

貝以上之噪音以增加五分貝降低容許暴露時間一半

之方式納入計算。 

二、工作場所之傳動馬達、球磨機、空氣鑽等產生強烈噪音

之機械，應予以適當隔離，並與一般工作場所分開為原

則。 

三、發生強烈振動及噪音之機械應採消音、密閉、振動隔離

或使用緩衝阻尼、慣性塊、吸音材料等，以降低噪音之

發生。 

四、噪音超過九十分貝之工作場所，應標示並公告噪音危害

之預防事項，使勞工周知。 

第 300-1條 雇主對於勞工八小時日時量平均音壓級超過八十五分貝或

暴露劑量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工作場所，應採取下列聽力保護

措施，作成執行紀錄並留存三年： 

一、噪音監測及暴露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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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噪音危害控制。 

三、防音防護具之選用及佩戴。 

四、聽力保護教育訓練。 

五、健康檢查及管理。 

六、成效評估及改善。 

前項聽力保護措施，事業單位勞工人數達一百人以上者，雇

主應依作業環境特性，訂定聽力保護計畫據以執行；於勞工

人數未滿一百人者，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 

第 301 條 雇主僱用勞工從事振動作業，應使勞工每天全身振動暴露時

間不超過下列各款之規定： 

一、垂直振動三分之一八音度頻帶中心頻率（單位為赫、HZ）

之加速度（單位為每平方秒公尺、M ／ S2），不得超

過表一規定之容許時間。 

二、水平振動三分之一八音度頻帶中心頻率之加速度，不得

超過表二規定之容許時間。 

 

表一：垂直方向全身振動暴露最大加速度值m／s2 

 
 

表二：水平方向全身振動暴露最大加速度值m／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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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2 條 雇主僱用勞工從事局部振動作業，應使勞工使用防振把手等

之防振設備外，並應使勞工每日振動暴露時間不超過下表規

定之時間： 

 

局部振動每日容許暴露時間表 

每日容許暴露時間 水平及垂直各方向局部

振動最大加速度值公尺

／平方秒（m／s2） 

四小時以上，未滿八小時 4 

二小時以上，未滿四小時 6 

一小時以上，未滿二小時 8 

未滿一小時 12 

 

 

第二節 溫度及濕度 

第 303 條 雇主對於顯著濕熱、寒冷之室內作業場所，對勞工健康有危

害之虞者，應設置冷氣、暖氣或採取通風等適當之空氣調節

設施。 

第 304 條 雇主於室內作業場所設置有發散大量熱源之熔融爐、爐灶

時，應設置局部排氣或整體換氣裝置，將熱空氣直接排出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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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或採取隔離、屏障或其他防止勞工熱危害之適當措施。 

第 305 條 雇主對於已加熱之窯爐，非在適當冷卻後不得使勞工進入其

內部從事作業。 

第 306 條 雇主對作業上必須實施人工濕潤時，應使用清潔之水源噴

霧，並避免噴霧器及其過濾裝置受細菌及其他化學物質之污

染。 

人工濕潤工作場所濕球溫度超過攝氏二十七度，或濕球與乾

球溫度相差攝氏一．四度以下時，應立即停止人工濕潤。 

第 307 條 對中央空調系統採用噴霧處理時，噴霧器及其過濾裝置，應

避免受細菌及其他化學物質之污染。 

第 308 條 雇主對坑內之溫度，應保持在攝氏三十七度以下；溫度在攝

氏三十七度以上時，應使勞工停止作業。但已採取防止高溫

危害人體之措施、從事救護或防止危害之搶救作業者，不在

此限。 

第三節 通風及換氣 

第 309 條 雇主對於勞工經常作業之室內作業場所，除設備及自地面算

起高度超過四公尺以上之空間不計外，每一勞工原則上應有

十立方公尺以上之空間。 

第 310 條 雇主對坑內或儲槽內部作業，應設置適當之機械通風設備。

但坑內作業場所以自然換氣能充分供應必要之空氣量者，不

在此限。 

第 311 條 雇主對於勞工經常作業之室內作業場所，其窗戶及其他開口

部分等可直接與大氣相通之開口部分面積，應為地板面積之

二十分之一以上。但設置具有充分換氣能力之機械通風設備

者，不在此限。 

雇主對於前項室內作業場所之氣溫在攝氏十度以下換氣

時，不得使勞工暴露於每秒一公尺以上之氣流中。 

第 312 條 雇主對於勞工工作場所應使空氣充分流通，必要時，應依下

列規定以機械通風設備換氣： 

一、應足以調節新鮮空氣、溫度及降低有害物濃度。 

二、其換氣標準如下： 

 

工作場所每一勞工所佔立

方公尺數 

每分鐘每一勞工所需之新

鮮空氣之立方公尺數 

未滿五．七 ○．六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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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以上未滿十四．二 ○．四以上 

十四．二以上未滿二八．三 ○．三以上 

二八．三以上 ○．一四以上 

 

 

第四節 採光及照明 

第 313 條 雇主對於勞工工作作場所之採光照明，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各工作場所須有充分之光線，但處理感光材料、坑內及

其他特殊作業之工作場所不在此限。 

二、光線應分佈均勻，明暗比並應適當。 

三、應避免光線之刺目、眩耀現象。 

四、各工作場所之窗面面積比率不得小於室內地面面積十分

之一。 

五、採光以自然採光為原則，但必要時得使用窗簾或遮光物。 

六、作業場所面積過大、夜間或氣候因素自然採光不足時，

可用人工照明，依下表規定予以補足： 

 

人工照明表 

照度表 照明種類 

場所或作業別 照明米燭光

數 

場所別採全面

照明，作業別

採局部照明 

室外走道、及室外一般照

明 

二○米燭光

以上 

全面照明 

一、走道、樓梯、倉庫、

儲藏室堆置粗大物件

處所。 

五○米燭光

以上 

一、全面照明 

二、搬運粗大物件，如煤

炭、泥土等。 

二、全面照明 

一、機械及鍋爐房、升降

機、裝箱、精細物件

儲藏室、更衣室、盥

洗室、廁所等。 

一○○米燭

光以上 

一、全面照明 

二、須粗辨物體如半完成

之鋼鐵產品、配件組

二、局部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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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磨粉、粗紡棉布

極其他初步整理之工

業製造。 

須細辨物體如零件組合、

粗車床工作、普通檢查及

產品試驗、淺色紡織及皮

革品、製罐、防腐、肉類

包裝、木材處理等。 

二○○米燭

光以上 

局部照明 

一、須精辨物體如細車

床、較詳細檢查及精

密試驗、分別等級、

織布、淺色毛織等。 

三○○米燭

光以上 

一、局部照明 

二、一般辦公場所 二、全面照明 

須極細辨物體，而有較佳

之對襯，如精密組合、精

細車床、精細檢查、玻璃

磨光、精細木工、深色毛

織等。 

五○○至一

○○○米燭

光以上 

局部照明 

須極精辨物體而對襯不

良，如極精細儀器組合、

檢查、試驗、鐘錶珠寶之

鑲製、菸葉分級、印刷品

校對、深色織品、縫製等。 

一○○○米

燭光以上 

局部照明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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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窗面及照明器具之透光部份，均須保持清潔。 

第 314 條 雇主對於下列場所之照明設備，應保持其適當照明，遇有損

壞，應即修復： 

一、階梯、升降機及出入口。 

二、電氣機械器具操作部份。 

三、高壓電氣、配電盤處。 

四、高度二公尺以上之勞工作業場所。 

五、堆積或拆卸作業場所。 

六、修護鋼軌或行於軌道上之車輛更換，連接作業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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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易因光線不足引起勞工災害之場所。 

第五節 清潔 

第 315 條 雇主對於勞工工作場所，應經常保持清潔，並防止鼠類、蚊

蟲及其他病媒等對勞工健康之危害。 

第 316 條 雇主對於勞工工作場所之底板、周圍牆壁、容器等有被生物

病原體污染之虞者，應予適當消毒。 

第 317 條 雇主對於受有害物或具有惡臭物污染之場所，應予適當之清

洗。 

前項工作場所之地板及周圍牆壁，應採用排水良好之適當構

造，或使用不浸透性材料塗布。 

第 318 條 雇主對於勞工從事其身體或衣著有被污染之虞之特殊作業

時，應置備該勞工洗眼、洗澡、漱口、更衣、洗滌等設備。

前項設備，應依下列規定設置： 

一、刺激物、腐蝕性物質或毒性物質污染之工作場所，每十

五人應設置一個冷熱水沖淋設備。 

二、刺激物、腐蝕性物質或毒性物質污染之工作場所，每五

人應設置一個冷熱水盥洗設備。 

第 319 條 雇主應依下列各款規定設置廁所及盥洗設備，但坑內等特殊

作業場所，置有適當數目之便器者，不在此限： 

一、男女廁所以分別設置為原則，並予以明顯標示。 

二、男用廁所之便坑數，以同時作業男工每二十五人以內設

置一個以上為原則，最少不得低於六十人一個。 

三、男用廁所之便池數，應以同時作業男工每十五人以內設

置一個以上為原則，最少不得低於三十人一個。 

四、女用廁所之便坑數目，應以同時作業女工每十五人以內

設置一個以上為原則，最少不得低於二十人一個。 

五、女用廁所應設加蓋桶。 

六、便坑應為不使污染物浸透於土中之構造。 

七、應設置充分供應清潔水質之洗手設備。 

八、盥洗室內應備有適當之清潔劑，且不得盛放有機溶劑供

勞工清潔皮膚。 

九、浴室應男女分別設置。 

十、廁所與便池不得與工作場所直接通連，廁所與廚房及食

堂應距離三十公尺以上。但衛生沖水式廁所不在此限。 

十一、廁所與便池每日至少應清洗一次，並每週消毒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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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廁所應保持良好通風。 

十三、如僱有身心障礙者，應設置身心障礙者專用設備，並

予以適當標示。 

第 320 條 雇主應依下列規定於適當場所充分供應勞工所需之飲用水

或其他飲料： 

一、飲水處所及盛水容器應保持清潔，盛器須予加蓋，並應

有不致於被有害物、污水污染等適當防止措施。 

二、不得設置共用之杯具。 

三、飲用水應符合飲用水水質衛生標準，其水源非自來水水

源者，應定期檢驗合格。 

四、非作為飲用水之水源，如工業用水、消防用水等，必須

有明顯標誌以資識別。 

第 321 條 （刪除） 

第 322 條 雇主對於廚房及餐廳，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餐廳、廚房應隔離，並有充分之採光、照明，且易於清

掃之構造。 

二、餐廳面積，應以同時進餐之人數每人一平方公尺以上為

原則。 

三、餐廳應設有供勞工使用之餐桌、座椅及其他設備。 

四、應保持清潔，門窗應裝紗網，並採用以三槽式洗滌暨餐

具消毒設備及保存設備為原則。 

五、通風窗之面積不得少於總面積百分之十二。 

六、應設穩妥有蓋之垃圾容器及適當排水設備。 

七、應設有防止蒼蠅等害蟲、鼠類及家禽等侵入之設備。 

八、廚房之地板應採用不滲透性材料，且為易於排水及清洗

之構造。 

九、污水及廢物應置於廚房外並妥予處理。 

十、廚房應設機械排氣裝置以排除煙氣及熱。 

第 323 條 雇主對於供應勞工之餐食，應保持清潔並注意營養。 

第 324 條 （刪除） 

第十二章之一 勞工身心健康保護措施 
第 324-1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重複性之作業，為避免勞工因姿勢不良、過

度施力及作業頻率過高等原因，促發肌肉骨骼疾病，應採取

下列危害預防措施，作成執行紀錄並留存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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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析作業流程、內容及動作。 

二、確認人因性危害因子。 

三、評估、選定改善方法及執行。 

四、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五、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前項危害預防措施，事業單位勞工人數達一百人以上者，雇

主應依作業特性及風險，參照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相關指

引，訂定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並據以執行；於勞工人數未

滿一百人者，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 

第 324-2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作業，為避

免勞工因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應採取下列疾病預防措

施，作成執行紀錄並留存三年： 

一、辨識及評估高風險群。 

二、安排醫師面談及健康指導。 

三、調整或縮短工作時間及更換工作內容之措施。 

四、實施健康檢查、管理及促進。 

五、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六、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前項疾病預防措施，事業單位依規定配置有醫護人員從事勞

工健康服務者，雇主應依勞工作業環境特性、工作形態及身

體狀況，參照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相關指引，訂定異常工作

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並據以執行；依規定免配置醫護人

員者，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 

第 324-3條 雇主為預防勞工於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體或精神

上不法侵害，應採取下列暴力預防措施，作成執行紀錄並留

存三年： 

一、辨識及評估危害。 

二、適當配置作業場所。 

三、依工作適性適當調整人力。 

四、建構行為規範。 

五、辦理危害預防及溝通技巧訓練。 

六、建立事件之處理程序。 

七、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八、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前項暴力預防措施，事業單位勞工人數達一百人以上者，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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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應依勞工執行職務之風險特性，參照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相關指引，訂定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並據以執

行；於僱用勞工人數未達一百人者，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

替。 

第 324-4條 雇主對於具有顯著之濕熱、寒冷、多濕暨發散有害氣體、蒸

氣、粉塵及其他有害勞工健康之工作場所，應於各該工作場

所外，設置供勞工休息、飲食等設備。但坑內等特殊作業場

所設置有困難者，不在此限。 

第 324-5條 雇主對於連續站立作業之勞工，應設置適當之坐具，以供休

息時使用。 

第 324-6條 雇主使勞工於夏季期間從事戶外作業，為防範高氣溫環境引

起之熱疾病，應視天候狀況採取下列危害預防措施： 

一、降低作業場所之溫度。 

二、提供陰涼之休息場所。 

三、提供適當之飲料或食鹽水。 

四、調整作業時間。 

五、增加作業場所巡視之頻率。 

六、實施健康管理及適當安排工作。 

七、留意勞工作業前及作業中之健康狀況。 

八、實施勞工熱疾病預防相關教育宣導。 

九、建立緊急醫療、通報及應變處理機制。 

第十三章 附則 
第 325 條 各業特殊環境安全衛生設施標準及特殊危險、有害作業場所

安全衛生設施標準，中央主管機關依其性質另行規定之。 

第 326 條 本規則規定之一切有關安全衛生設施，雇主應切實辦理，並

應經常注意維修與保養。如發現有異常時，應即補修或採其

他必要措施。如有臨時拆除或使其暫時喪失效能之必要時，

應顧及勞工身體及作業狀況，使其暫停工作或採其他必要措

施，於其原因消除後，應即恢復原狀。 

第 326-1條 自營作業者，準用本規則有關雇主義務之規定。 

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比照該事業

單位之勞工，適用本規則之規定。 

第 326-2條 工作場所之安全門及安全梯之設置，依建築法、消防法及其

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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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6-3條 樓梯與工作地點之步行距離，依建築法及其相關規定辦理。 

第 326-4條 車輛機械之煞車裝置、控制盤、排氣系統、傳動裝置、燈光、

液壓等各項裝置，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道路交通安全

規則及其相關規定辦理。 

第 326-5條 車輛機械行駛於道路上者，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道路

交通安全規則及其相關規定辦理。 

第 326-6條 工作場所消防安全設備之設置，依消防法及其相關規定辦

理。 

第 326-7條 電氣設備裝置及線路之施工，依電業法及其相關規定辦理。 

第 326-8條 游離輻射之防護設施，依原子能法、游離輻射防護法及其相

關規定辦理。 

第 326-9條 事業單位設有員工餐廳者，其衛生設施及從業人員之管理，

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及其相關規定辦理。 

第 327 條 雇主應規定勞工遵守下列事項，以維護依本規則規定設置之

安全衛生設備： 

一、不得任意拆卸或使其失去效能。 

二、發現被拆卸或喪失效能時，應即報告雇主或主管人員。 

第 328 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本規則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七月一日修正條文，自一百零三

年七月三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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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 
1.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內政部（64）台內勞字第 622471 號令訂定發布 

2.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六月十六日內政部（71）台內勞字第 91192 號令修正發布 

3.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一月三十一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3）台勞安二字第 05092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162 條 

4. 中華民國九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0）台勞安二字第 0064415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174 條 

5.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安二字第 0930064359 號令修正發布第 2、3、8、11、

19、21、22、23、27、28、40～46、48、51、59、63、65、66、73、74、81、83、84、102、131、133 、135、

136、149、161、162 條條文及第四章章名；增訂第 10-1、11- 1、62-1、62-2、101-1、131-1 條條文；刪除

第 10、38、49、50 條條文 

6.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月二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安 2 字第 0960145655 號令修正發布第 40、41、43、45、

48、58、59、66、71、131  條條文 

7.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安 2  字第 0990146556 號令修正發布第 1、14、18、

20、22～24、35、37、40、41、45、46、48、51、56、59、60、73、74、129、131-1、132～137、144、148、

149、151、155、157、159～161 條條文；並增訂第 60-1、131-2、149-1 條條文 

8.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勞動部勞職授字第 10302006411  號令修正發布第 1、3、4、6、13、17、

18、19、22、23、25、27、34、39、40、42、43、48、51、54、56、59、60-1、65、73、131、131-1、142、

155、163、171、174  條條文及第四章章名；增訂第 1-1、79-1、173-1 條條文；除第 18 條第 2  項指派

屋頂作業主管之規定，自一百零四年七月三日施行外，其餘自一百零三年七月三日施行 

 

第一章 總則 
第 1 條 本標準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六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本標準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職業安全衛生法令之規定。 

第 1-1 條 本標準用詞，定義如下： 

一、露天開挖：指於露天場所採人工或機械實施土、砂、岩

石等之開挖，包括土木構造物、建築物之基礎開挖、地

下埋設物之管溝開挖及整地等。 

二、露天開挖作業：指露天開挖與開挖區及其鄰近處所相關

之作業，包括測量、鋼筋組立、模板組拆、灌漿、管道

及管路設置、擋土支撐組拆及搬運作業等。 

第 2 條 本標準適用於從事營造作業之有關事業。 

第 3 條 本標準規定之一切安全衛生設施，雇主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安全衛生設施於施工規劃階段須納入考量。 

二、依營建法規等規定須有施工計畫者，應將安全衛生設施

列入施工計畫內。 

三、前二款規定，於工程施工期間須切實辦理。 

四、經常注意與保養以保持其效能，發現有異常時，應即補

修或採其他必要措施。 

五、有臨時拆除或使其暫時失效之必要時，應顧及勞工安全

及作業狀況，使其暫停工作或採其他必要措施，於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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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消失後，應即恢復原狀。 

前項第三款之工程施工期間包含開工前之準備及竣工後之

驗收、保固維修等工作期間。 

第 4 條 本標準規定雇主應設置之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雇主應規定

勞工遵守下列事項： 

一、不得任意拆卸或使其失效，以保持其應有效能。 

二、發現被拆卸或失效時，應即停止作業並應報告雇主或直

屬主管人員。 

第二章 工作場所 
第 5 條 雇主對於工作場所暴露之鋼筋、鋼材、鐵件、鋁件及其他材

料等易生職業災害者，應採取彎曲尖端、加蓋或加裝護套等

防護設施。 

第 6 條 雇主使勞工於營造工程工作場所作業前，應指派所僱之職業

安全衛生人員或專任工程人員等專業人員，實施危害調查、

評估，並採適當防護設施，以防止職業災害之發生。 

依營建法規等規定應有施工計畫者，均應將前項防護設施列

入施工計畫執行。 

第 7 條 雇主對於營造工程用之模板、施工架等材料拆除後，應採取

拔除或釘入凸出之鐵釘、鐵條等防護措施。 

第 8 條 雇主對於工作場所，應依下列規定設置適當圍籬、警告標示： 

一、工作場所之周圍應設置固定式圍籬，並於明顯位置裝設

警告標示。 

二、大規模施工之土木工程，或設置前款圍籬有困難之其他

工程，得於其工作場所周圍以移動式圍籬、警示帶圍成

之警示區替代之。 

第 9 條 雇主對工作場所中原有之電線、電力配管、電信管線、電線

桿及拉線、給水管、石油及石油產品管線、煤氣事業管線、

危險物或有害物管線等，如有妨礙工程施工安全者，應確實

掌握狀況予以妥善處理；如有安全之虞者，非經管線權責單

位同意，不得任意挖掘、剪接、移動或於其鄰近從事加熱工

作。 

第 10 條 （刪除） 

第 10-1 條 雇主對於軌道上作業或鄰近軌道之場所從事作業時，為防止

軌道機械等碰觸引起之危害，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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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設置於坑道、隧道、橋樑等供勞工通行之軌道，應於適

當間隔處設置避難處所。但軌道側有相關空間，與軌道

運行之機械無碰觸危險者，不在此限。 

二、通行於軌道上之車輛有碰觸勞工之虞時，應設置於車輛

接近作業人員前，能發出電鈴或蜂鳴器等監視警報裝置

或配置監視人員。 

三、對於從事軌道維護作業或通行於軌道機械之替換、連

結、解除連結作業時，應保持作業安全所必要之照明。 

第 11 條 雇主對於工作場所人員及車輛機械出入口處，應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事前調查地下埋設物之埋置深度、危害物質，並於評估

後採取適當防護措施，以防止車輛機械輾壓而發生危

險。 

二、工作場所出入口應設置方便人員及車輛出入之拉開式大

門，作業上無出入必要時應關閉，並標示禁止無關人員

擅入工作場所。但車輛機械出入頻繁之場所，必須打開

工地大門等時，應置交通引導人員，引導車輛機械出入。 

三、人員出入口與車輛機械出入口應分隔設置。但設有警告

標誌足以防止交通事故發生者不在此限。 

四、應置管制人員辦理下列事項： 

（一）管制出入人員，非有適當防護具不得讓其出入。 

（二）管制、檢查出入之車輛機械，非具有許可文件上記

載之要件，不得讓其出入。 

五、規劃前款第二目車輛機械接受管制所需必要之停車處

所，不得影響工作場所外道路之交通。 

六、維持車輛機械進出有充分視線淨空。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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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2 條 雇主對於工作場所儲存有易燃性物料時，應有防止太陽直接

照射之遮蔽物外，並應隔離儲存、設置禁止煙火之警告標誌

及適當之滅火器材。 

第 13 條 雇主使勞工於下列有發生倒塌、崩塌之虞之場所作業者，應

有防止發生倒塌、崩塌之設施： 

一、邊坡上方或其周邊。 

二、構造物或其他物體之上方、內部或其周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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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條 雇主使勞工鄰近溝渠、水道、埤池、水庫、河川、湖潭、港

灣、堤堰、海岸或其他水域場所作業，致勞工有落水之虞者，

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設置防止勞工落水之設施或使勞工著用救生衣。 

二、於作業場所或其附近設置下列救生設備。但水深、水流

及水域範圍等甚小，備置船筏有困難，且使勞工著用救

生衣、提供易於攀握之救生索、救生圈或救生浮具等足

以防止溺水者，不在此限： 

（一）依水域危險性及勞工人數，備置足敷使用之動力救

生船、救生艇、輕艇或救生筏；每艘船筏應配備長

度十五公尺，直徑九點五毫米之聚丙烯纖維繩索，

且其上掛繫與最大可救援人數相同數量之救生圈、

船及救生衣。 

（二）有湍流、潮流之情況，應預先架設延伸過水面且位

於作業場所上方之繩索，其上掛繫可支持拉住落水

者之救生圈。 

（三）可通知相關人員參與救援行動之警報系統或電訊連

絡設備。 

第 15 條 雇主使勞工於有發生水位暴漲或土石流之地區作業者，除依

前條之規定外，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建立作業連絡系統，包括無線連絡器材、連絡信號、連

絡人員等。 

二、選任專責警戒人員，辦理下列事項： 

（一）隨時與河川管理當局或相關機關連絡，了解該地區

及上游降雨量。 

（二）監視作業地點上游河川水位或土石流狀況。 

（三）獲知上游河川水位暴漲或土石流時，應即通知作業

勞工迅即撤離。 

（四）發覺作業勞工不及撤離時，應即啟動緊急應變體系，

展開救援行動。 

第 16 條 雇主使勞工於有遭受溺水或土石流淹沒危險之地區中作

業，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依作業環境、河川特性擬訂緊急應變計畫，內容應包括

通報系統、撤離程序、救援程序，並訓練勞工使用各種

逃生、救援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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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於第十四條及前條之救生衣、救生圈、救生繩索、救

生船、警報系統、連絡器材等應維護保養。作業期間應

每日實施檢點，以保持性能。 

三、通報系統之通報單位、救援單位等之連絡人員姓名、電

話等，應揭示於工務所顯明易見處。 

四、第一款規定之緊急應變計畫、訓練紀錄，第二款規定之

逃生、救援器材之維護保養、檢點紀錄，在完工前，應

留存備查。 

第 17 條 雇主對於高度二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勞工作業有墜落之虞

者，應訂定墜落災害防止計畫，依下列風險控制之先後順序

規劃，並採取適當墜落災害防止設施： 

一、經由設計或工法之選擇，儘量使勞工於地面完成作業，

減少高處作業項目。 

二、經由施工程序之變更，優先施作永久構造物之上下設備

或防墜設施。 

三、設置護欄、護蓋。 

四、張掛安全網。 

五、使勞工佩掛安全帶。 

六、設置警示線系統。 

七、限制作業人員進入管制區。 

八、對於因開放邊線、組模作業、收尾作業等及採取第一款

至第五款規定之設施致增加其作業危險者，應訂定保護

計畫並實施。 

第 18 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屋頂作業時，應指派專人督導，並依下列規

定辦理： 

一、因屋頂斜度、屋面性質或天候等因素，致勞工有墜落、

滾落之虞者，應採取適當安全措施。 

二、於斜度大於三十四度（高底比為二比三）或滑溜之屋頂

作業者，應設置適當之護欄，支承穩妥且寬度在四十公

分以上之適當工作臺及數量充分、安裝牢穩之適當梯

子。但設置護欄有困難者，應提供背負式安全帶使勞工

佩掛，並掛置於堅固錨錠、可供 掛之堅固物件或安全

母索等裝置上。 

三、於易踏穿材料構築之屋頂作業時，應先規劃安全通道，

於屋架上設置適當強度，且寬度在三十公分以上之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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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並於下方適當範圍裝設堅固格柵或安全網等防墜設

施。但雇主設置踏板面積已覆蓋全部易踏穿屋頂或採取

其他安全工法，致無踏穿墜落之虞者，不在此限。 

於前項第三款之易踏穿材料構築屋頂作業時，雇主應指派屋

頂作業主管於現場辦理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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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進行拆除作業之待拆物

件不適用之。 

第二項指派屋頂作業主管之規定，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七

月三日施行。 

第 19 條 雇主對於高度二公尺以上之屋頂、鋼樑、開口部分、階梯、

樓梯、坡道、工作臺、擋土牆、擋土支撐、施工構臺、橋樑

墩柱及橋樑上部結構、橋臺等場所作業，勞工有遭受墜落危

險之虞者，應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雇主設置前項設備有困難，或因作業之需要臨時將護欄、護

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拆除者，應採取使勞工使用安全帶等

防止墜落致勞工遭受危險之措施。 

第 20 條 雇主依規定設置之護欄，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具有高度九十公分以上之上欄杆、高度在三十五公分以

上，五十五公分以下之中間欄杆或等效設備（以下簡稱

中欄杆）、腳趾板及杆柱等構材。 

二、以木材構成者，其規格如下： 

（一）上欄杆應平整，且其斷面應在三十平方公分以上。 

（二）中間欄杆斷面應在二十五平方公分以上。 

（三）腳趾板高度應在十公分以上，厚度在一公分以上，

並密接於地盤面或樓板面舖設。 

（四）杆柱斷面應在三十平方公分以上，相鄰間距不得超

過二公尺。 

三、以鋼管構成者，其上欄杆、中間欄杆及杆柱之直徑均不

得小於三點八公分，杆柱相鄰間距不得超過二點五公

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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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採用前二款以外之其他材料或型式構築者，應具同等以

上之強度。 

五、任何型式之護欄，其杆柱、杆件之強度及錨錠，應使整

個護欄具有抵抗於上欄杆之任何一點，於任何方向加以

七十五公斤之荷重，而無顯著變形之強度。 

六、除必須之進出口外，護欄應圍繞所有危險之開口部分。 

七、護欄前方二公尺內之樓板、地板，不得堆放任何物料、

設備，並不得使用梯子、合梯、踏凳作業及停放車輛機

械供勞工使用。但護欄高度超過堆放之物料、設備、梯、

凳及車輛機械之最高部達九十公分以上，或已採取適當

安全設施足以防止墜落者，不在此限。 

八、以金屬網、塑膠網遮覆上欄杆、中欄杆與樓板或地板間

之空隙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得不設腳趾板。但網應密接於樓板或地板，且杆柱

之間距不得超過一點五公尺。 

（二）網應確實固定於上欄杆、中欄杆及杆柱。 

（三）網目大小不得超過十五平方公分。 

（四）固定網時，應有防止網之反彈設施。 

第 21 條 雇主設置之護蓋，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應具有能使人員及車輛安全通過之強度。 

二、應以有效方法防止滑溜、掉落、掀出或移動。 

三、供車輛通行者，得以車輛後軸載重之二倍設計之，並不

得妨礙車輛之正常通行。 

四、為柵狀構造者，柵條間隔不得大於三公分。 

五、上面不得放置機動設備或超過其設計強度之重物。 

六、臨時性開口處使用之護蓋，表面漆以黃色並書以警告訊

息。 

第 22 條 雇主設置之安全網，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安全網之材料、強度、檢驗及張掛方式，應符合國家標

準 CNS 14252 Z2115 安全網之規定。 

二、工作面至安全網架設平面之攔截高度，不得超過七公

尺。但鋼構組配作業得依第一百五十一條之規定辦理。 

三、為足以涵蓋勞工墜落時之拋物線預測路徑範圍，使用於

結構物四周之安全網時，應依下列規定延伸適當之距

離。但結構物外緣牆面設置垂直式安全網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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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攔截高度在一點五公尺以下者，至少應延伸二點五

公尺。 

（二）攔截高度超過一點五公尺且在三公尺以下者，至少

應延伸三公尺。 

（三）攔截高度超過三公尺者，至少應延伸四公尺。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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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材料、垃圾、碎片、設備或工具等掉落於安全網上，應

即清除。 

六、安全網於攔截勞工或重物後應即測試，其防墜性能不符

第一款之規定時，應即更換。 

七、張掛安全網之作業勞工應在適當防墜設施保護之下，始

可進行作業。 

八、安全網及其組件每週應檢查一次。有磨損、劣化或缺陷

之安全網，不得繼續使用。 

九、選用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資訊網站揭示，符合安全標準

且張貼有安全標示之安全網。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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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安全帶之材料、強度及檢驗應符合國家標準 CNS 7534 

Z2037 高處作業用安全帶、CNS 6701 M2077  安全帶

（繫身型）、CNS 14253 Z2116 背負式安全帶及 CNS 

7535 Z3020 高處作業用安全帶檢驗法之規定。 

二、安全母索得由鋼索、尼龍繩索或合成纖維之材質構成，

其最小斷裂強度應在二千三百公斤以上。 

三、安全帶或安全母索繫固之錨錠，至少應能承受每人二千

三百公斤之拉力。 

四、安全帶之繫索或安全母索應予保護，避免受切斷或磨損。 

五、安全帶或安全母索不得 掛或繫結於護欄之杆件。但該

等杆件之強度符合第三款規定者，不在此限。 

六、安全帶、安全母索及其配件、錨錠，在使用前或承受衝

擊後，應進行檢查，有磨損、劣化、缺陷或其強度不符

第一款至第三款之規定者，不得再使用。 

七、勞工作業中，需使用補助繩移動之安全帶，應具備補助

掛鈎，以供勞工作業移動中可交換鈎掛使用。但作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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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移動無障礙，中途不需拆鈎者，不在此限。 

八、水平安全母索之設置，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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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支柱與另一繫掛點間、相鄰二支柱間或母索支柱間

之安全母索僅能繫掛一條安全帶。 

（三）每條安全母索能繫掛安全帶之條數，應標示於母索

錨錠端。 

九、垂直安全母索之設置，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安全母索之下端應有防止安全帶鎖扣自尾端脫落之

設施。 

（二）每條安全母索應僅提供一名勞工使用。但勞工作業

或爬昇位置之水平間距在一公尺以下者，得二人共

用一條安全母索。 

十、選用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資訊網站揭示，符合安全標準

且張貼有安全標示之安全帶、安全母索及支柱。 

第 24 條 雇主對於坡度小於十五度之勞工作業區域，距離開口部分、

開放邊線或其他有墜落之虞之地點超過二公尺時，得設置警

示線、管制通行區，代替護欄、護蓋或安全網之設置。 

設置前項之警示線、管制通行區，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警示線應距離開口部分、開放邊線二公尺以上。 

二、每隔二點五公尺以下設置高度九十公分以上之杆柱，杆

柱之上端及其二分之一高度處，設置黃色警示繩、帶，

其最小張力強度至少二百二十五公斤以上。 

三、作業進行中，應禁止作業勞工跨越警示線。 

四、管制通行區之設置依前三款之規定辦理，僅供作業相關

勞工通行。 

第 25 條 雇主對廢止使用之開口應予封閉，對暫不使用之開口應採取

加蓋等設備，以防止勞工墜落。 

第 26 條 雇主對於置放於高處，位能超過十二公斤‧公尺之物件有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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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之虞者，應予以固定之。 

第 27 條 雇主設置覆網攔截位能小於十二公斤‧公尺之高處物件時，

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方形、菱形之網目任一邊長不得大於二公分，其餘形狀

之網目，每一網目不得大於四平方公分，其強度應能承

受直徑四十五公分、重七十五公斤之物體自高度一公尺

處落下之衝擊力，其張掛方式比照第二十二條第一款之

安全網規定。 

二、覆網下之最低點應離作業勞工工作平面三公尺以上，如

其距離不足三公尺，應改以其他設施防護。 

三、覆網攔截之飛落物件應隨時清理。 

四、覆網有劣化、破損、腐蝕等情況應即更換。 

第 28 條 雇主不得使勞工以投擲之方式運送任何物料。但採取下列安

全設施者不在此限： 

一、劃定充分適當之滑槽承受飛落物料區域，設置能阻擋飛

落物落地彈跳之圍屏，並依第二十四條第二項第二款之

規定設置警示線。 

二、設置專責監視人員於地面全時監視，嚴禁人員進入警示

線之區域內，非俟停止投擲作業，不得使勞工進入。 

前項作業遇強風大雨，致物料有飛落偏離警示線區域之虞

時，應即停止作業。 

第三章 物料之儲存 
第 29 條 雇主對於營造用各類物料之儲存、堆積及排列，應井然有

序；且不得儲存於距庫門或升降機二公尺範圍以內或足以妨

礙交通之地點。倉庫內應設必要之警告標示、護圍及防火設

備。 

第 30 條 雇主對於放置各類物料之構造物或平臺，應具安全之負荷強

度。 

第 31 條 雇主對於各類物料之儲存，應妥為規劃，不得妨礙火警警報

器、滅火器、急救設備、通道、電氣開關及保險絲盒等緊急

設備之使用狀態。 

第 32 條 雇主對於鋼材之儲存，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預防傾斜、滾落，必要時應用纜索等加以適當捆紮。 

二、儲存之場地應為堅固之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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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堆鋼材之間應有適當之距離。 

四、置放地點應避免在電線下方或上方。 

五、採用起重機吊運鋼材時，應將鋼材重量等顯明標示，以

便易於處理及控制其起重負荷量，並避免在電力線下操

作。 

第 33 條 雇主對於砂、石等之堆積，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不得妨礙勞工出入，並避免於電線下方或接近電線之處。 

二、堆積場於勞工進退路處，不得有任何懸垂物。 

三、砂、石清倉時，應使勞工佩掛安全帶並設置監視人員。 

四、堆積場所經常灑水或予以覆蓋，以避免塵土飛揚。 

第 34 條 雇主對於樁、柱、鋼套管、鋼筋籠等易滑動、滾動物件之堆

放，應置於堅實、平坦之處，並加以適當之墊襯及擋樁。 

第 35 條 雇主對於磚、瓦、木塊或相同及類似材料之堆放，應置放於

穩固、平坦之處，整齊緊靠堆置，其高度不得超過一點八公

尺，儲存位置鄰近開口部分時，應距離該開口部分二公尺以

上。 

第 36 條 雇主對於袋裝材料之儲存，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以保持穩定； 

一、堆放高度不得超過十層。 

二、至少每二層交錯一次方向。 

三、五層以上部分應向內退縮，以維持穩定。 

四、交錯方向易引起材料變質者，得以不影響穩定之方式堆

放。 

第 37 條 雇主對於管料之儲存，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儲存於堅固而平坦之臺架上，並預防尾端突出、伸展或

滾落。 

二、依規格大小及長度分別排列，以利取用。 

三、分層疊放，每層中置一隔板，以均勻壓力及防止管料滑

出。 

四、管料之置放，避免在電線上方或下方。 

第 38 條 （刪除） 

第四章 施工架、施工構臺、吊料平臺及工作臺 
第 39 條 雇主對於不能藉梯子、高空工作車或其他方法安全完成之二

公尺以上高處營造作業，應設置適當之施工架。 

第 40 條 雇主對於施工構臺、懸吊式施工架、懸臂式施工架、高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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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以上施工架、高度五公尺以上之吊料平臺、升降機直井

工作臺、鋼構橋橋面板下方工作臺或其他類似工作臺等之構

築及拆除，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事先就預期施工時之最大荷重，依結構力學原理妥為設

計，置備施工圖說，並指派所僱之專任工程人員簽章確

認強度計算書及施工圖說。但依營建法規等不須設置專

任工程人員者，得由雇主指派具專業技術及經驗之人員

為之。 

二、建立按施工圖說施作之查驗機制。 

三、設計、施工圖說、簽章確認紀錄及查驗等相關資料，於

未完成拆除前，應妥存備查。 

有變更設計時，其強度計算書及施工圖說應重新製作，並依

前項規定辦理。 

第 4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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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進行拆除作業之待拆物

件不適用之。 

第 42 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施工架組配作業，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將作業時間、範圍及順序等告知作業勞工。 

二、禁止作業無關人員擅自進入組配作業區域內。 

三、強風、大雨、大雪等惡劣天候，實施作業預估有危險之

虞時，應即停止作業。 

四、於紮緊、拆卸及傳遞施工架構材等之作業時，設寬度在

二十公分以上之施工架踏板，並採取使勞工使用安全帶

等防止發生勞工墜落危險之設備與措施。 

五、吊升或卸放材料、器具、工具等時，要求勞工使用吊索、

吊物專用袋。 

六、構築使用之材料有突出之釘類均應釘入或拔除。 

七、對於使用之施工架，事前依本標準及其他安全規定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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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始得使用。 

勞工進行前項第四款之作業而被要求使用安全帶等時，應遵

照使用之。 

第 43 條 雇主對於構築施工架之材料，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不得有顯著之損壞、變形或腐蝕。 

二、使用之竹材，應以竹尾末梢外徑四公分以上之圓竹為

限，且不得有裂隙或腐蝕者，必要時應加防腐處理。 

三、使用之木材，不得有顯著損及強度之裂隙、蛀孔、木結、

斜紋等，並應完全剝除樹皮，方得使用。 

四、使用之木材，不得施以油漆或其他處理以隱蔽其缺陷。 

五、使用之鋼材等金屬材料，應符合國家標準 CNS4750  鋼

管施工架同等以上抗拉強度。 

第 44 條 雇主對於施工架及施工構台應經常予以適當之保養並維持

各部分之牢穩。 

第 45 條 雇主為維持施工架及施工構臺之穩定，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施工架及施工構臺不得與混凝土模板支撐或其他臨時構

造連接。 

二、以斜撐材作適當而充分之支撐。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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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五公尺，水平方向以不

超過七點五公尺為限。但獨立而無傾倒之虞或已依第五

十九條第四款規定辦理者，不在此限。 

四、因作業需要而局部拆除繫牆桿、壁連座等連接設施時，

應採取補強或其他適當安全設施，以維持穩定。 

五、獨立之施工架在該架最後拆除前，至少應有三分之一之

踏腳桁不得移動，並使之與橫檔或立柱紮牢。 

六、鬆動之磚、排水管、煙囪或其他不當材料，不得用以建

造或支撐施工架及施工構臺。 

七、施工架及施工構臺之基礎地面應平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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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6 條 雇主對於施工架上物料之運送、儲存及荷重之分配，應依下

列規定辦理： 

一、於施工架上放置或搬運物料時，避免施工架發生突然之

振動。 

二、施工架上不得放置或運轉動力機械及設備，或以施工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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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固定混凝土輸送管、垃圾管槽之用，以免因振動而

影響作業安全。但無作業危險之虞者，不在此限。 

三、施工架上之載重限制應於明顯易見之處明確標示，並規

定不得超過其荷重限制及應避免發生不均衡現象。 

雇主對於施工構臺上物料之運送、儲存及荷重之分配，準用

前項第一款及第三款規定。 

第 47 條 雇主不得使勞工在施工架上使用梯子、合梯或踏凳等從事作

業。 

第 48 條 雇主使勞工於高度二公尺以上施工架上從事作業時，應依下

列規定辦理： 

一、應供給足夠強度之工作臺。 

二、工作臺寬度應在四十公分以上並舖滿密接之踏板，其支

撐點應有二處以上，並應綁結固定，使其無脫落或位移

之虞，踏板間縫隙不得大於三公分。 

三、活動式踏板使用木板時，其寬度應在二十公分以上，厚

度應在三點五公分以上，長度應在三點六公尺以上；寬

度大於三十公分時，厚度應在六公分以上，長度應在四

公尺以上，其支撐點應有三處以上，且板端突出支撐點

之長度應在十公分以上，但不得大於板長十八分之一，

踏板於板長方向重疊時，應於支撐點處重疊，重疊部分

之長度不得小於二十公分。 

四、工作臺應低於施工架立柱頂點一公尺以上。 

前項第三款之板長，於狹小空間場所得不受限制。 

第 49 條 （刪除） 

第 50 條 （刪除） 

第 51 條 雇主於施工架上設置人員上下設備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確實檢查施工架各部分之穩固性，必要時應適當補強，

並將上下設備架設處之立柱與建築物之堅實部分牢固

連接。 

二、施工架任一處步行至最近上下設備之距離，應在三十公

尺以下。 

第 52 條 雇主構築施工架時，有鄰近結構物之周遭或跨越工作走道

者，應於其下方設計斜籬及防護網等，以防止物體飛落引起

災害。 

第 53 條 雇主構築施工架時，有鄰近或跨越車輛通道者，應於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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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護籠等安全設施，以防車輛之碰撞危險。 

第 54 條 雇主對於原木施工架，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立柱應垂直或稍向構造物傾斜，應有適當之排列間距，

且不大於二點五公尺。 

二、立柱柱腳應依土壤性質，埋入適當深度或襯以墊板、座

鈑等以防止滑動或下沈。 

三、立柱延伸之接頭屬搭接式接頭者，其搭接部份應有一公

尺以上之長度，且捆綁二處以上，屬對接式接頭者，應

以一點八公尺以上長度之補強材捆綁於二對接之立

柱，並捆綁四處以上。 

四、二施工架於一構造物之轉角處相遇時，於該轉角處之施

工架外面，至少應裝一立柱或採取其它補強措施。 

五、施工架之橫檔應確實平放，並以螺栓、鐵鉤、繩索或其

他方法使與立柱紮結牢固。橫檔垂直間距不得超過四公

尺以上，其最低位置不得高於地面三公尺以上。 

六、水平位置連接之橫檔接頭，至少應重疊一公尺以上，其

連接端應緊紮於立柱上。但經採用特殊方法，足以保持

其受力之均衡者，不在此限。 

七、施工架上之踏腳桁，應依下列規定： 

（一）應平直並與橫檔紮牢。 

（二）不用橫檔時，踏腳桁應紮緊於立柱上，並用已紮穩

之三角木支撐。 

（三）踏腳桁之一端利用牆壁支撐時，則該端至少應有十

公分深之接觸面。 

（四）踏腳桁之尺寸，應依預期之荷重決定。 

（五）支持工作臺之兩相鄰踏腳桁之間距，應視預期載重

及工作臺舖板之材質及厚度定之。以不及四公分厚

之踏板構築者，間距不得超過一公尺；以四至五公

分厚之踏板構築者，不得超過一點五公尺；以五公

分厚以上之踏板構築者，不得超過二公尺。 

八、施工架之立柱、橫檔、踏腳桁之連接及交叉部分，應以

鐵線、螺栓或其他適當方式紮結牢固，並以適當之斜撐

材及對角撐材補強。 

第 55 條 雇主對於使用圓竹構築之施工架，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以獨立直柱式施工架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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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立柱間距不得大於一．八公尺，其柱腳之固定應依前條

第二款之規定。 

三、主柱、橫檔之延伸應於節點處搭接，並以十號以下鍍鋅

鐵線紮結牢固，其搭接長度、方式應依前條第三款之規

定。 

四、橫檔垂直間距不得大於二公尺，其最低位置不得高於地

面二公尺以上。 

五、踏腳桁以使用木材為原則，並依前條第七款之規定。 

六、立柱、橫檔、踏腳桁之連接及交叉部分應以鐵線或其它

適當方法紮結牢固，並以適當之斜撐材及對角撐材使整

個施工架構築穩固。 

七、二施工架於一構造物之轉角處相遇時，於該轉角處之施

工架外面，至少應裝一立柱。 

第 56 條 雇主對於懸吊式施工架，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懸吊架及其他受力構件應具有充分強度，並確實安裝及

繫固。 

二、工作臺寬度不得小於四十公分，且不得有隙縫。但於工

作臺下方及側方已裝設安全網及防護網等，足以防止勞

工墜落或物體飛落者，不在此限。 

三、吊纜或懸吊鋼索之安全係數應在十以上，吊 之安全係

數應在五以上，施工架下方及上方支座之安全係數，其

為鋼材者應在二點五以上；其為木材者應在五以上。 

四、懸吊之鋼索，不得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鋼索一撚間有百分之十以上素線截斷者。 

（二）直徑減少達公稱直徑百分之七以上者。 

（三）有顯著變形或腐蝕者。 

（四）已扭結者。 

五、懸吊之鏈條，不得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延伸長度超過該鏈條製造時長度百分之五以上者。 

（二）鏈條斷面直徑減少超過該鏈條製造時斷面直徑百分

之十以上者。 

（三）有龜裂者。 

六、懸吊之鋼線及鋼帶，不得有顯著損傷、變形或腐蝕者。 

七、懸吊之纖維索，不得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股線截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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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顯著損傷或變形者。 

八、懸吊之鋼索、鏈條、鋼線、鋼帶或纖維索，應確實安裝

繫固，一端繫於施工架桁架、橫樑等，另一端繫於樑、

錨錠裝置或建築物之樑等。 

九、工作臺之踏板，應固定於施工架之桁架或橫梁，不得有

位移或脫落情形。 

十、施工架之桁架、橫樑及工作臺，應採用控索等設施，以

防止搖動或位移。 

十一、設置吊棚式施工架時，橫樑之連接處及交叉處，應使

用連接接頭或繫固接頭，確實連接及繫固，每一橫樑應

有三處以上之懸吊點支持。 

第 57 條 雇主對於棧橋式施工架，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其寬度應使工作臺留有足夠運送物料及人員通行無阻之

空間。 

二、棧橋應架設牢固以防止移動，並具適當之強度。 

三、不能構築兩層以上。 

四、構築高度不得高出地面或地板四公尺以上者。 

五、不得建於輕型懸吊式施工架之上。 

第 58 條 雇主對於懸臂式施工架，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依其長度及斷面，設計足夠之強度，必要時以斜撐補強，

並與構造物妥為錨定。 

二、施工架之各部分，應以構造物之堅固部分支持之。 

三、工作臺置於嵌入牆內之托架上者，該托架應設斜撐並與

牆壁紮牢。 

第 59 條 雇主對於鋼管施工架之設置，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使用國家標準 CNS4750  型式之施工架，應符合國家

標準同等以上之規定；其他型式之施工架，其構材之材

料抗拉強度、試驗強度及製造，應符合國家標準 

CNS4750  同等以上之規定。 

二、前款設置之施工架，於提供使用前應確認符合規定，並

於明顯易見之處明確標示。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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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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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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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屬於直柱式施工架或懸臂式施工架者，應依下列規定設

置與建築物連接之壁連座連接： 

（一）間距應小於下表所列之值為原則。 

 

鋼管施工架之種類 間距（單位：公尺） 

垂直方向 水平方向 

單管施工架 五 五點五 

框式施工架（高度未滿五

公尺者除外） 

九 八 

 

（二）應以鋼管或原木等使該施工架構築堅固。 

（三）以抗拉材料與抗壓材料合構者，抗壓材與抗拉材之

間距應在一公尺以下。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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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使用伸縮桿件及調整桿時，應將其埋入原桿件足夠深

度，以維持穩固，並將插銷鎖固。 

八、選用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資訊網站揭示，符合安全標準

且張貼有安全標示之鋼管施工架。 

第 60 條 雇主對於單管式鋼管施工架之構築，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立柱之間距：縱向為一點八五公尺以下；樑間方向為一

點五公尺以下。 

二、橫檔垂直間距不得大於二公尺。距地面上第一根橫檔應

置於二公尺以下之位置。 

三、立柱之上端量起自三十一公尺以下部分之立柱，應使用

二根鋼管。 

四、立柱之載重應以四百公斤為限。 

雇主因作業之必要而無法依前項第一款之規定，而以補強材

有效補強時，不受該款規定之限制。 

第 60-1 條 雇主對於系統式施工架之構築，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所有立柱、橫桿及斜撐等，應以輪盤、八角盤或其他類

似功能之構件及插銷扣件等組配件，連接成一緊密牢固

之系統構架，其連接之交叉處不得以各式活扣緊結或鐵

線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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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施工架之金屬材料、管徑、厚度、表面處理、輪盤或八

角盤等構件之雙面全周焊接、製造方法及標示等，應符

合國家標準 CNS4750  鋼管施工架之規定。 

三、輪盤、插銷扣件及續連端之金屬材料，應採用 SS400  或

具有同等以上抗拉強度之金屬材質。 

四、立柱續連端應有足夠強度，避免立柱初始破壞發生於續

連端。 

前項設置之施工架，雇主於提供使用前應確認符合規定，並

於明顯易見之處明確標示。 

第 61 條 雇主對於框式鋼管式施工架之構築，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最上層及每隔五層應設置水平樑。 

二、框架與托架，應以水平牽條或鉤件等，防止水平滑動。 

三、高度超過二十公尺及架上載有物料者，主框架應在二公

尺以下，且其間距應保持在一．八五公尺以下。 

第 62 條 雇主對於同一作業場所使用之鋼管，其厚度、外徑及強度相

異時，為防止鋼管之混淆，應分別對該鋼管以顏色或其他方

式標示等，使勞工易於識別。 

第 62-1 條 雇主對於施工構台，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支柱應依施工場所之土壤性質，埋入適當深度或於柱腳

部襯以墊板、座鈑等以防止滑動或下沈。 

二、支柱、支柱之水平繫材、斜撐材及構台之樑等連結部分、

接觸部分及安裝部分，應以螺栓或鉚釘等金屬之連結器

材固定，以防止變位或脫落。 

三、高度二公尺以上構台之覆工板等板料間隙應在三公分以

下。 

四、構台設置寬度應足供所需機具運轉通行之用，並依施工

計畫預留起重機外伸撐座伸展及材料堆置之場地。 

第 62-2 條 雇主於施工構台遭遇強風、大雨等惡劣氣候或四級以上地震

後或施工構台局部解體、變更後，使勞工於施工構台上作業

前，應依下列規定確認主要構材狀況或變化： 

一、支柱滑動或下沈狀況。 

二、支柱、構台之樑等之損傷情形。 

三、構台覆工板之損壞或舖設狀況。 

四、支柱、支柱之水平繫材、斜撐材及構台之樑等連結部分、

接觸部分及安裝部分之鬆動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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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螺栓或鉚釘等金屬之連結器材之損傷及腐蝕狀況。 

六、支柱之水平繫材、斜撐材等補強材之安裝狀況及有無脫

落。 

七、護欄等有無被拆下或脫落。 

前項狀況或變化，有異常未經改善前，不得使勞工作業。 

第五章 露天開挖 
第 63 條 雇主僱用勞工從事露天開挖作業，為防止地面之崩塌及損壞

地下埋設物致有危害勞工之虞，應事前就作業地點及其附

近，施以鑽探、試挖或其他適當方法從事調查，其調查內容，

應依下列規定： 

一、地面形狀、地層、地質、鄰近建築物及交通影響情形等。 

二、地面有否龜裂、地下水位狀況及地層凍結狀況等。 

三、有無地下埋設物及其狀況。 

四、地下有無高溫、危險或有害之氣體、蒸氣及其狀況。 

依前項調查結果擬訂開挖計畫，其內容應包括開挖方法、順

序、進度、使用機械種類、降低水位、穩定地層方法及土壓

觀測系統等。 

第 64 條 雇主僱用勞工以人工開挖方式從事露天開挖作業，其自由面

之傾斜度，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由砂質土壤構成之地層，其開挖面之傾斜度不得大於水

平一．五與垂直一之比 (三十五度) ，其開挖面高度應

不超過五公尺。 

二、因爆破等易引起崩壞、崩塌或龜裂狀態之地層，其開挖

面之傾斜度不得大於水平一與垂直一之比 (四十五

度) ，其開挖面高度應不超過二公尺。 

三、岩磐 (可能引致崩塌或岩石飛落之龜裂岩磐除外) 或堅

硬之粘土構成之地層，及穩定性較高之其他地層之開挖

面之傾斜度，應依下表之規定。 

 

地層之種類 開挖面高度 開挖面傾斜度 

岩盤或堅硬之黏土

構成之地層 

未滿五公尺 九十度以下 

五公尺以上 七十五度以下 

其他 未滿二公尺 九十度以下 

二公尺以上未 七十五度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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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五公尺 

五公尺以上 六十度以下 

 

若開挖面含有不同地層時，應採取較安全之開挖傾斜度，如

依統一土壤分類法細分之各種地質計算出其所允許開挖深

度及開挖角度施工者，得依其方式施工。 

第 65 條 雇主僱用勞工從事露天開挖作業時，為防止地面之崩塌或土

石之飛落，應採取下列措施： 

一、作業前、大雨或四級以上地震後，應指定專人確認作業

地點及其附近之地面有無龜裂、有無湧水、土壤含水狀

況、地層凍結狀況及其地層變化等情形，並採取必要之

安全措施。 

二、爆破後，應指定專人檢查爆破地點及其附近有無浮石或

龜裂等狀況，並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 

三、開挖出之土石應常清理，不得堆積於開挖面之上方或與

開挖面高度等值之坡肩寬度範圍內。 

四、應有勞工安全進出作業場所之措施。 

五、應設置排水設備，隨時排除地面水及地下水。 

第 66 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露天開挖作業，為防止土石崩塌，應指定專

人，於作業現場辦理下列事項。但垂直開挖深度達一．五公

尺以上者，應指定露天開挖作業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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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勞工個人防護具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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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第 67 條 雇主於接近磚壁或水泥隔牆等構造物之場所從事開挖作業

前，為防止構造物損壞以致危害勞工，應採取地盤改良及構

造物保護等有效之預防設施。 

第 68 條 雇主對於露天開挖作業，為防止損壞地下管線致危害勞工，

應採取懸吊或支撐該管線，或予以移設等必要措施，並指派

專人於現場指揮施工。 

第 69 條 雇主使勞工以機械從事露天開挖作業，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使用之機械有損壞地下電線、電纜、危險或有害物管線、

水管等地下埋設物，而有危害勞工之虞者，應妥為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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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機械之施工方法。 

二、事前決定開挖機械、搬運機械等之運行路線及此等機械

進出土石裝卸場所之方法，並告知勞工。 

三、於搬運機械作業或開挖作業時，應指派專人指揮，以防

止機械翻覆或勞工自機械後側接近作業場所。 

四、嚴禁操作人員以外之勞工進入營建用機械之操作半徑範

圍內。 

五、車輛機械應裝設倒車或旋轉警示燈及蜂鳴器，以警示周

遭其他工作人員。 

第 70 條 雇主僱用勞工於採光不良之場所從事露天開挖作業，應裝設

作業安全所必需之照明設備。 

第 7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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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其深度在一．五公尺以上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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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72 條 雇主對於供作擋土支撐之材料，不得有顯著之損傷、變形或

腐蝕。 

第 73 條 雇主對於擋土支撐之構築，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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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構築圖樣及施工計畫應包括樁或擋土壁體及其他襯板、

橫檔、支撐及支柱等構材之材質、尺寸配置、安裝時期、

順序、降低水位之方法及土壓觀測系統等。 

三、擋土支撐之設置，應於未開挖前，依照計畫之設計位置

先行打樁，或於擋土壁體達預定之擋土深度後，再行開

挖。 

四、為防止支撐、橫檔及牽條等之脫落，應確實安裝固定於

樁或擋土壁體上。 

五、壓力構材之接頭應採對接，並應加設護材。 

六、支撐之接頭部分或支撐與支撐之交叉部分應墊以承鈑，

並以螺栓緊接或採用焊接等方式固定之。 

七、備有中間柱之擋土支撐者，應將支撐確實妥置於中間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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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上。 

八、支撐非以構造物之柱支持者，該支持物應能承受該支撐

之荷重。 

九、不得以支撐及橫檔作為施工架或承載重物。但設計時已

預作考慮及另行設置支柱或加強時，不在此限。 

十、開挖過程中，應隨時注意開挖區及鄰近地質及地下水位

之變化，並採必要之安全措施。 

十一、擋土支撐之構築，其橫檔背土回填應緊密、螺栓應栓

緊，並應施加預力。 

雇主對於擋土支撐之拆除，除依前項第七款至第九款規定辦

理外，並應擬訂拆除計畫據以執行；拆除壓力構件時，應俟

壓力完全解除，方得拆除護材。 

第 74 條 雇主對於擋土支撐組配、拆除（以下簡稱擋土支撐）作業，

應指派擋土支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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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前項第二款之汰換不良品規定，對於進行拆除作業之待拆物

件不適用之。 

第 75 條 雇主於擋土支撐設置後開挖進行中，除指定專人確認地層之

變化外，並於每週或於四級以上地震後，或因大雨等致使地

層有急劇變化之虞，或觀測系統顯示土壓變化未按預期行徑

時，依下列規定實施檢查： 

一、構材之有否損傷、變形、腐蝕、移位及脫落。 

二、支撐桿之鬆緊狀況。 

三、溝材之連接部分、固定部分及交叉部分之狀況。 

依前項認有異狀，應即補強、整修採取必要之設施。 

第 76 條 雇主對於設置擋土支撐之工作場所，必要時應置備加強、修

補擋土支撐工程用材料與器材。 

第 77 條 雇主對於開挖場所有地面崩塌或土石飛落之虞時，應依地質

及環境狀況，設置適當擋土支撐、反循環樁、連續壁、邊坡

保護等方法或張設防護網等設施。 

第 78 條 雇主對於露天開挖作業之工作場所，應設有警告標示，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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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工作無關人員進入。 

第 79 條 雇主對於傾斜地面上之開挖作業，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不得使勞工同時在不同高度之地點從事作業。但已採取

保護低位置工作勞工之安全措施者，不在此限。 

二、隨時清除開挖面之土石方。 

三、二人以上同時作業，應切實保持連繫，並指派其中一人

擔任領班指揮作業，如有崩塌、落石之虞，應即清除或

裝置防護網、防護架或作適當之擋土支撐等承受落物。 

四、勞工有墜落之虞時，應使勞工佩帶安全帶。 

第 79-1 條 雇主使勞工於非露天場所從事開挖及開挖作業，準用本章之

規定。 

第六章 隧道、坑道開挖 
第 80 條 雇主對於隧道、坑道開挖作業，為防止落磐、湧水等危害勞

工，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事前實施地質調查；以鑽探、試坑、震測或其他適當方

法，確定開挖區之地表形狀、地層、地質、岩層變動情

形及斷層與含水砂土地帶之位置、地下水位之狀況等作

成紀錄，並繪出詳圖。 

二、依調查結果訂定合適之施工計畫，並依該計畫施工。該

施工計畫內容應包括開挖方法、開挖順序與時機，隧

道、坑道之支撐、換氣、照明、搬運、通訊、防火及湧

水處理等事項。 

三、雇主應於勞工進出隧道、坑道時，予以清點或登記。 

第 81 條 雇主對於隧道、坑道開挖作業，應就開挖現場及周圍之地

表、地質及地層之狀況，採取適當措施，以防止發生落磐、

湧水、高溫氣體、蒸氣、缺氧空氣、粉塵、可燃性氣體等危

害。 

雇主依前條及前項實施確認之結果，發現依前條第二款訂定

之施工計畫已不合適時，應即變更該施工計畫，並依變更之

新施工計畫施工。 

第 82 條 雇主對於隧道、坑道開挖作業，為防止落磐、湧水、開炸炸

傷等危害勞工，應指派專人確認下列事項： 

一、於每日或四級以上地震後，隧道、坑道等內部無浮石、

岩磐嚴重龜裂、含水、湧水不正常之變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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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施炸前 孔之裝藥適當。 

三、施炸後之場所及其周圍無浮石及岩磐龜裂，孔及爆落之

石碴堆、出碴堆無未引爆之炸藥，施工軌道無損壞狀況。 

四、不得同時作鑽孔及裝炸藥作業，以免引起爆炸傷及人員。 

第 83 條 雇主對於隧道、坑道作業為防止落磐或土石崩塌危害勞工，

應設置支撐、岩栓、噴凝土、環片等支持構造，並清除浮石

等。 

第 84 條 雇主對於隧道、坑道作業，為防止隧道、坑道進出口附近表

土之崩塌或土石之飛落致有危害勞工之虞者，應設置擋土支

撐、張設防護網、清除浮石或採取邊坡保護。如地質惡劣時

應採用鋼筋混凝土洞口或邊坡保護等措施。 

第 85 條 雇主應禁止非工作必要人員進入下列場所： 

一、正在清除浮石或其下方有土石飛落之虞之場所。 

二、隧道、坑道支撐作業及支撐之補強或整修作業中，有落

磐或土石崩塌之虞之場所。 

第 86 條 雇主對於隧道、坑道作業，有因落磐、出水、崩塌或可燃性

氣體、粉塵存在，引起爆炸火災或缺氧、氣體中毒等危險之

虞，應即使作業勞工停止作業，離開作業場所，非經測定確

認無危險及採取適當通風換氣後，不得恢復作業。 

第 87 條 雇主對於隧道、坑道作業，應使作業勞工佩戴安全帽、穿著

反光背心或具反光標示之服裝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並置備

緊急安全搶救器材、吊升搶救設施、安全燈、呼吸防護器材、

氣體檢知警報系統及通訊信號、備用電源等必要裝置。 

第 88 條 雇主使用搬運機械從事隧道、坑道作業時，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事前決定運行路線、進出交會地點及此等機械進出土石

裝卸場所之方法，並告知勞工。 

二、應指派指揮人員，從事指揮作業。 

三、作業場所應有適當之安全照明。 

四、搬運機械應加裝防撞擋板等安全防護設施。 

第 89 條 雇主對於隧道、坑道支撐之構築，不得使用有顯著損傷、變

形或腐蝕之材料，該材料並應具足夠強度。 

第 90 條 雇主對於隧道、坑道支撐之構築，應事前就支撐場所之表

土、地質、含水、湧水、龜裂、浮石狀況及開挖方法等因素，

妥為設計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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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1 條 雇主對於隧道、坑道支撐之構築或重組，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構成支撐組之主構材應置於同一平面內。 

二、木製之隧道、坑道支撐，應使支撐之各部構材受力平衡。 

第 92 條 雇主對於隧道、坑道之支撐，如有腳部下沉、滑動之虞，應

襯以墊板、座鈑等措施。 

第 93 條 雇主對於隧道、坑道之鋼拱支撐，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支撐組之間隔應在一．五公尺以下。但以噴凝土或安裝

岩栓來支撐岩體荷重者，不在此限。 

二、使用連接螺栓、連接桿或斜撐等，將主構材相互堅固連

接之。 

三、為防止沿隧道之縱向力量致傾倒或歪斜，應採取必要之

措施。 

四、為防止土石崩塌，應設有襯板等。 

第 94 條 雇主對於隧道、坑道之木拱支撐，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為防止接近地面之水平支撐移位，其兩端應以斜撐材固

定於側壁上。 

二、為防止沿隧道之縱向力量致傾倒或歪斜，應採取必要之

措施。 

三、構材連接部分，應以牽條等固定。 

第 95 條 雇主於拆除承受有荷重之隧道、坑道支撐之構材時，應先採

取荷重移除措施。 

第 96 條 雇主對於隧道、坑道設置之支撐，應於每日或四級以上地震

後，就下列事項予以確認，如有異狀時，應即採取補強或整

補措施： 

一、構材有無損傷、變形、腐蝕、移位及脫落。 

二、構材緊接是否良好。 

三、構材之連接及交叉部分之狀況是否良好。 

四、腳部有無滑動或下沉。 

五、頂磐及側壁有無鬆動。 

第 97 條 雇主應使隧道、坑道模板支撐，具有承受負荷之堅固構造。 

第 98 條 雇主對於隧道、坑道開挖作業，如其豎坑深度超過二十公尺

者，應設專供人員緊急出坑之安全吊升設備。 

第 99 條 雇主對於隧道、坑道之電力及其它管線系統，應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電力系統應與水管、電訊、通風管系統隔離。 



 
 

381 

二、水、電、通訊或其他因施工需要而設置之管、線路，應

沿隧道適當距離標示其用途，並應懸掛於隧道壁顯明易

見之場所。 

三、應沿工作人員通路上方裝置安全通路燈號及停電時能自

動開啟之緊急照明裝置。 

四、照明設施均應裝置在工作人員通路同側之隧道壁上方。 

五、應於每五百公尺設置與外界隨時保持正常通訊之有線通

訊設備。 

六、隧道內行駛之動力車，應裝置閃光燈號或警報措施。 

七、有大量湧水之虞時，應置備足夠抽水能力之設備，並置

備設備失效時會發出警報之裝置。 

八、電力系統均應予以接地 (爆破開挖之隧道除外) 或裝置

感電防止用漏電斷路器，其佈設之主要電力線路，均應

為雙層絕緣之電纜。 

第 100 條 雇主對於隧道、坑道之通路，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規劃作業人員專用通路，並於車輛或軌道動力車行駛之

路徑，以欄杆或其他足以防護通路安全之設施加以隔

離。 

二、除工作人員專用通路外，應避免舖設踏板，以防人員誤

入危險區域。 

三、因受限於隧道、坑道之斷面設計、施工等因素，無法規

劃工作人員專用道路時，如以車輛或軌道動力車運輸人

員者，得不設置專用通路。 

第 101 條 雇主對於以潛盾工法施工之隧道、坑道開挖作業，應依下列

規定： 

一、未經許可禁止在隧道內進行氣體熔接、熔斷或電焊作業。 

二、未經許可禁止攜帶火柴、打火機等火源進入隧道。 

三、柴油引擎以外之內燃機不得在隧道內使用。 

第 101-1條 雇主對於以潛盾工法施工之隧道、坑道開挖作業，為防止地

下水、土砂自鏡面開口處與潛盾機殼間滲湧，應於出發及到

達工作井處採取防止地下水、土砂滲湧等必要工程設施。 

第 102 條 雇主對於隧道、坑道挖掘 (以下簡稱隧道等挖掘) 作業或襯

砌 (以下簡稱隧道等襯砌) 作業，應指定隧道等挖掘作業主

管或隧道等襯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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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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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施檢點，檢查材料、工具、器具等，並汰換其不良品。 

三、監督勞工個人防護具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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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第七章 沈箱、沈筒、井筒、圍偃及壓氣施工 
第 103 條 雇主對於沉箱、沉筒、井筒等內部從事開挖作業時，為防止

其急速沈陷危害勞工，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依下沉關係圖，決定開挖方法及載重量。 

二、刃口至頂版或樑底之淨距應在一．八公尺以上。 

三、刃口下端不得下挖五十公分以上。 

第 104 條 雇主對於沉箱、沉筒、井筒等之設備內部，從事開挖作業時，

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應測定空氣中氧氣及有害氣體之濃度。 

二、應有使勞工安全升降之設備。 

三、開挖深度超過二十公尺或有異常氣壓之虞時，該作業場

所應設置專供連絡用之電話或電鈴等通信系統。 

四、開挖深度超越二十公尺或依第一款規定測定結果異常

時，應設置換氣裝置並供應充分之空氣。 

第 105 條 雇主以預鑄法施放沉箱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預鑄沉箱堆置應平穩、堅固。 

二、於沉箱面上作業時應有防止人員、車輛、機具墜落之設

備。 

三、施放作業前對拖船、施放鋼索、固定裝置等，應確認無

異常狀態。 

四、對拖曳航道應事先規劃，如深度不足時，應即予疏濬。 

五、水面、水下作業人員，於共同作業時，應建立統一信號

系統，要求作業人員遵守。 

第 106 條 雇主藉壓氣沉箱施工法、壓氣沉筒施工法、壓氣潛盾施工法

等作業時，應選任高壓室內作業主管，辦理下列事項： 

一、應就可燃物品於高氣壓狀況下燃燒之危險性，告知勞工。 

二、禁止攜帶火柴、打火機等火源，並將上項規定揭示於氣

閘室外明顯易見之地點。 

三、禁止從事氣體熔接、熔斷或電焊等具有煙火之作業。 

四、禁止藉煙火、高溫或可燃物供作暖氣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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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禁止使用可能造成火源之機械器具。 

六、禁止使用可能發生火花或電弧之電源開關。 

七、規定作業人員穿著不易引起靜電危害之服裝及鞋靴。 

八、作業人員離開異常氣壓作業環境時，依異常氣壓危害預

防標準辦理。 

第 107 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圍堰作業，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圍堰強度應依設計施工之水位高度設計，保持適當強度。 

二、如高水位之水有自堰頂溢進堰內之虞時，應有清除堰內

水量之設備。 

三、建立於緊急時能迅速警告勞工退避之緊急信號，並告知

勞工。 

四、備有梯子、救生圈、救生衣及小船等供勞工於情況危急

時能及時退避。 

五、圍堰之走道、橋樑，至少應設二個緊急出口之坡道，並

依規定設置護欄。 

六、靠近航道設置之圍堰，應有防範通行船隻撞及堰體之措

施，夜間或光線不良時，應裝設閃光警示燈。 

第八章 基樁等施工設備 
第 108 條 雇主對於以動力打擊、振動、預鑽等方式從事打樁、拔樁等

樁或基樁施工設備 (以下簡稱基樁等施工設備) 之機體及其

附屬裝置、零件，應具有適當其使用目的之必要強度，並不

得有顯著之損傷、磨損、變形或腐蝕。 

第 109 條 雇主為了防止動力基樁等施工設備之倒塌，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設置於鬆軟地磐上者，應襯以墊板、座鈑、或敷設混凝

土等。 

二、裝置設備物時，應確認其耐用及強度；不足時應即補強。 

三、腳部或架台有滑動之虞時，應以樁或鏈等固定之。 

四、以軌道或滾木移動者，為防止其突然移動，應以軌夾等

固定之。 

五、以控材或控索固定該設備頂部時，其數目應在三以上，

其末端應固定且等間隔配置。 

六、以重力均衡方式固定者，為防止其平衡錘之移動，應確

實固定於腳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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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0 條 雇主對於基樁等施工設備之捲揚鋼纜，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

得使用： 

一、有接頭者。 

二、鋼纜一撚間有百分之十以上素線截斷者。 

三、直徑減少達公稱直徑百分之七以上者。 

四、已扭結者。 

五、有顯著變形或腐蝕者。 

第 111 條 雇主使用於基樁等施工設備之捲揚鋼纜，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打樁及拔樁作業時，其捲揚裝置之鋼纜在捲胴上至少應

保留二卷以上。 

二、應使用夾鉗、鋼索夾等確實固定於捲揚裝置之捲胴。 

三、捲揚鋼纜與落錘或樁錘等之套結，應使用夾鉗或鋼索夾

等確實固定。 

第 112 條 雇主對於拔樁設備之捲揚鋼纜、滑車等，應使用具有充分強

度之鉤環或金屬固定具與樁等確實連結等。 

第 113 條 雇主對於基樁設備等施工設備之捲揚機，應設固定夾或金屬

擋齒等剎車裝置。 

第 114 條 雇主對於基樁等施工設備，應能充分抗振，且各部份結合處

應安裝牢固。 

第 115 條 雇主對於基樁等施工設備，應能將其捲揚裝置之捲胴軸與頭

一個環槽滑輪軸間之距離，保持在捲揚裝置之捲胴寬度十五

倍以上。 

前項規定之環槽滑輪應通過捲揚裝置捲胴中心，且置於軸之

垂直面上。 

基樁等施工設備，其捲揚用鋼纜於捲揚時，如構造設計良好

使其不致紊亂者，得不受前二項規定之限制。 

第 116 條 雇主對於基樁等施工設備之環槽滑輪之安裝，應使用不因荷

重而破裂之金屬固定具、鉤環或鋼纜等確實固定之。 

第 117 條 雇主對於以蒸氣或壓縮空氣為動力之基樁等施工設備，應依

下列規定： 

一、為防止落錘動作致蒸氣或空氣軟管與落錘接觸部份之破

損或脫落，應使該等軟管固定於落錘接觸部分以外之處

所。 

二、應將遮斷蒸氣或空氣之裝置，設置於落錘操作者易於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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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之位置。 

第 118 條 雇主對於基樁等施工設備之捲揚裝置，當其捲胴上鋼纜發生

亂股時，不得在鋼纜上加以荷重。 

第 119 條 雇主對於基樁等施工設備之捲揚裝置於有荷重下停止運轉

時，應以金屬擋齒阻擋或以固定夾確實剎車，使其完全靜止。 

第 120 條 雇主不得使基樁等設備之操作者，於該機械有荷重時擅離操

作位置。 

第 121 條 雇主為防止因基樁設備之環槽滑輪、滑車裝置破損致鋼纜彈

躍或環槽滑輪、滑車裝置等之破裂飛散所生之危險，應禁止

勞工進入運轉中之捲揚用鋼纜彎曲部份之內側。 

第 122 條 雇主對於以基樁等施工設備吊升樁時，其懸掛部份應吊升於

環槽滑輪或滑車裝置之正下方。 

第 123 條 雇主對於基樁等施工設備之作業，應訂定一定信號，並指派

專人於作業時從事傳達信號工作。 

基樁等施工設備之操作者，應遵從前項規定之信號。 

第 124 條 雇主對於基樁等施工設備之裝配、解體、變更或移動等作

業，應指派專人依安全作業標準指揮勞工作業。 

第 125 條 雇主對於藉牽條支持之基樁等施工設備之支柱或雙桿架等

整體藉動力驅動之捲揚機或其他機械移動其腳部時，為防止

腳部之過度移動引起之倒塌，應於對側以拉力配重、捲揚機

等確實控制。 

第 126 條 雇主對於基樁等施工設備之組配，應就下列規定逐一確認： 

一、構件無異狀方得組配。 

二、機體繫結部份無鬆弛及損傷。 

三、捲揚用鋼纜、環槽滑輪及滑車裝置之安裝狀況良好。 

四、捲揚裝置之剎車系統之性能良好。 

五、捲揚機安裝狀況良好。 

六、牽條之配置及固定狀況良好。 

七、基腳穩定避免倒塌。 

第 127 條 雇主對於基樁等施工設備控索之放鬆時，應使用拉力配重或

捲揚機等適當方法，並不得加載荷重超過從事放鬆控索之勞

工負荷之程度。 

第 128 條 雇主對於基樁等施工設備之作業，為防止損及危險物或有害

物管線、地下電纜、自來水管或其他埋設物等，致有危害勞

工之虞時，應事前就工作地點實施調查並查詢該等埋設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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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權責單位，確認其狀況，並將所得資料通知作業勞工。 

第九章 鋼筋混凝土作業 
第 129 條 雇主對於從事鋼筋混凝土之作業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鋼筋應分類整齊儲放。 

二、使從事搬運鋼筋作業之勞工戴用手套。 

三、利用鋼筋結構作為通道時，表面應舖以木板，使能安全

通行。 

四、使用吊車或索道運送鋼筋時，應予紮牢以防滑落。 

五、吊運長度超過五公尺之鋼筋時，應在適當距離之二端以

吊鏈 住或拉索捆紮拉緊，保持平穩以防擺動。 

六、構結牆、柱、墩基及類似構造物之直立鋼筋時，應有適

當支持；其有傾倒之虞者，應使用拉索或撐桿支持，以

防傾倒。 

七、禁止使用鋼筋作為拉索支持物、工作架或起重支持架等。 

八、鋼筋不得散放於施工架上。 

九、暴露之鋼筋應採取彎曲、加蓋或加裝護套等防護設施。

但其正上方無勞工作業或勞工無虞跌倒者，不在此限。 

十、基礎頂層之鋼筋上方，不得放置尚未組立之鋼筋或其他

物料。但其重量未超過該基礎鋼筋支撐架之荷重限制並

分散堆置者，不在此限。 

第 130 條 雇主對於供作模板支撐之材料，不得有明顯之損壞、變形或

腐蝕。 

第 131 條 雇主對於模板支撐，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為防止模板倒塌危害勞工，高度在五公尺以上，且面積

達一百平方公尺以上之模板支撐，其構築及拆除應依下

列規定辦理： 

（一）事先依模板形狀、預期之荷重及混凝土澆置方法等，

依營建法規等所定具有建築、土木、結構等專長之

人員或委由專業機構妥為設計，置備施工圖說，並

指派所僱之專任工程人員簽章確認強度計算書及施

工圖說。 

（二）訂定混凝土澆置計畫及建立按施工圖說施作之查驗

機制。 

（三）設計、施工圖說、簽章確認紀錄、混凝土澆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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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查驗等相關資料，於未完成拆除前，應妥存備查。 

（四）有變更設計時，其強度計算書及施工圖說應重新製

作，並依本款規定辦理。 

二、前款以外之模板支撐，除前款第一目規定得指派專人妥

為設計，簽章確認強度計算書及施工圖說外，應依前款

各目規定辦理。 

三、支柱應視土質狀況，襯以墊板、座板或敷設水泥等方式，

以防止支柱之沉陷。 

四、支柱之腳部應予以固定，以防止移動。 

五、支柱之接頭，應以對接或搭接之方式妥為連結。 

六、鋼材與鋼材之接觸部分及搭接重疊部分，應以螺栓或鉚

釘等金屬零件固定之。 

七、對曲面模板，應以繫桿控制模板之上移。 

八、橋樑上構模板支撐，其模板支撐架應設置側向支撐及水

平支撐，並於上、下端連結牢固穩定，支柱（架）腳部

之地面應夯實整平，排水良好，不得積水。 

九、橋樑上構模板支撐，其模板支撐架頂層構臺應舖設踏

板，並於構臺下方設置強度足夠之安全網，以防止人員

墜落、物料飛落。 

第 131-1條 雇主對於橋樑工程採支撐先進工法、懸臂工法等以工作車推

進方式施工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對於工作車之構築及拆除，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事先就工作車及其支撐、懸吊及錨定系統，依預期

之荷重、混凝土澆置方法及工作車推進時之移動荷

重等因素，依營建法規等所定具有建築、土木、結

構等專長之人員或委由專業機構妥為設計，置備施

工圖說，並指派所僱之專任工程人員簽章確認強度

計算書及施工圖說。 

（二）訂定混凝土澆置計畫及建立按施工圖說施作之查驗

機制。 

（三）設計、施工圖說、簽章確認紀錄及查驗等相關資料，

於工作車未完成拆除前，應妥存備查。 

（四）有變更設計時，其強度計算書及施工圖說應重新製

作，並依本款規定辦理。 

二、組立、拆除工作車時，應指派專人決定作業方法及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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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直接指揮作業，並確認下列事項： 

（一）依前款組立及拆除之施工圖說施工。 

（二）工作車推進前，軌道應確實錨錠。 

（三）工作車推進或灌漿前，承載工作車之箱型樑節塊，

應具備充分之預力強度。 

三、工作車之支撐、懸吊及錨定系統之材料，不得有明顯之

損傷、變形或腐蝕。使用錨錠之鋼棒型號不同時，鋼棒

應標示區別之。 

四、工作車推進或灌漿前，工作車連接構件之螺栓、插銷等

應妥實設置。 

五、工作車推進時，應設置防止人員進入推進路線下方之設

施。 

六、工作車應設置制動停止裝置。 

七、工作車千斤頂之墊片或墊塊，應採取繫固措施，以防止

滑脫偏移。 

第 131-2條 雇主對於橋樑工程之預力施作，應俟混凝土達可施拉強度方

得施拉，且施拉預力之千斤頂及油壓機等機具，應妥為固定。 

施拉預力時及施拉預力後，雇主應設置防止鋼鍵等射出危害

勞工之設備，並採取射出方向禁止人員出入之設施及設置警

告標示。 

第 132 條 雇主對於模板支撐支柱之基礎，應依土質狀況，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挖除表土及軟弱土層。 

二、回填爐石渣或礫石。 

三、整平並滾壓夯實。 

四、鋪築混凝土層。 

五、鋪設足夠強度之覆工板。 

六、注意場撐基地週邊之排水，豪大雨後，排水應宣洩流暢，

不得積水。 

七、農田路段或軟弱地盤應加強改善，並強化支柱下之土壤

承載力。 

第 133 條 雇主對於模板支撐組配、拆除（以下簡稱模板支撐）作業，

應指派模板支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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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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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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前項第二款之汰換不良品規定，對於進行拆除作業之待拆物

件不適用之。 

第 134 條 雇主以一般鋼管為模板支撐之支柱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高度每隔二公尺內應設置足夠強度之縱向、橫向之水平

繫條，並與牆、柱、橋墩等構造物或穩固之牆模、柱模

等妥實連結，以防止支柱移位。 

二、上端支以樑或軌枕等貫材時，應置鋼製頂板或托架，並

將貫材固定其上。 

第 135 條 雇主以可調鋼管支柱為模板支撐之支柱時，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可調鋼管支柱不得連接使用。 

二、高度超過三點五公尺者，每隔二公尺內設置足夠強度之

縱向、橫向之水平繫條，並與牆、柱、橋墩等構造物或

穩固之牆模、柱模等妥實連結，以防止支柱移位。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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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上端支以樑或軌枕等貫材時，應置鋼製頂板或托架，並

將貫材固定其上。 

第 136 條 雇主以鋼管施工架為模板支撐之支柱時，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鋼管架間，應設置交叉斜撐材。 

二、於最上層及每隔五層以內，模板支撐之側面、架面及每

隔五架以內之交叉斜撐材面方向，應設置足夠強度之水

平繫條，並與牆、柱、橋墩等構造物或穩固之牆模、柱

模等妥實連結，以防止支柱移位。 

三、於最上層及每隔五層以內，模板支撐之架面方向之二端

及每隔五架以內之交叉斜撐材面方向，應設置水平繫條

或橫架。 

四、上端支以樑或軌枕等貫材時，應置鋼製頂板或托架，並

將貫材固定其上。 

五、支撐底部應以可調型基腳座鈑調整在同一水平面。 

第 137 條 雇主以型鋼之組合鋼柱為模板支撐之支柱時，應依下列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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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一、支柱高度超過四公尺者，應每隔四公尺內設置足夠強度

之縱向、橫向之水平繫條，並與牆、柱、橋墩等構造物

或穩固之牆模、柱模等妥實連結，以防止支柱移位。 

二、上端支以樑或軌枕等貫材時，應置鋼製頂板或托架，並

將貫材固定其上。 

第 138 條 雇主以木材為模板支撐之支柱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木材以連接方式使用時，每一支柱最多僅能有一處接

頭，以對接方式連接使用時，應以二個以上之牽引板固

定之。 

二、上端支以樑或軌枕等貫材時，應使用牽引板將上端固定

於貫材。 

三、支柱底部須固定於有足夠強度之基礎上，且每根支柱之

淨高不得超過四公尺。 

四、木材支柱最小斷面積應大於三十一．五平方公分，高度

每二公尺內設置足夠強度之縱向、橫向水平繫條，以防

止支柱之移動。 

第 139 條 雇主對模板支撐以樑支持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將樑之兩端固定於支撐物，以防止滑落及脫落。 

二、於樑與樑之間設置繫條，以防止橫向移動。 

第 140 條 雇主對於置有容積一立方公尺以上之漏斗之混凝土拌合

機，應有防止人體自開口處捲入之防護裝置、清掃裝置與護

欄。 

第 141 條 雇主對於支撐混凝土輸送管之固定架之設計，應考慮荷重及

振動之影響。 

輸送管之管端及彎曲處應妥善固定。 

第 142 條 雇主對於混凝土澆置作業，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裝有液壓或氣壓操作之混凝土吊桶，其控制出口應有防

止骨材聚集於桶頂及桶邊緣之裝置。 

二、使用起重機具吊運混凝土桶以澆置混凝土時，如操作者

無法看清楚澆置地點，應指派信號指揮人員指揮。 

三、禁止勞工乘坐於混凝土澆置桶上。 

四、以起重機具或索道吊運之混凝土桶下方，禁止人員進入。 

五、混凝土桶之載重量不得超過容許限度，其擺動夾角不得

超過四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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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混凝土拌合機具或車輛停放於斜坡上作業時，除應完全

剎車外，並應將機械墊穩，以免滑動。 

七、實施混凝土澆置作業，應指定安全出入路口。 

八、澆置混凝土前，須詳細檢查模板支撐各部份之連接及斜

撐是否安全，澆置期間有異常狀況必須停止作業者，非

經修妥後不得作業。 

九、澆置樑、樓板或曲面屋頂，應注意偏心載重可能產生之

危害。 

十、澆置期間應注意避免過大之振動。 

十一、以泵輸送混凝土時，其輸送管接頭應有適當之強度，

以防止混凝土噴濺。 

第 143 條 雇主對於以泵輸送混凝土作業前，應確認攪拌器及輸送管接

頭狀況良好，作業時攪拌器攪刀之護蓋不得開啟。 

第 144 條 雇主對於模板之吊運，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使用起重機或索道吊運時，應以足夠強度之鋼索、纖維

索或尼龍繩索捆紮牢固，吊運前應檢查各該吊掛索具，

不得有影響強度之缺陷，且所吊物件已確實掛妥於起重

機之吊具。 

二、吊運垂直模板或將模板吊於高處時，在未設妥支撐受力

處或安放妥當前，不得放鬆吊索。 

三、吊升模板時，其下方不得有人員進入。 

四、放置模板材料之地點，其下方支撐強度須事先確認結構

安全。 

第 145 條 雇主於拆除模板時，應將該模板物料於拆除後妥為整理堆

放。 

第 146 條 雇主對於拆除模板後之部份結構物施工時，非經由專人之周

詳設計、考慮，不得荷載超過設計規定之容許荷重；新澆置

之樓板上繼續澆置其上層樓板之混凝土時，應充分考慮該新

置樓板之受力荷重。 

第 147 條 雇主應依構造物之物質、形狀、混凝土之強度及其試驗結

果、構造物上方之工作情形及當地氣候之情況，確認構造物

已達到安全強度之拆模時間，方得拆除模板。 

第一○章 鋼構組配作業 
第 148 條 雇主對於鋼構吊運、組配作業，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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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吊運長度超過六公尺之構架時，應在適當距離之二端以

拉索捆紮拉緊，保持平穩防止擺動，作業人員在其旋轉

區內時，應以穩定索繫於構架尾端，使之穩定。 

二、吊運之鋼材，應於卸放前，檢視其確實捆妥或繫固於安

定之位置，再卸離吊掛用具。 

三、安放鋼構時，應由側方及交叉方向安全支撐。 

四、設置鋼構時，其各部尺寸、位置均須測定，且妥為校正，

並用臨時支撐或螺栓等使其充分固定，再行熔接或鉚

接。 

五、鋼樑於最後安裝吊索鬆放前，鋼樑二端腹鈑之接頭處，

應有二個以上之螺栓裝妥或採其他設施固定之。 

六、中空格柵構件於鋼構未熔接或鉚接牢固前，不得置於該

鋼構上。 

七、鋼構組配進行中，柱子尚未於二個以上之方向與其他構

架組配牢固前，應使用格柵當場栓接，或採其他設施，

以抵抗橫向力，維持構架之穩定。 

八、使用十二公尺以上長跨度格柵樑或桁架時，於鬆放吊索

前，應安裝臨時構件，以維持橫向之穩定。 

九、使用起重機吊掛構件從事組配作業，其未使用自動脫

裝置者，應設置施工架等設施，供作業人員安全上下及

協助鬆脫吊具。 

第 149 條 雇主對於鋼構之組立、架設、爬升、拆除、解體或變更等（以

下簡稱鋼構組配）作業，應指派鋼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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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及器具等，並汰換不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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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進行拆除作業之待拆物

件不適用之。 

第一項所稱鋼構，其範圍如下： 

一、高度在五公尺以上之鋼構建築物。 

二、高度在五公尺以上之鐵塔、金屬製煙囪或類似柱狀金屬

構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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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度在五公尺以上或橋樑跨距在三十公尺以上，以金屬

構材組成之橋樑上部結構。 

四、塔式起重機或伸臂伸高起重機。 

五、人字臂起重桿。 

六、以金屬構材組成之室外升降機升降路塔或導軌支持塔。 

七、以金屬構材組成之施工構臺。 

第 149-1條 雇主進行前條鋼構組配作業前，應擬訂包括下列事項之作業

計畫，並使勞工遵循： 

一、安全作業方法及標準作業程序。 

二、防止構材及其組配件飛落或倒塌之方法。 

三、設置能防止作業勞工發生墜落之設備及其設置方法。 

四、人員進出作業區之管制。 

雇主應於勞工作業前，將前項作業計畫內容使勞工確實知

悉。 

第 150 條 雇主於鋼構組配作業進行組合時，應逐次構築永久性之樓

板，於最高永久性樓板上組合之骨架，不得超過八層。但設

計上已考慮構造物之整體安全性者，不在此限。 

第 151 條 雇主對於鋼構建築之臨時性構臺之舖設，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用於放置起重機或其他機具之臨時性構臺，應依預期荷

重妥為設計具充分強度之木板或座鈑，緊密舖設及防止

移動，並於下方設置支撐物，且確認其結構安全。 

二、不適於舖設臨時性構臺之鋼構建築，且未使用施工架而

落距差超過二層樓或七點五公尺以上者，應張設安全

網，其下方應具有足夠淨空，以防彈動下沉，撞及下面

之結構物。安全網於使用前須確認已實施耐衝擊試驗，

並維持其效能。 

三、以地面之起重機從事鋼構組配之高處作業，使勞工於其

上方從事熔接、上螺絲等接合，或上漆作業者，其鋼樑

正下方二層樓或七點五公尺高度內，應安裝密實之舖板

或採取相關安全防護措施。 

第 152 條 雇主對於鋼構之組配，地面或最高永久性樓板層上，不得有

超過四層樓以上之鋼構尚未鉚接、熔接或螺栓緊者。 

第 153 條 雇主對於鋼構組配作業之熔接、栓接、鉚接及鋼構之豎立等

作業，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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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於敲出栓桿、衝梢或鉚釘頭時，應採取適當之方法及工

具，以防止其任意飛落。 

二、撞擊栓緊板手應有防止套座滑出之鎖緊裝置。 

三、不得於人員、通路上方或可燃物堆集場所之附近從事熔

接、栓接、鉚接工作。但已採取適當措施者，不在此限。 

四、使用氣動鉚釘鎚之把手及鉚釘頭模，應適當安裝安全鐵

線；裝置於把手及鉚釘頭模之鐵線，分別不得小於九號

及十四號鐵線。 

五、豎立鋼構時所使用之接頭，應有防止其脫開之裝置。 

六、豎立鋼構所使用拉索之安裝，應能使勞工控制其接頭

點，拉索之移動時應由專人指揮。 

七、鬆開受力之螺栓時，應能防止其脫開。 

第 154 條 雇主對於鋼構組配作業之勞工從事栓接、鉚接、熔接或檢測

作業，應使其佩帶適當之個人防護具。 

第一一章 構造物之拆除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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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雇主對於修繕作業，施工時須鑿開或鑽入構造物者，應比照

前項拆除規定辦理。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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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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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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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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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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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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工出入之通路、階梯等，應有適當之採光照明。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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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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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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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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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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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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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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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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64 條 雇主對於高煙囪、高塔等之拆除，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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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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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物料過度積集。 

六、不得於上方拆除作業中，搬運拆下之物料。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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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二章 油漆、瀝青工程作業 
第 166 條 雇主對於油漆作業場所，應有適當之通風、換氣，以防易燃

或有害氣體之危害。 

第 167 條 雇主對於噴漆作業場所，不得有明火、加熱器或其他火源發

生之虞之裝置或作業，並在該範圍內揭示嚴禁煙火之標示。 

第 168 條 雇主對於正在加熱中之瀝青鍋，應採取防止勞工燙傷之設

施。 

第 169 條 雇主不得使熱瀝青之噴撒作業人員在柏油機噴撒軟管下操

作，如人工操作噴撒時，應有隔離之把手及可彎曲之金屬軟

管。 

第 170 條 雇主應提供給從事瀝青作業所必須之防護具，並使勞工確實

使用。 

第一三章 衛生 
第 171 條 雇主對於營造工程工作場所應保持環境衛生。寢室、廚房、

浴室或廁所應指定專人負責環境衛生之維護，以保持清潔。 

第 172 條 雇主對於臨時房舍，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應選擇乾燥及排水良好之地點搭建。必要時應自行挖掘

排水溝。 

二、應有適當之通風及照明。 

三、應使用合於飲用水衛生標準規定之飲用水及一般洗濯用

水。 

四、用餐地點、寢室及盥洗設備等應予分設並保持清潔。 

五、應依實際需要設置冰箱、食品貯存及餐具櫥櫃、處理廢

物、廢料等衛生設備。 

第 173 條 雇主對於工作場所之急救設施，除依一般工作場所之急救設

施規定外，並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於有毒樹木、危險蟲類等出現場所作業之勞工，應教以

有關預防急救方法及疾病症候等。 

二、於毒蛇經常出入之地區，應備置血清及其他防治急救藥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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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應防止昆蟲、老鼠等孳生並予以撲滅。 

四、其他必要之急救設備或措施。 

第一四章 附則 
第 173-1條 自營作業者，準用本標準有關雇主義務之規定。 

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比照該事業

單位之勞工，適用本標準之規定。 

第 174 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本標準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二十六日修正發布之條

文，除另定施行日 

期者外，自一百零三年七月三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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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與分娩後女性及未滿十八

歲勞工禁止從事危險性或有害

性工作認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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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與分娩後女性及未滿十八歲勞工禁

止從事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認定標準 
1. 中華民國八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0）台勞安三字第 30438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5 條 

2.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勞動部勞職授字第 10302006611  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 5 條；並自一

百零三年七月三日施行（原名稱：童工女工禁止從事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認定標準） 

 
第 1 條 本標準依職業安全衛生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二

項及第三十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所定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之認定標

準如附表一。 

未滿十五歲者，不得從事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所定危險性

或有害性工作。 

第 3 條 本法第三十條第一項所定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之認定標準

如附表二。 

第 4 條 本法第三十條第二項所定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之認定標準

如附表三。 

第 5 條 本標準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七月三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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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雇主不得使未滿十八歲者從事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認定表  

工作別 危險性或有害性之場所或作業 

一、坑內工作。 
從事下列場所之工作： 

一、地下礦場。 

二、隧道掘削之建設工程。 

前項第二款之工程已完工或設有與道路同等安全衛生設施之可通行通道

者，不在此限。 

二、處理爆炸性、易燃性等

物質之工作。 
從事製造、裝卸、搬運、保管或使用爆炸性、易燃性等物質之作業。但臨時

性搬運、使用或於符合相關法令規定之加油站從事加油作業者，不在此限。 

三、鉛、汞、鉻、砷、黃磷、

氯氣、氰化氫、苯胺等

有害物散布場所之工

作。 

從事下列場所之工作： 

一、工作場所空氣中有害物之氣體、蒸氣或粉塵濃度，超過下表之規定值者： 

濃度   

有害物 

規定值 

ppm mg/m
3
 

鉛及其無機化合物（以鉛計）  ○‧○二五 

汞及其無機化合物（以汞計）   ○‧○二五 

六價鉻化合物（以鉻計）   ○‧○二五  

砷及其無機化合物（以砷計）   ○‧○○五 

黃磷   ○‧○五  

氯氣  ○‧二五  ○‧七五 

氰化氫  五 五‧五 

苯胺  一 三‧八 

二、下列鉛作業場所之作業： 

（一）鉛之冶煉、精煉過程中，從事焙燒、燒結、熔融或處理鉛、鉛混存物、

燒結礦混存物或清掃之作業。 

（二）含鉛重量在百分之三以上之銅或鋅之冶煉、精煉過程中，當轉爐連續

熔融作業時，從事熔融及處理煙灰或電解漿泥或清掃之作業。 

（三）鉛蓄電池或鉛蓄電池零件之製造、修理或解體過程中，從事鉛、鉛混

存物等之熔融、鑄造、研磨、軋碎、熔接、熔斷、切斷或清掃之作業。 

（四）含鉛、鉛塵設備內部之作業。 

（五）將粉狀之鉛、鉛混存物或燒結礦混存物等倒入漏斗，有鉛塵溢漏情形

之作業。 

三、製造、處置或使用汞及其無機化合物、鉻酸及其鹽類、重鉻酸及其鹽類、

砷及其無機化合物、黃磷、氯氣、氰化氫及苯胺等之設備，或儲存可生

成該物質之儲槽等，因改造、修理或清掃等而拆卸該設備之作業或必須

進入該設備等內部作業等，依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之規定，應使

勞工戴用呼吸用防護具之作業。 

四、有害輻射散布場所之工

作。 
依游離輻射防護法附屬法規「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之規定，從事游離輻

射作業，其個人年劑量限度在規定值以上者。 

五、有害粉塵散布場所之工

作。 

工作場所空氣中有害粉塵之濃度，超過下表之規定值者： 

種類 粉塵 
規定值 

可呼吸性粉塵 總粉塵 

第一種粉塵 

含結晶型游離二

氧化矽一○％以

上之礦物性粉塵 

五 mg/m
3 

%SiO2+2 

十五 mg/m
3 

%SiO2+2 

第二種粉塵 

未滿一○％結晶

型游離二氧化矽

之礦物性粉塵 

○‧五 mg/m
3
 二 mg/m

3
 

第三種粉塵 石綿纖維 ○‧○七五 f/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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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種粉塵 厭惡性粉塵 二‧五 mg/m
3
 五 mg/m

3
 

備註： 

一、可呼吸性粉塵係指可透過離心式或水平析出式等分粒裝置所測得之粒徑

者。 

二、總粉塵係指未使用分粒裝置所測得之粒徑者。 

三、結晶型游離二氧化矽係指石英、方矽石、鱗矽石及矽藻土。 

四、石綿粉塵係指纖維長度在五微米以上、長寬比在三以上之粉塵。 

六、運轉中機器或動力傳導

裝置危險部分之掃

除、上油、檢查、修理

或上卸皮帶、繩索等工

作。 

從事運轉中機器或動力傳導裝置危險部分之掃除、上油、檢查、修理或上卸

皮帶、繩索等作業。 

七、超過二百二十伏特電力

線之銜接工作。 
從事導線之銜接，其線間電壓或線對地電壓超過二百二十伏特之作業。 

八、已熔礦物或礦渣之處理

工作。 
從事高溫礦物或礦渣之澆注、裝卸、搬運、清除等作業。 

九、鍋爐之燒火及操作之工

作。 
從事鍋爐之燃料加料及運轉作業。 

十、鑿岩機及其他有顯著振

動之工作。 
從事鑿岩機、鏈鋸、鉚釘機（衝程七○公厘以下、重量二公斤以下者除外）

及夯土機等有顯著振動之作業。 

十一、一定重量以上之重物

處理工作。 

從事重物處理作業，其重量為下表之規定值以上者。 
 

重量 

年齡 

規定值(公斤) 

斷續性作業 持續性作業 

十五歲以上未滿十六歲 十二 八 

十六歲以上未滿十八歲 二十五 十五 

十二、起重機、人字臂起重

桿之運轉工作。 
從事起重機、人字臂起重桿之運轉作業。 

十三、動力捲揚機、動力運

搬機及索道之運轉工

作。 

從事動力捲揚機、動力運搬機及索道之運轉作業。 

十四、橡膠化合物及合成樹

脂之滾輾工作。 
從事橡膠化合物及合成樹脂之滾輾作業。 

十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規定之危險性或有害

性之工作。 

 

一、從事製造或處置爆竹煙火類物品 之作業。 

二、從事帶輪直徑在七十五公分以上之帶鋸或直徑在二十五公分以上之圓盤

鋸作業。但屬於橫切圓盤鋸或置有自動輸送裝置及其他不致反撥而危及

勞工者，不在此限。 

三、以動力衝剪機械、鍛造機械等從事金屬之加工作業者。但以安全衝剪機

械操作者，不在此限。  

四、從事下列異常氣壓作業：  

（一）高壓室內作業：係指沈箱施工法或壓氣潛盾施工法及其他壓氣施工法

中，於表壓力超過大氣壓之作業室或豎管內部實施之作業。  

（二）潛水作業：係指於水深超過十公尺之水中實施之作業。 

五、高壓氣體製造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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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雇主不得使妊娠中之女性勞工從事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認定表 

 

工作別 危險性或有害性之場所或作業 

一、礦坑工作。 從事礦場地下礦物試掘、採掘之作業。 

二、鉛及其化合物散布場所

之工作。 

下列鉛作業場所之作業： 

一、鉛之冶煉、精煉過程中，從事焙燒、燒結、熔融或處理鉛、鉛混存物、

燒結礦混存物或清掃之作業。 

二、含鉛重量在百分之三以上之銅或鋅之冶煉、精煉過程中，當轉爐連續熔

融作業時，從事熔融及處理煙灰或電解漿泥或清掃之作業。 

三、鉛蓄電池或鉛蓄電池零件之製造、修理或解體過程中，從事鉛、鉛混存

物等之熔融、鑄造、研磨、軋碎、熔接、熔斷、切斷或清掃之作業。 

四、含鉛、鉛塵設備內部之作業。 

五、將粉狀之鉛、鉛混存物或燒結礦混存物等倒入漏斗，有鉛塵溢漏情形之

作業。 

六、工作場所空氣中鉛及其化合物濃度，超過○‧○二五 mg/m
3
規定值之作

業。 
三、異常氣壓之工作。 

從事下列異常氣壓作業： 

一、 高壓室內作業：係指沈箱施工法或壓氣潛盾施工法及其他壓氣施工法

中，於表壓力超過大氣壓之作業室或豎管內部實施之作業。 

二、潛水作業：係指於水深超過十公尺之水中實施之作業。 
四、處理或暴露於弓形蟲、

德國麻疹等影響胎兒

健康之工作。 

一、從事處理或暴露於弓形蟲之作業。 

二、從事處理或暴露於德國麻疹之作業。但經檢附醫師證明已具免疫者，不

在此限。 

五、處理或暴露於二硫化

碳、三氯乙烯、環氧乙

烷、丙烯醯胺、次乙亞

胺、砷及其化合物、汞

及其無機化合物等經

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

危害性化學品之工作。 

從事下列場所之工作： 

一、工作場所空氣中危害性化學品濃度，超過下表之規定值者： 

濃度 

有害物 

規定值 

ppm mg/m
3
 

二硫化碳 五 十五‧五 

三氯乙烯 二五 一三四‧五 

環氧乙烷 ○‧五 ○‧九 

丙烯醯胺  ○‧○一五 

次乙亞胺 ○‧二五 ○‧四四 

砷及其無機化合物

（以砷計） 
 ○‧○○五 

汞及其無機化合物

（以汞計） 
 ○‧○二五 

二、於室內、儲槽或通風不充分之室內作業場所，從事二硫化碳及三氯乙烯

作業，依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之規定，應使勞工佩戴輸氣管面罩或適

當之有機氣體用防毒面罩之作業。 

三、製造、處置或使用丙烯醯胺、次乙亞胺、環氧乙烷、砷及其無機化合物

與汞及其無機化合物之設備，或儲存可生成該物質之儲槽等，因改造、

修理或清掃等而拆卸該設備之作業或必須進入該設備等內部進行作業

等，依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之規定，應使勞工佩戴呼吸用防護具

之作業。 

六、鑿岩機及其他有顯著振

動之工作。 
從事鑿岩機、鏈鋸、鉚釘機（衝程七○公厘以下、重量二公斤以下者除外）

及夯土機等有顯著振動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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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定重量以上之重物處

理工作。 
從事重物處理作業，其重量為下表之規定值以上者： 

重量 

作業別 
規定值（公斤） 

斷續性作業 十 

持續性作業 六 
 

八、有害輻射散布場所之工

作。 
依游離輻射防護法附屬法規「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之規定，從事游離輻

射作業，其職業曝露之年劑量限度在規定值以上者。 

九、已熔礦物或礦渣之處理

工作。 
從事高溫礦物或礦渣之澆注、裝卸、搬運、清除等作業。 

十、起重機、人字臂起重桿

之運轉工作。 
從事起重機、人字臂起重桿之運轉作業。 

十一、動力捲揚機、動力運

搬機及索道之運轉工

作。 

從事動力捲揚機、動力運搬機及索道之運轉作業。 

十二、橡膠化合物及合成樹

脂之滾輾工作。 
從事橡膠化合物及合成樹脂之滾輾作業。 

十三、處理或暴露於經中央

主管機關規定具有致

病或致死之微生物感

染風險之工作。 

從事處理或暴露於下列具有致病或致死之微生物感染風險之作業： 

一、處理或暴露於 B型肝炎或水痘感染風險之作業。但經檢附醫師證明已具

免疫者，不在此限。 

二、處理或暴露於 C型肝炎或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風險之作業。但無執行

侵入性治療者，不在此限。 

三、處理或暴露於肺結核感染風險之作業。 

十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規定之危險性或有害

性之工作。 

製造或處置抗細胞分裂劑及具細胞毒性藥物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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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雇主不得使分娩後未滿一年之女性勞工從事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認定表 

 

 

  

工作別 危險性或有害性之場所或作業 

一、礦坑工作。 從事礦場地下礦物試掘、採掘之作業。  

二、鉛及其化合物散布場所

之工作。  

下列鉛作業場所之作業： 

一、鉛之冶煉、精煉過程中，從事焙燒、燒結、熔融或處理鉛、鉛混存物、

燒結礦混存物或清掃之作業。 

二、含鉛重量在百分之三以上之銅或鋅之冶煉、精煉過程中，當轉爐連續熔

融作業時，從事熔融及處理煙灰或電解漿泥或清掃之作業。 

三、鉛蓄電池或鉛蓄電池零件之製造、修理或解體過程中，從事鉛、鉛混存

物等之熔融、鑄造、研磨、軋碎、熔接、熔斷、切斷之作業，及清掃該作

業場所之作業。 

四、含鉛、鉛塵設備內部之作業。 

五、將粉狀之鉛、鉛混存物或燒結礦混存物等倒入漏斗，有鉛塵溢漏情形之

作業。 

六、工作場所空氣中鉛及其化合物濃度，超過○‧○二五 mg/m
3
規定值之作業。 

三、鑿岩機及其他有顯著振

動之工作。 

從事鑿岩機、鏈鋸、鉚釘機（衝程七○公厘以下、重量二公斤以下者除外）

及夯土機等有顯著振動之作業。 

四、一定重量以上之重物處

理工作。 

從事重物處理作業，其重量為下表之規定值以上者。但經醫師評估能負重者，

不在此限。 

重量 

作業別 

規定值（公斤） 

分娩未滿六個月者 分娩滿六個月但未滿一年者 

斷續性作業 十五 三十 

持續性作業 十 二十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

定之危險性或有害性之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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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勞工母性健康保護實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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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勞工母性健康保護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十二月三十日勞動部勞職授字第 1030202315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6 條；並自一百零四

年一月一日施行 

 
第 1 條 本辦法依職業安全衛生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三

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母性健康保護：指對於女性勞工從事有母性健康危害之

虞之工作所採取之措施，包括危害評估與控制、醫師面

談指導、風險分級管理、工作適性安排及其他相關措施。 

二、母性健康保護期間（以下簡稱保護期間）：指雇主於得

知女性勞工妊娠之日起至分娩後一年之期間。未滿十五

歲者，不得從事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所定危險性或有

害性工作。 

第 3 條 事業單位勞工人數在三百人以上者，其勞工於保護期間，從

事可能影響胚胎發育、妊娠或哺乳期間之母體及嬰兒健康之

下列工作，應實施母性健康保護： 

一、具有依國家標準 CNS15030 分類，屬生殖毒性物質第

一級、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第一級或其他對哺乳功能

有不良影響之化學品。 

二、易造成健康危害之工作，包括勞工作業姿勢、人力提舉、

搬運、推拉重物、輪班、夜班、單獨工作及工作負荷等。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 

第 4 條 具有鉛作業之事業中，雇主使女性勞工從事鉛及其化合物散

布場所之工作者，應實施母性健康保護。 

第 5 條 雇主使保護期間之勞工暴露於本法第三十條第一項或第二

項之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之作業環境或型態，應實施危害評

估。 

雇主使前項之勞工，從事本法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五款至第十

四款及第二項第三款至第五款之工作，應實施母性健康保

護。 

前二條及前項之母性健康保護，應參照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技術指引辦理之。 

第 6 條 雇主對於前三條之母性健康保護，應使職業安全衛生人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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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從事勞工健康服務醫護人員，辦理下列事項： 

一、辨識與評估工作場所環境及作業之危害，包含物理性、

化學性、生物性、人因性、工作流程及工作型態等。 

二、依評估結果區分風險等級，並實施分級管理。 

三、協助雇主實施工作環境改善與危害之預防及管理。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 

前項之評估結果及管理，雇主應使從事勞工健康服務醫護人

員告知勞工。 

第 7 條 勞工於保護期間，雇主應使從事勞工健康服務醫護人員與其

面談，並提供健康指導及管理。 

前項之面談，發現勞工健康狀況異常，需追蹤檢查或適性評

估者，雇主應轉介婦產科專科醫師或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評

估。 

雇主辦理前項轉介時，應將最近一次之健康檢查、作業環境

監測紀錄與危害暴露情形及前條之評估結果等資料交予醫

師。 

勞工於接受第一項之面談時，應提供孕婦健康手冊予醫護人

員。 

第 8 條 勞工於保護期間，因工作條件改變、作業程序變更、健康異

常或有不適反應，經醫師診斷證明不適原有工作者，雇主應

依前二條規定重新辦理。 

第 9 條 雇主使保護期間之勞工從事第三條或第五條第二項之工

作，應依下列原則 

區分風險等級： 

一、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屬第一級管理： 

 （一）作業場所空氣中暴露濃度低於容許暴露標準十分之

一。 

 （二）第三條或第五條第二項之工作或其他情形，經醫師

評估無害母體、胎兒或嬰兒健康。 

二、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屬第二級管理： 

 （一）作業場所空氣中暴露濃度在容許暴露標準十分之一

以上未達二分之一。 

 （二）第三條或第五條第二項之工作或其他情形，經醫師

評估可能影響母體、胎兒或嬰兒健康。 

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屬第三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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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作業場所空氣中暴露濃度在容許暴露標準二分之一

以上。 

 （二）第三條或第五條第二項之工作或其他情形，經醫師

評估有危害母體、胎兒或嬰兒健康。 

前項規定對於有害輻射散布場所之工作，應依游離輻射防護

安全標準之規定辦理。 

第 10 條 雇主使女性勞工從事第四條之鉛及其化合物散布場所之工

作，應依下列血中鉛濃度區分風險等級，但經醫師評估須調

整風險等級者，不在此限： 

一、第一級管理：血中鉛濃度低於五μg/dl者。 

二、第二級管理：血中鉛濃度在五μg/dl以上未達十μg/dl。 

三、第三級管理：血中鉛濃度在十μg/dl以上者。 

第 11 條 前二條風險等級屬第二級管理者，雇主應使從事勞工健康服

務醫師提供勞工個人面談指導，並採取危害預防措施；屬第

三級管理者，應即採取工作環境改善及有效控制措施，完成

改善後重新評估，並由醫師註明其不適宜從事之作業與其他

應處理及注意事項。 

雇主使保護期間之勞工從事第三條或第五條第二項之工作

者，經採取母性健康保護，風險等級屬第一級或第二級管理

者，經醫師評估無害母體、胎兒或嬰兒健康，並向當事人說

明危害資訊，經當事人書面同意者，可繼續從事原工作；風

險等級屬第三級管理者，應依醫師適性評估建議，採取變更

工作條件、調整工時、調換工作等母性健康保護。 

第 12 條 對保護期間之勞工為適性評估者，雇主應將第六條或第八條

之評估結果交付勞工，由勞工提供予婦產科專科醫師；婦產

科專科醫師則依勞工個人健康狀況，參照附表一辦理有關妊

娠或分娩後健康危害評估，提供工作適性安排之建議。 

雇主應參照前項醫師之評估及建議，採取必要之母性健康保

護，對其評估及建議有疑慮時，應再請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

進行現場訪視，提供綜合之適性評估及變更工作條件、調整

工時、調換工作等母性健康保護之建議。 

第 13 條 雇主對於前條適性評估之建議，應使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醫

師與勞工面談，告知工作調整之建議，並聽取勞工及單位主

管意見。 

雇主所採取母性健康保護，應尊重勞工意願，並依勞動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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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及游離輻射防護法之規定辦理。 

勞工對於雇主所採取之母性健康管理措施，有配合之義務。 

第 14 條 雇主依本辦法採取之危害評估、控制方法、面談指導、適性

評估及相關採行措施之執行情形，均應予記錄，並將相關文

件及紀錄至少保存三年。 

前項文件或紀錄等勞工個人資料之保存及管理，應保障勞工

隱私權。 

第 15 條 女性勞工分娩滿一年後，仍在哺乳者，得請求雇主採取母性

健康保護。 

第 16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一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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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妊娠及分娩後勞工之健康危害評估及工作適性安排建議表 

一、基本資料 

勞工姓名   年齡   

□妊娠週         週；預產期      年      月      日      

□分娩後（分娩日期      年      月      日）          □哺乳          □未哺乳 

□身高：      公分； 體重：      公斤；身體質量指數（BMI）：      kg/m2； 

  血壓：       mmHg   

□工作職稱/內

容：                                                                

二、婦產科相關病史 

1.預防接種：□B型肝炎              □水痘          □MMR (痲疹-腮腺炎-德國麻疹) 

2.生產史：懷孕次數       次，生產次數       次，流產次數       次 

3.生產方式：自然產           次，剖腹產           次，併發症：□否  □是：         

三、妊娠及分娩後風險因子評估 

1.過去懷孕病史： 

□ 先天性子宮異常          □ 子宮肌瘤     □ 子宮頸手術病史 

□ 曾有第 2孕期 (14週) 以上之流產          □ 早產 (懷孕未滿 37週之生產)史 

 

2.工作可能暴露之危害因素： 

□化學性物質，請敘明：                                                       

□物理性危害，請敘明：                                                       

□生物性危害，請敘明：                                                       

□人因性危害，請敘明：                                                       

□社會環境因子引起之心理危害，請敘明：                                       

 

3.本次懷孕問題： 

□ 多胞胎妊娠     □ 羊水過多     □ 早期子宮頸變薄 (短)     □ 泌尿道感染 

□ 妊娠毒血症     □妊娠糖尿病    □ 前置胎盤                □ 胎盤早期剝離 

□ 陰道出血 (14週以後       □ 貧血 (血紅素＜10 g / dL) 

□ 子宮收縮頻率過高 (1小時超過 4次以上)     □ 超音波檢查胎兒結構異常 

□ 胎兒生長遲滯（＞37 週且體重≦ 2500g）     □ 家族遺傳疾病或其他先天性異常 

□ 其它不適症狀（如腹痛、頭痛、胸悶、下背痛..等，請敘明                     ） 

 

4.個人因素： 

□沒有規律產檢   □抽菸   □喝酒    □藥物，請敘明：                        

□年齡 (未滿 18歲或大於 40 歲)       □生活環境因素 (例如熱、空氣汙染) 

□孕前體重未滿 45公斤、身高未滿 150公分 

□個人心理狀況： 

   □ 焦慮症     □ 憂鬱症 

□睡眠： 

   □正常   □失眠   □需使用藥物   □其他                                    

 

5.分娩後子宮復舊與哺乳情形： 

□子宮復舊良好    □子宮復舊不全，請敘明                                     

□哺乳情形，請敘明                                                           

6.其他檢查，請敘明:                                                            



 
 

412 

四、評估結果與建議 

評估

結果 
□第一級管理     □第二級管理      □第三級管理 

綜合

建議 

□評估結果大致正常 

   □1.請定期追蹤檢查 

   □2.可繼續工作 

   (□可繼續從事原來的工作 □可從事接近日常之工作內容 )   

□評估結果部分異常 

   □1.可從事目前工作，但須考量下列條件限制: 

     □(1)變更工作場所： 

     □(2)變更職務： 

     □(3)縮減職務量： 

          □縮減工作時間：                     

          □縮減業務量：                        

     □(4)限制加班（不得超過      小時／天） 

     □(5)週末或假日之工作限制（每月      次）              

     □(6)出差之限制（每月      次） 

     □(7)夜班工作之限制（輪班工作者）（每月      次） 

   □2.不可繼續原工作，宜休養(休養期間：                  ) 

   □3.其它具體之工作調整或生活建議：                                 

□評估結果異常，需住院觀察。 

□其它                                         

評估醫師(含醫師字號):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備註: 

一、工作可能暴露之危害因素，請雇主先行填寫，並提供最近一次之健康檢查、作業環境 

    監測紀錄及危害暴露情形等資料予勞工，交予評估醫師。  

二、管理分級之說明: 

（一）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屬第一級管理： 

   1、作業場所空氣中暴露濃度低於容許暴露標準十分之一。 

   2、第三條或第五條第二項之工作或其他情形，經醫師評估無害母體、胎兒或嬰兒健康。 

（二）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屬第二級管理： 

   1、作業場所空氣中暴露濃度在容許暴露標準十分之一以上未達二分之一。 

   2、第三條或第五條第二項之工作或其他情形，經醫師評估可能影響母體、胎兒或嬰兒 

      之健康。 

（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屬第三級管理： 

   1、作業場所空氣中暴露濃度在容許暴露標準二分之一以上。 

   2、第三條或第五條第二項之工作或其他情形，經醫師評估有危害母體、胎兒或嬰兒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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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檢查法 

1. 中華民國二十年二月十日國民政府公布全文 20 條 

2.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十六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第 3、5、15 條條文 

3.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二月三日總統（82）華總（一）義字第 0451 號令修正公布名稱及全文 40 條（原名稱：

工廠檢查法） 

4.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七月十九日總統（89）華總一義字第 8900177650 號令修正公布第 2、3、5、25 條條文 

5.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100108390 號令修正公布第 28 條條文 

6.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二月十四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 1030124618 號公告第 2 條所列屬「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之權責事項，自一百零三年二月十七日起改由「勞動部」管轄；第 24 條所列屬「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之

權責事項，自一百零三年二月十七日起改由「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管轄 

7. 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二月四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12451 號令修正公布第 2、24、33 條條文 

 

第一章 總則 
第 1 條 為實施勞動檢查，貫徹勞動法令之執行、維護勞雇雙方權

益、安定社會、發展經濟，特制定本法。 

第 2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勞動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

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 3 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左： 

一、勞動檢查機構：謂中央或直轄市主管機關或有關機關為

辦理勞動檢查業務所設置之專責檢查機構。 

二、代行檢查機構：謂由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為辦理危險性機

械或設備檢查之行政機關、學術機構、公營事業機構或

非營利法人。 

三、勞動檢查員：謂領有勞動檢查證執行勞動檢查職務之人

員。 

四、代行檢查員：謂領有代行檢查證執行代行檢查職務之人

員。 

第 4 條 勞動檢查事項範圍如左： 

一、依本法規定應執行檢查之事項。 

二、勞動基準法令規定之事項。 

三、勞工安全衛生法令規定之事項。 

四、其他依勞動法令應辦理之事項。 

第二章 勞動檢查機構 
第 5 條 勞動檢查由中央主管機關設勞動檢查機構或授權直轄市主

管機關或有關機關專設勞動檢查機構辦理之。勞動檢查機構

認有必要時，得會同縣 (市)主管機關檢查。 



 
 

415 

前項授權之勞動檢查，應依本法有關規定辦理，並受中央主

管機關之指揮監督。 

勞動檢查機構之組織、員額設置基準，依受檢查事業單位之

數量、地區特性，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第 6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參酌我國勞動條件現況、安全衛生條件、職

業災害嚴重率及傷害頻率之情況，於年度開始前六個月公告

並宣導勞動檢查方針，其內容為： 

一、優先受檢查事業單位之選擇原則。 

二、監督檢查重點。 

三、檢查及處理原則。 

四、其他必要事項。 

勞動檢查機構應於前項檢查方針公告後三個月內，擬定勞動

監督檢查計畫，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備後實施。 

第 7 條 勞動檢查機構應建立事業單位有關勞動檢查之資料，必要時

得請求有關機關或團體提供。 

對於前項之請求，除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外，有關機關或

團體不得拒絕。 

第三章 勞動檢查員 
第 8 條 勞動檢查員之任用，除適用公務人員有關法令之規定外，其

遴用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9 條 勞動檢查員應接受專業訓練。 

前項訓練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0 條 勞動檢查員由勞動檢查機構依其專長及任務之特性指派，執

行第四條所定之職務。 

第 11 條 勞動檢查員不得有左列行為： 

一、為變更、隱匿或捏造事實之陳報。 

二、洩漏受檢查事業單位有關生產技術、設備及經營財務等

秘密；離職後亦同。 

三、處理秘密申訴案件，洩漏其申訴來源。 

四、與受檢查事業單位發生不當財務關係。 

勞動檢查員有違法或失職情事者，任何人得根據事實予以舉

發。 

第 12 條 勞動檢查員與受檢查事業單位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行迴避，

不得執行職務；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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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條 勞動檢查員執行職務，除左列事項外，不得事先通知事業單

位： 

一、第二十六條規定之審查或檢查。 

二、危險性機械或設備檢查。 

三、職業災害檢查。 

四、其他經勞動檢查機構或主管機關核准者。 

第 14 條 勞動檢查員為執行檢查職務，得隨時進入事業單位，雇主、

雇主代理人、勞工及其他有關人員均不得無故拒絕、規避或

妨礙。 

前項事業單位有關人員之拒絕、規避或妨礙，非警察協助不

足以排除時，勞動檢查員得要求警察人員協助。 

第 15 條 勞動檢查員執行職務時，得就勞動檢查範圍，對事業單位之

雇主、有關部門主管人員、工會代表及其他有關人員為左列

行為： 

一、詢問有關人員，必要時並得製作談話紀錄或錄音。 

二、通知有關人員提出必要報告、紀錄、工資清冊及有關文

件或作必要之說明。 

三、檢查事業單位依法應備置之文件資料、物品等，必要時

並得影印資料、拍攝照片、錄影或測量等。 

四、封存或於掣給收據後抽取物料、樣品、器材、工具，以

憑檢驗。 

勞動檢查員依前項所為之行為，事業單位或有關人員不得拒

絕、規避或妨礙。 

勞動檢查員依第一項第三款所為之錄影、拍攝之照片等，事

業單位認有必要時，得向勞動檢查機構申請檢視或複製。 

對於前項事業單位之請求，勞動檢查機構不得拒絕。 

第 16 條 勞動檢查員對違反勞動法律規定之犯罪嫌疑者，必要時，得

聲請檢察官簽發搜索票，就其相關物件、處所執行搜索、扣

押。 

第四章 代行檢查機構與代行檢查員 
第 17 條 中央主管機關對於危險性機械或設備之檢查，除由勞動檢查

機構派勞動檢查員實施外，必要時亦得指定代行檢查機構派

代行檢查員實施。 

第 18 條 代行檢查機構之資格條件與所負責任、考評及獎勵辦法，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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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行檢查員之資格、訓練，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9 條 代行檢查業務為非營利性質，其收費標準之計算，以收支平

衡為原則，由代行檢查機構就其代行檢查所需經費列計標

準，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 

第 20 條 代行檢查機構擬變更代行檢查業務時，應檢附擬增減之機械

或設備種類、檢查類別、區域等資料，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核准。 

第 21 條 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之規定，於代行檢查員適用之。 

第五章 檢查程序 
第 22 條 勞動檢查員進入事業單位進行檢查時，應主動出示勞動檢查

證，並告知雇主及工會。事業單位對未持勞動檢查證者，得

拒絕檢查。 

勞動檢查員於實施檢查後應作成紀錄，告知事業單位違反法

規事項及提供雇主、勞工遵守勞動法令之意見。 

第一項之勞動檢查證，由中央主管機關製發之。 

第 23 條 勞動檢查員實施勞動檢查認有必要時，得報請所屬勞動檢查

機構核准後，邀請相關主管機關、學術機構、相關團體或專

家、醫師陪同前往鑑定，事業單位不得拒絕。 

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十二條之規定，於前項陪同人員

適用之。 

第 24 條 勞動檢查機構辦理職業災害檢查、鑑定、分析等事項，得由

中央主管機關所屬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或其

他學術、研究機構提供必要之技術協助。 

第 25 條 勞動檢查員對於事業單位之檢查結果，應報由所屬勞動檢查

機構依法處理；其有違反勞動法令規定事項者，勞動檢查機

構並應於十日內以書面通知事業單位立即改正或限期改

善，並副知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督促改善。對公營事

業單位檢查之結果，應另副知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督促其改 

善。 

事業單位對前項檢查結果，應於違規場所顯明易見處公告七

日以上。 

第 26 條 左列危險性工作場所，非經勞動檢查機構審查或檢查合格，

事業單位不得使勞工在該場所作業： 

一、從事石油裂解之石化工業之工作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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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農藥製造工作場所。 

三、爆竹煙火工廠及火藥類製造工作場所。 

四、設置高壓氣體類壓力容器或蒸汽鍋爐，其壓力或容量達

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者之工作場所。 

五、製造、處置、使用危險物、有害物之數量達中央主管機

關規定數量之工作場所。 

六、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之營造工程之

工作場所。 

七、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工作場所。 

前項工作場所應審查或檢查之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7 條 勞動檢查機構對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發生重大職業災害時，應

立即指派勞動檢查員前往實施檢查，調查職業災害原因及責

任；其發現非立即停工不足以避免職業災害擴大者，應就發

生災害場所以書面通知事業單位部分或全部停工。 

第 28 條 勞動檢查機構指派勞動檢查員對各事業單位工作場所實施

安全衛生檢查時，發現勞工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得就該場

所以書面通知事業單位逕予先行停工。 

前項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之情事，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9 條 勞動檢查員對事業單位未依勞動檢查機構通知限期改善事

項辦理，而有發生職業災害之虞時，應陳報所屬勞動檢查機

構；勞動檢查機構於認有必要時，得以書面通知事業單位部

分或全部停工。 

第 30 條 經依第二十七條至第二十九條規定通知停工之事業單位，得

於停工之原因消滅後，向勞動檢查機構申請復工。 

第 31 條 代行檢查員進入事業單位實施檢查時，應主動出示代行檢查

證，並告知雇主指派人員在場。 

代行檢查員於實施危險性機械或設備之檢查後，合格者，應

即於原合格證上簽署，註明有效期限；不合格者，應告知事

業單位不合格事項，並陳報所屬代行檢查機構函請勞動檢查

機構依法處理。 

前項不合格之危險性機械或設備，非經檢查合格，不得使用。 

第一項之代行檢查證，由中央主管機關製發之。 

第 32 條 事業單位應於顯明而易見之場所公告左列事項： 

一、受理勞工申訴之機構或人員。 

二、勞工得申訴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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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勞工申訴書格式。 

四、申訴程序。 

前項公告書，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33 條 勞動檢查機構於受理勞工申訴後，應儘速就其申訴內容派勞

動檢查員實施檢查，並應於十四日內將檢查結果通知申訴

人。 

勞工向工會申訴之案件，由工會依申訴內容查證後，提出書

面改善建議送事業單位，並副知申訴人及勞動檢查機構。 

事業單位拒絕前項之改善建議時，工會得向勞動檢查機構申

請實施檢查。 

事業單位不得對勞工申訴人終止勞動契約或為其他不利勞

工之行為。 

勞動檢查機構管理勞工申訴必須保持秘密，不得洩漏勞工申

訴人身分。 

第六章 罰則 
第 34 條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第二十六條規定，使勞工在未經審查或檢查合格之

工作場所作業者。 

二、違反第二十七條至第二十九條停工通知者。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

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前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

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前項之罰金。 

第 35 條 事業單位或行為人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

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者。 

二、違反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者。 

第 36 條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六萬元以下罰鍰： 

一、事業單位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二項或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規

定者。 

二、有關團體違反第七條第二項規定者。 

第 37 條 依本法所處之罰鍰，經通知而逾期不繳納者，移送法院強制

執行。 

第七章 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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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8 條 本法修正施行前已依法令設立之屬第二十六條所定危險性

工作場所，應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期限內，申請該管勞動檢

查機構審查或檢查；逾期不辦理或審查、檢查不合格，而仍

使勞工在該場所作業者，依第三十四條規定處罰。 

第 39 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40 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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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檢查法施行細則 

1.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2）台勞檢一字第 049039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41 條 

2.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四月十六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6）台勞檢三字第 014429 號令修正發布第 26、27、28、

29 條條文；並刪除第 30 條條文 

3. 中華民國九十年一月十七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0）台勞檢一字第 0001555 號令刪除發布第六章章名及第 40 

條條文 

4.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三月二十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檢三字第 0910011571 號令修正發布第 26、28、29 條條

文；並增訂第 27-1 條條文 

5.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檢一字第 0910068913 號令修正發布刪除第 32 條

條文 

6.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二月二十七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 1030125872 號公告第 4 條所列屬「行政院國家科學

委員會」所屬各園區管理局之權責事項，自一百零三年三月三日起改由「科技部」所屬各園區管理局管轄 

7.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勞動部勞職授字第 10302006761 號令修正發布第 2～4、6、8、13、17、

18、22、27-1、28、39、41 條條文；並自一百零三年七月三日施行 

 

第一章 總則 
第 1 條 本細則依勞動檢查法 (以下簡稱本法) 第三十九條規定訂定

之。 

第 2 條 本法所稱危險性機械或設備，指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十六條所

定之具有危險性之機械或設備。 

第 3 條 本法第四條第四款所稱勞動法令，指勞工保險、勞工福利、

就業服務及其他相關法令。 

第二章 勞動檢查機構 
第 4 條 本法第五條第一項所稱有關機關，指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

處、科技部所屬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授權辦理勞動檢查之機關。 

第 5 條 依本法第五條第一項授權之勞動檢查機構應定期將其實施

監督與檢查之結果，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備。中央主管機關

應實施定期及不定期督導考評。 

第 6 條 本法第六條所稱職業災害嚴重率，指每百萬工時之失能傷害

總損失日數；傷害頻率，係指每百萬工時之失能傷害次數。 

第 7 條 勞動檢查機構依本法第七條規定得向有關團體請求提供之

勞動檢查資料，包括事業單位、雇主之名稱 (姓名) 、地址、

電話、勞工人數及其他相關資料。 

第三章 勞動檢查員 
第 8 條 本法第九條所稱專業訓練，指新進人員之職前訓練、現職人

員之在職訓練及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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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條 新進勞動檢查員未經前條規定之職前訓練合格前，勞動檢查

機構不得指派其單獨執行檢查職務。但特殊情況，經勞動檢

查機構敘明理由陳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第 10 條 勞動檢查員依本法第十三條第一款規定通知事業單位檢查

行程，應確認事業單位依本法第二十六條或第三十八條規定

之申請審查或檢查之文件已完成查核，檢查日期業經勞動檢

查機構排定後為之。 

第 11 條 勞動檢查員依本法第十三條第二款規定通知事業單位檢查

行程，應確認事業單位申請危險性機械或設備檢查之文件已

完成查核，檢查日期業經勞動檢查機構排定後為之。 

第 12 條 勞動檢查員依本法第十三條第三款規定通知事業單位檢查

行程，應事前完成事業單位發生職業災害之登錄後為之。 

第 13 條 勞動檢查員依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實施封存

時，以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為限： 

一、有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令所禁止使用者。 

二、有違反勞動法令者。 

三、有職業災害原因鑑定所必須者。 

四、其他經勞動檢查機構核准者。 

前項封存於其原因消滅或事業單位之申請，經勞動檢查機構

許可者，得啟封之。 

第 14 條 勞動檢查員依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實施封存

時，應開列封存物件清單及貼封條。 

前項之封條應加蓋勞動檢查機構印信，並載明左列事項： 

一、勞動檢查機構名稱。 

二、封存物件名稱。 

三、封存日期。 

四、法令依據。 

第 15 條 事業單位依本法第十五條第三項之規定向勞動檢查機構申

請檢視或複製時，應於受檢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提出；

勞動檢查機構應於接獲申請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提供。 

第 16 條 勞動檢查員依本法第十六條之規定執行搜索、扣押，應依刑

事訴訟法相關規定。 

第四章 代行檢查機構與代行檢查員 
第 17 條 本法第十七條所定得由代行檢查機構指派代行檢查員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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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具有危險性之機械或設備檢查，指定期檢查及其他經中央

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檢查。 

第 18 條 依本法第十七條受指定之代行檢查機構為行政機關或公營

事業機構者，其代行檢查範圍以所屬事業所有之具有危險性

之機械或設備為限。 

第五章 檢查程序 
第 19 條 勞動檢查員依本法第二十二條規定進入事業單位進行檢查

前，應將檢查目的告知雇主及工會，並請其派員陪同。 

第 20 條 勞動檢查證每二年換發一次，勞動檢查員離職時應繳回。勞

動檢查證應貼勞動檢查員之照片，並記載左列事項： 

一、所屬單位名稱。 

二、姓名、職稱及編號。 

三、檢查法令依據及檢查範圍。 

四、使用期限。 

第 21 條 事業單位對勞動檢查機構所發檢查結果通知書有異議時，應

於通知書送達之次日起十日內，以書面敘明理由向勞動檢查

機構提出。 

前項通知書所定改善期限在勞動檢查機構另為適當處分

前，不因事業單位之異議而停止計算。 

第 22 條 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二項所稱檢查結果，指勞動檢查機構向事

業單位所發立即改正或限期改善之檢查結果通知書。 

第 23 條 事業單位依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二項之規定公告檢查結果，以

左列方式之一為之： 

一、以勞動檢查機構所發檢查結果通知書之全部內容公告

者，應公告於左列場所之一： 

 (一) 事業單位管制勞工出勤之場所。 

 (二) 餐廳、宿舍及各作業場所之公告場所。 

 (三) 與工會或勞工代表協商同意之場所。 

二、以違反規定單項內容公告者，應公告於違反規定之機

具、設備或場所。 

第 24 條 本法第二十六條所稱工作場所，係指於勞動契約存續中，勞

工履行契約提供勞務時，由雇主或代理雇主指示處理有關勞

工事務之人所能支配、管理之場所。 

第 25 條 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石油裂解之石化工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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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場所，係指從事石油產品之裂解反應，以製造石化基本

原料之工作場所。 

第 26 條 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稱農藥製造工作場所，係指

使用異氰酸甲酯、氯化氫、氨、甲醛、過氧化氫或 啶為原

料，從事農藥原體合成之工作場所。 

第 27 條 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三款所稱爆竹煙火工廠，係指利用

氯酸鹽類、過氯酸鹽類、硝酸鹽類、硫、硫化物、磷化物、

木炭粉、金屬粉末及其他原料製造爆竹煙火類物品之工廠；

火藥類製造工作場所，係指從事以化學物質製造爆炸性物品

之工作場所。 

第 27-1條 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第四款所稱高壓氣體類壓力容器，指

供處理及儲存高壓氣體之盛裝容器。但左列各款設備或機器

不包括之： 

一、移動式製造設備。 

二、非屬有毒性或可燃性高壓氣體之單座固定式製造設備。 

三、減壓設備。 

四、空調設備及以氟氯烷為冷媒之冷凍機器。 

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第四款所稱蒸汽鍋爐，指以火焰、燃

燒氣體或其他高溫氣體加熱於水或熱媒，使發生超過大氣壓

之壓力蒸汽，供給他用之裝置與其附屬過熱器及節煤器。 

第 28 條 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第四款所稱容量，指蒸汽鍋爐之傳熱

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或高壓氣體類壓力容器一日之冷

凍能力在一百五十公噸以上或處理能力符合左列規定之一

者： 

一、一千立方公尺以上之氧氣、有毒性或可燃性高壓氣體。 

二、五千立方公尺以上之前款以外之高壓氣體。 

第 29 條 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五款所稱危險物、有害物之數量，

依附表一及附表二之規定。 

第 30 條 （刪除） 

第 31 條 本法第二十七條所稱重大職業災害，係指左列職業災害之

一： 

一、發生死亡災害者。 

二、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者。 

三、氨、氯、氟化氫、光氣、硫化氫、二氧化硫等化學物質

之洩漏，發生一人以上罹災勞工需住院治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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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 

第 32 條 （刪除） 

第 33 條 勞動檢查機構依本法第二十七條至第二十九條之規定通知

事業單位部分或全部停工時，其停工日數由勞動檢查機構視

其情節決定之。 

前項全部停工日數超過七日者，應陳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第 34 條 本法第二十七條至第二十九條之停工通知書應記載左列事

項： 

一、受停工處分事業單位、雇主名稱 (姓名) 及地址。 

二、法令依據。 

三、停工理由。 

四、停工起訖日期。 

五、停工範圍。 

六、申請復工之條件與程序。 

七、執行停工處分之機構。 

前項第五款停工範圍必要時得以圖說或照片註明。 

第 35 條 勞動檢查機構依本法第二十七條至第二十九條規定以書面

通知事業單位部分或全部停工，於必要時得於停工範圍張貼

停工通知書，並得以顯明之警告或禁止之標誌標示停工區

域。 

第 36 條 事業單位依本法第三十條之規定申請復工，勞動檢查機構於

查證停工原因消滅後，應以書面通知其復工。 

前項復工通知書應記載左列事項： 

一、申請復工之事業單位、雇主名稱 (姓名) 及地址。 

二、復工日期。 

三、復工範圍。 

第 37 條 代行檢查員於實施危險性機械或設備之檢查後，對不合格者

應即於原檢查合格證記事欄或其他必要文件內記載不合格

情形，作成紀錄，並經會同人員簽章。 

第 38 條 第二十條之規定，於本法第三十一條第四項代行檢查證適用

之。 

第 39 條 本法第三十二條所稱顯明而易見之場所，指第二十三條第一

款規定之場所。 

事業單位於前項場所張貼本法第三十二條所定公告書時，應

依左列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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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體大小、張貼高度及位置應適於勞工能清晰閱讀為原

則。 

二、為永久張貼：污損時，應即更換。 

第六章  (刪除) 
第 40 條 （刪除） 

第七章 附則 

第 41 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 

本細則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二十六日修正條文，自一百

零三年七月三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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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製造、處置、使用危險物之名稱、數量 

危 險 物 名 稱 數  量 

（公斤） 中 文 英 文 化 學 式 

過氧化丁酮 Methyl ethyl ketone peroxide C8H16O4 二、○○○ 

過氧化二苯甲醯 Dibenzoyl peroxide C14H10O4 三、○○○ 

環氧丙烷 Propylene oxide C3H6O 一○、○○○ 

環氧乙烷 Ethylene oxide C2H4O 五、○○○ 

二硫化碳 Carbon disulphide CS2 五、○○○ 

乙炔 Acetylene C2H2 五、○○○ 

氫氣 Hydrogen H2 五、○○○ 

過氧化氫 Hydrogen peroxide H2O2 五、○○○ 

矽甲烷 Silane SiH4 五○ 

硝化乙二醇 Nitroglycol C2H4(NO3)2 一、○○○ 

硝化甘油 Nitroglycerin C3H5(NO3)3 一、○○○ 

硝化纖維(含氮量大於 12.6%) Nitrocellulose C6H7O2(NO3)3 一○、○○○ 

三硝基苯 Trinitrobenzene  C6H3(NO2)3 五、○○○ 

三硝基甲苯 Trinitrotoluene C6H2CH3(NO2)3 五、○○○ 

三硝基酚 Trinitrophenol C6H2OH(NO2)3 五、○○○ 

過醋酸 Peracetic acid CH3COOOH 五、○○○ 

氯酸鈉 Sodium chlorate NaClO3 二五、○○○  

雷汞 Mercury fulminate Hg(CNO)2 一、○○○  

疊氮化鉛 Lead azide Pb(N3)2 五、○○○ 

史蒂芬酸鉛 Triphenyl lead  五、○○○  

 Acrylonitrile C3H3N 二○、○○○ 

重氮硝基酚 Diazodinitrophenol   一、○○○ 

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   

註：事業單位內有二以上從事製造、處置、使用危險物之工作場所時，其危險物之數量，應以各該場

所間距在五百公尺以內者合併計算。 

前項間距，係指連接各該工作場所中心點之工作場所內緣之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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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製造、處置、使用有害物之名稱、數量 

有 害 物 名 稱 數  量 

（公斤） 中 文 英 文 化 學 式 

黃磷火柴 Yellow phosphorus match   一 

含苯膠糊 Glue that contains benzene  一 

二氯聯苯胺及其鹽類 Dichlorobenzidine and its salts C12H10Cl2N2 一○ 

α –  α-Naphthylamine and its salts C10H9N 一○ 

鄰 – 二甲基聯苯胺及其鹽類   O-Tolidine and its salts   C14H16N2   一○ 

二甲氧基聯苯胺及其鹽類 Dianisidine and its salts   C14H16N2O2   一○ 

鈹及其化合物   Beryllium and its compounds   Be   一○ 

四羰化鎳   Nickel carbonyl  C4O4Ni       一○○ 

β - 丙內酯 β-Propiolactone   C3H4O2      一○○ 

氯   Chlorine   Cl2   五、○○○ 

氰化氫   Hydrogen cyanide   HCN   一、○○○ 

次乙亞胺   Ethyleneimine   C2H5N       五○○ 

磷化氫   Phosphine   PH3         五○ 

異氰酸甲酯   Methyl isocyanate   C2H3NO       三○○ 

氟化氫   Hydrogen fluoride   HF   一、○○○ 

四甲基鉛 Tetramethyl lead   Pb(CH3)4   一、○○○ 

四乙基鉛 Tetraethyl lead   Pb(C2H5)4   五、○○○ 

氨 Ammonia NH3 五○、○○○ 

氯化氫   Hydrogen chloride HCl   五、○○○ 

二氧化硫 Sulfur dioxide   SO2   一、○○○ 

光氣   Phosgene   COCl2   一○○ 

甲醛   Formaldehyde   CH2O   五、○○○ 

丙烯醛   Acrolein   C3H4O   一五○ 

臭氧   Ozone   O3   一○○ 

砷化氫   Arsine   AsH3   五○ 

溴   Bromine   Br2   一、○○○ 

溴化甲烷   Methyl bromide   CH3Br   二、○○○ 

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 

註：事業單位內有二以上從事製造、處置、使用有害物之工作場所時，其有害物之數量，應以各該場

所間距在五百公尺以內者合併計算。 

前項間距，係指連接各該工作場所中心點之工作場所內緣之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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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認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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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檢查法第二十八條所定勞工有立即

發生危險之虞認定標準 

1.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檢四字第 0910065775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9 條 

2.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十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檢 4 字第 0940028724 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第 3、4、6、7 條

條文（原名稱：勞動檢查法第二十八條所定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認定標準） 

 
第 1 條 本標準依勞動檢查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之類型如下： 

一、墜落。 

二、感電。 

三、倒塌、崩塌。 

四、火災、爆炸。 

五、中毒、缺氧。 

第 3 條 有立即發生墜落危險之虞之情事如下： 

一、於高差二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

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

施。 

二、於高差二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時，未使用高空工作

車，或未以架設施工架等方法設置工作臺；設置工作臺

有困難時，未採取張掛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設施。 

三、於石綿板、鐵皮板、瓦、木板、茅草、塑膠等易踏穿材

料構築之屋頂從事作業時，未於屋架上設置防止踏穿及

寬度三十公分以上之踏板、裝設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 

四、於高差超過一‧五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安全上下設備。 

五、高差超過二層樓或七‧五公尺以上之鋼構建築，未張設

安全網，且其下方未具有足夠淨空及工作面與安全網間

具有障礙物。 

六、使用移動式起重機吊掛平台從事貨物、機械等之吊升，

鋼索於負荷狀態且非不得已情形下，使人員進入高度二

公尺以上平台運搬貨物或駕駛車輛機械，平台未採取設

置圍欄、人員未使用安全母索、安全帶等足以防止墜落

之設施。 

第 4 條 有立即發生感電危險之虞之情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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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電氣機具之帶電部分，於作業進行中或通行時，有因

接觸 (含經由導電體而接觸者) 或接近致發生感電之虞

者，未設防止感電之護圍或絕緣被覆。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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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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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於各該電動機具之連接電路上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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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於良導體機器設備內之狹小空間，或於鋼架等有觸及高

導電性接地物之虞之場所，作業時所使用之交流電焊機 

(不含自動式焊接者) ，未裝設自動電擊防止裝置。 

四、於架空電線或電氣機具電路之接近場所從事工作物之裝

設、解體、檢查、修理、油漆等作業及其附屬性作業或

使用車輛系營建機械、移動式起重機、高空工作車及其

他有關作業時，該作業使用之機械、車輛或勞工於作業

中或通行之際，有因接觸或接近該電路引起感電之虞者 

    ，未使勞工與帶電體保持規定之接近界線距離，未設置

護圍或於該電路四周裝置絕緣用防護裝備或採取移開

該電路之措施。 

五、從事電路之檢查、修理等活線作業時，未使該作業勞工

戴用絕緣用防護具，或未使用活線作業用器具或其他類

似之器具，對高壓電路未使用絕緣工作台及其他裝備，

或使勞工之身體、其使用中之工具、材料等導電體接觸

或接近有使勞工感電之虞之電路或帶電體。 

第 5 條 有立即發生倒塌、崩塌危險之虞之情事如下： 

一、施工架之垂直方向五‧五公尺、水平方向七‧五公尺

內，未與穩定構造物妥實連接。 

二、露天開挖場所開挖深度在一‧五公尺以上，或有地面崩

塌、土石飛落之虞時，未設擋土支撐、反循環樁、連續

壁、邊坡保護或張設防護網之設施。 

三、隧道、坑道作業有落磐或土石崩塌之虞，未設置支撐、

岩栓或噴凝土之支持構造及未清除浮石；隧道、坑道進

出口附近表土有崩塌或土石飛落，未設置擋土支撐、張

設防護網、清除浮石或邊坡保護之措施，進出口之地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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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劣時，未採鋼筋混凝土從事洞口之防護。 

四、模板支撐支柱基礎之周邊易積水，導致地盤軟弱，或軟

弱地盤未強化承載力。 

第 6 條 有立即發生火災、爆炸危險之虞之情事如下： 

一、對於有危險物或有油類、可燃性粉塵等其他危險物存在

之配管、儲槽、油桶等容器，從事熔接、熔斷或使用明

火之作業或有發生火花之虞之作業，未事先清除該等物

質，並確認安全無虞。 

二、對於存有易燃液體之蒸氣或有可燃性氣體滯留，而有火

災、爆炸之作業場所，未於作業前測定前述蒸氣、氣體

之濃度；或其濃度爆炸下限值之百分之三十以上時，未

即刻使勞工退避至安全場所，並停止使用煙火及其他點

火源之機具。 

三、對於存有易燃液體之蒸氣、可燃性氣體或可燃性粉塵，

致有引起火災、爆炸之工作場所，未有通風、換氣、除

塵、去除靜電等必要設施。 

四、對於化學設備及其附屬設備之改善、修理、清掃、拆卸

等作業，有危險物洩漏致危害作業勞工之虞，未指定專

人依規定將閥或旋塞設置雙重關閉或設置盲板。 

五、對於設置熔融高熱物處理設備之建築物及處理、廢棄高

熱礦渣之場所，未設有良好排水設備及其他足以防止蒸

氣爆炸之必要措施。 

六、局限空間作業場所，使用純氧換氣。 

第 7 條 有立即發生中毒、缺氧危險之虞之情事如下： 

一、於曾裝儲有機溶劑或其混合物之儲槽內部、通風不充分

之室內作業場所，或在未設有密閉設備、局部排氣裝置

或整體換氣裝置之儲槽等之作業場所，未供給作業勞工

輸氣管面罩，並使其確實佩戴使用。 

二、製造、處置或使用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所稱之丙

類第一種或丁類物質之特定化學管理設備時，未設置適

當之溫度、壓力及流量之計測裝置及發生異常之自動警

報裝置。 

三、製造、處置或使用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所稱之丙

類第一種及丁類物質之特定化學管理設備，未設遮斷原

料、材料、物料之供輸、未設卸放製品之裝置、未設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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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用水之裝置，或未供輸惰性氣體。 

四、處置或使用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所稱之丙類第一

種或丁類物質時，未設洩漏時能立即警報之器具及除卻

危害必要藥劑容器之設施。 

五、在人孔、下水道、溝渠、污 (蓄) 水池、坑道、隧道、

水井、集水 (液) 井、沈箱、儲槽、反應器、蒸餾塔、

生 (消) 化槽、穀倉、船艙、逆打工法之地下層、筏基

坑、溫泉業之硫磺儲水桶及其他自然換氣不充分之工作

場所有下列情形之一時： 

 (一)空氣中氧氣濃度未滿百分之十八、硫化氫濃度超過十 

PPM或一氧化碳濃度超過三十五 PPM 時，未確實配

戴空氣呼吸器等呼吸防護具、安全帶及安全索。 

 (二)未確實配戴空氣呼吸器等呼吸防護具時，未置備通風

設備予以適當換氣，或未置備空氣中氧氣、硫化氫、

一氧化碳濃度之測定儀器，並未隨時測定保持氧氣濃

度在百分之十八以上、硫化氫濃度在十 PPM  以下及

一氧化碳濃度在三十五 PPM以下。 

第 8 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其他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之情事，並公

告之。 

第 9 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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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天外勤安全指引 
中華民國 101 年 8 月 22 日勞安 2 字第 1010146118 號函 

壹、前言 

餐飲外送等服務是都會地區新興的服務工作，但在颱風惡劣氣候下，外勤人

員行車安全，相較於一般員工，其職業災害風險更高，特別是於颱風天風雨交加，

以機車執行外勤任務，發生交通事故或其他（招牌掉落、路樹倒塌等）事故之機

率大增。 

餐旅業、郵政業、大眾傳播業等均適用勞工安全衛生法，雖有設置勞工安全

衛生管理單位或人員從事安全衛生管理，對於勞工應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之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以及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實際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等

一般規定，惟颱風天執行外勤任務，因道路、風雨、地區受損程度等環境差異甚

大，不確定性甚高，且非雇主指揮監督之工作場所，無法以事業內一般工作場所

之安全衛生設施標準予以保護。因此，事前之危害風險辨識、評估及訂定安全衛

生工作守則、實施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等必要控制措施，均應透過企業內部管理制

度及因地制宜之運作，以強化外勤人員之安全意識，並落實於外勤任務中。 

依據「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

第 12條之 1及相關法規，雇主有維護颱風天外勤人員外勤安全之責任，本會為協

助雇主對颱風天外勤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特訂定颱風天外勤安全指引，

供事業單位參考。 

    本指引為行政指導，並無強制性，事業單位得依本身實際需要及相關法規要

求，適度修正及調整。事業單位對於颱風天外勤作業，如參考本指引訂定計畫並

據以執行，勞動檢查機構可視為符合「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

第 12條之 1規定，如事業單位未依本指引辦理而係採用其他方式者，則須自行舉

證，證明該方式已達保護勞工安全與健康之目的。 

 

貳、適用範圍 

颱風警報發布後，地方政府已宣布停止上班，於颱風天執行外勤服務者。但不包

括搶救、急救人員及其他法令有規定者。 

 

參、計畫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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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規定，雇主應依其事業

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

評估及控制等安全衛生事項。 

二、事業單位訂定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應包括颱風天外勤安全管理計畫，

其內容應敘明有無依相關指引辦理。 

三、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及安全衛生工作守則應訂有「外勤人員受指派出勤發

現現場存有風險，使生命遭受威脅，應以生命安全為重，不要冒險前往，如

未達成外勤任務者，雇主不會予以不利待遇」等內容。 

 

肆、雇主及主管人員之安全衛生職責 

一、 雇主對於颱風天餐飲等外勤人員應訂定安全管理政策，並宣示以人身安全為

第一優先考量，如外勤人員受指派出勤發現現場存有風險，使生命遭受威脅，

應以生命安全為重，不要冒險前往，如未達成外送任務者，雇主不會予以不

利待遇。 

二、 雇主應依事業規模設置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單位或人員，規劃、督導及實施安

全衛生管理事項。 

三、 雇主及主管人員於颱風天派員外勤時，應針對各外勤可能之危險情境，進行

危害辨識、危害評估及依評估結果擬訂危害控制之分級管理措施。 

四、 雇主應會同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外勤指派主管及外勤人員勞工代表，依風險

評估結果，訂定外勤安全作業標準，納入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中，並定期檢討

更新。 

五、 雇主對於新進外勤人員或在職人員變更工作時，應實施 3 小時以上之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並依外勤性質及風險評估結果，規劃實施必要之在職訓練。 

六、 雇主及主管人員於颱風天派員外勤時，應建立事前安全查核機制，實施勤前

講習，並採取必要之安全管理措施。 

七、 雇主及主管人員對於外勤人員、裝備、安全措施、意外保險及緊急應變措施，

應妥為規劃，並依任務需求，提供適當之防護器具、急救器材及其他必要之

後勤支援。 

八、 雇主及主管人員應定期或不定期實施外勤作業安全稽核，督導所屬落實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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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及安全管理。 

 

伍、危害辨識、危害評估、危害控制 

一、事業單位雇主應訂定颱風天外勤安全之評估機制、流程及相關表單，針對颱

風天勞工外勤之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實施風險評估，辨識可能危害及採取

因應之分級管理措施。 

二、颱風警報發布後，事業單位雇主應依氣象局及媒體資訊評估外勤區域是否有

強風大雨致道路淹水、路樹傾倒、坍方落石、道路受損、物體飛落、電線脫

落或電桿傾倒等相關危害。 

三、針對各種風險不同等級情況，事業單位雇主或授權主管人員應依風險程度採

取停止外勤、提供安全運送工具、個人緊急通訊設備、個人防護具、勤前教

育等安全管理措施。 

四、如依媒體報導，評估認有顯著風險或有可預見之風險時，應停止外勤。如評

估後仍決定使勞工外勤作業，雇主應採取安全防護措施，例如限縮外勤區域

或以汽車、計程車為外勤交通工具及提供適當個人防護具等，並由雇主或主

管人員以書面指派（颱風天外勤指派單參考例如附），保存紀錄備查。 

 

陸、計畫執行及紀錄 

一、事業單位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法規要求、風險評估結果、事件案例等因素，定

期或適時的檢討風險評估結果，必要時予以修正。 

二、風險評估的結果應適時傳達給相關部門及人員周知。 

三、事業單位應明確規定風險評估結果及重要控制措施執行的記錄內容及保存年

限。 

 

 

 

 

 

 

 



 
 

439 

 

颱風天外勤指派單參考例 

事業單位名稱/部門：__________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時間： 時  分 

有效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至 年 月 日 時 分 

外勤區域： 

外勤項目： 

一、指派前危害辨識及評估： 

颱風等級：□強度  □中度  □輕度 

雨    量：□超大豪雨  □豪雨 

外勤風險：□淹水  □強風  □大雨  □路樹傾倒  □坍方落石 

          □道路受損  □物體飛落  □電線脫落  □電桿傾倒 

          □其他____________       

可配合裝備：□汽車  □聯絡設備  □急救包  □其他____________ 

個人防護設備：□安全帽  □雨衣  □護目鏡  □救生衣 

              □其他防護用具___________ 

風險評估：□顯著風險  □媒體報導具可預見之風險  □低度風險 

二、外勤風險之處理措施： 

1.顯著風險：□停止外勤 

2.可預見風險：□外勤，但採防護措施，如□以汽車或計程車執行外勤 

                                     □限縮外勤區域至__公里以內 

                                     □其他防護措施__________ 

3.低度風險：□以機車外勤  □其他___________ 

三、特殊事項及限制：（如無者，免填） 

  

四、注意事項：如外勤人員受指派出勤發現現場存有風險，使生命遭受威

脅，應以生命安全為重，不要冒險前往，如未達成外送任

務者，公司不會予以不利待遇 

被指派人員簽名：             店長或主管簽名： 

註：本指派單請留存備查，並保存 3年 

 

 

 

 



 
 

440 

 

 

 

 

 

 
 

 

 

 

 

 

 

 

 

 

 

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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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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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 言 

人因工程(Ergonomics)是探討人類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人」與工具、機

器、設備及環境之間交互作用的關係，以使人們所使用的工具、機器、設備與其

所處的環境，與人本身的能力(Capabilities)、本能極限(Limitations)和需求

(Need)之間，能有更好的配合。而人因工程就是透過設計，將「人」與工具、機

器、設備及環境之間交互作用的關係完善，以達到最好的配合。如果人因工程設

計不良，對於勞工會有各種直接與間接的影響，包含造成/促成人為失誤、發生

意外事件、導致肌肉骨骼傷病、降低工作生活品質、生產績效不佳、容易工作疲

勞等，嚴重影響勞工的健康、安全與福祉。 

導致肌肉骨骼傷病的原因包含作業負荷、作業姿勢、重複性及作業排程休息

配置等，其中因重複性作業促發肌肉骨骼傷病為最常見職業性疾病，稱為工作相

關之肌肉骨骼傷病(Work-related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 WMSD)，或累積

性肌肉骨骼傷病(Cumulative Trauma Disorders, CTD)，是由於重複性的工作過

度負荷，造成肌肉骨骼或相關組織疲勞、發炎、損傷，經過長時間的累積所引致

的疾病。根據美、日、歐各國的職災調查統計，累積性肌肉骨骼傷病所造成的損

失工作天案件數，佔所有職業傷病案件數的比例相當高，歐盟等國平均為 38%，

美國 32%，日本 41.2%，英國 40%。重複性肌肉骨骼傷病所造成的整體損失，近年

來歐盟約為 2,160億美元，占歐盟整體 GDP的 1.6%；美國約為 1,680億美元，占

美國 GDP的 1.53% 。我國因工作之重複性肌肉骨骼傷病問題，依民國 90年至 100

年之統計案件顯示，約佔所有勞工保險給付疾病之85~88%，為最常見之職業疾病。

由於疾病的盛行率高而且病期長，是造成勞工長期「失能」(disability)的主要

因素，影響勞工、企業及國家社會甚鉅。對勞工而言，肌肉骨骼傷病會造成行動

不便、體力下降、影響生活品質、收入減少，甚至使生活陷入困境；對企業而言，

缺工導致生產力與產品品質下降，勞工傷病賠償、醫療給付與保險金額提高，導

致經營困難；對國家社會而言，勞保給付與社會救濟負擔提升，且佔用大量的醫

療與社會資源。因此，為了消除或降低工作引起之肌肉骨骼傷病，近年來各工業

先進國無不戮力以赴，強力推動重複性肌肉骨骼傷病的防制工作。 

本指引之訂定，主要係配合職業安全衛生法（以下簡稱職安法）自 103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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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日施行，其中第 6條第 2項增列雇主對於預防重複性作業促發肌肉骨骼疾病，

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措施。本指引主要係參考勞動部勞動與職業安全衛生研

究所（以下簡稱勞安所）相關技術叢書編撰而成，協助雇主對於預防重複性作業

促發肌肉骨骼傷病，提供危害辨識、傷病調查評估及採行改善措施之運用參考，

並據以訂定適當之計畫，納入事業單位安全衛生管理制度中落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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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架構與要項 

一、 相關法令 

依職安法第 6條第 2項：「雇主對下列事項，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

生措施：一、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預防。…」；同法施行細則第 9

條之規定：「本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一款所定預防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

妥為規劃，其內容應包含下列事項：一、作業流程、內容及動作之分析。二、人

因性危害因子之確認。三、改善方法及執行。四、成效評估及改善。五、其他有

關安全衛生事項。」。 

另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324 條之 1 規定：「雇主使勞工從事重複性之

作業，為避免勞工因姿勢不良、過度施力及作業頻率過高等原因，促發肌肉骨骼

疾病，應採取下列危害預防措施，並將執行紀錄留存三年：一、分析作業流程、

內容及動作。二、確認人因性危害因子。三、評估、選定改善方法及執行。四、

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五、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前項危害預防措施，事業

單位勞工人數達一百人以上者，雇主應依作業特性及風險，參照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之相關指引，訂定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並據以執行；於勞工人數未滿一百人

者，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 

此外，依職安法第 23條規定：「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

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並設置安全衛生組織、人員，實施安全衛生管理及自動檢

查。前項之事業單位達一定規模以上或有第十五條第一項所定之工作場所者，應

建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本章之計畫內容係配合上述法規之規定事項，並參酌臺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系統(TOSHMS)內容訂定，目的在透過系統化的管理方法，以落實推動重複性作業

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預防。故人因性危害防止計畫之規劃執行，宜遵循 PDCA

循環之管理架構， P（Plan，規劃）、D（Do，執行）、C（Check，查核）與 A（Act，

行動）來進行管理，以確保管理目標之達成，並進而促使管理成效持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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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人因性危害防止計畫的 PDCA規劃流程圖 

 

 

二、 計畫內容 

事業單位訂定完整之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其內容應至少包含：政策、目標、

範圍對象、期程、計畫項目與實施、績效評估考核及資源需求等大項，其規劃流

程如圖 1所示，並將計畫內容分述如下： 

(一) 政策 

Plan 
政策、目標、範圍對象、

期程、計畫項目、實施方

法、績效考核、資源需求  

Do 
肌肉骨骼傷病調

查、人因性危害評

估、改善方案之 

實施 

Check 
 
評估改善績效  

Act 
 

管控追蹤  

績效考核  

持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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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或高階主管應依事業單位的規模與性質，並諮詢勞工及其代表意見，

訂定書面的人因性危害預防政策，以展現符合法令規章、維護勞工健康福祉之

承諾。政策制定後應透過適當管道傳達給勞工、承攬商及相關工作人員，共同

依循辦理。 

(二) 目標 

依據人因性危害預防政策以及主管機關施政方針、法令規定、職業傷病統

計等資料來源，訂定符合相關職業安全衛生法令規章，具體、量化且可以達成

的計畫目標，避免勞工因重複性作業等相關人因性危害，促發的肌肉骨骼傷病。

目標應該具體明確、客觀量化，避免空洞模糊。例如罹患職業性肌肉骨骼傷病

人數與盛行率、工時損失或職業傷病補償金額等；目標的訂定，可以中長程願

景或策略目標(如 3 至 5 年)，配合分年之年度計畫落實執行，應著眼於持續性

的進步以達成階段性績效，只要適度努力即可達成者為宜、避免淪為理想令人

望之卻步，也不宜欠缺挑戰性而流於形式。  

(三) 計畫範圍對象 

計畫宜界定實施範圍及執行對象。計畫範圍內單一廠(場)區勞工人數不宜

太多，否則不利計畫執行作業，規模大的事業單位宜適當劃分成不同的執行單

位，分別規劃執行。計畫的對象一般為計畫範圍內的全體勞工，並應包括常駐

派遣人員、實習人員和志工等工作者。 

(四) 計畫時程 

計畫時程為執行本計畫的開始時間至完成的時間歷程，包括中長程計畫推

動期程及年度計畫實施期程。一個計畫往往也可以劃分為主體計畫與數個附屬

計畫，就如同一項工程會包含建造的主體工程與試車、養護的附屬工程一樣。

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的主體，通常以計畫的主要內容為界定標準，完成後可以

產生結案報告，例如完成肌肉骨骼傷病調查，得知有危害及沒有危害的勞工人

數，針對有危害的勞工個案完成危害評估，也辨識出危害因子，並針對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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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提出具體可行的改善方案(小部分個案可能未能完全解決)，計畫告一段落

即可以產生結案報告。 

(五) 計畫項目與實施 

依據上述法規之要項，人因性危害預防應包含下列工作項目，各項目可能

需要相關部門之團隊合作，惟透過適當組織或人員之權責分工，將有利於整體

計畫之運作： 

1. 肌肉骨骼傷病及危害調查(以下簡稱傷病調查)：醫護人員及安全衛生管理

人員 

(1) 傷病現況調查：  

A. 健康與差勤監測：醫護人員就既有的健康資料及差勤紀錄，查詢勞

工的確診肌肉骨骼傷病案例、通報中的疑似肌肉骨骼傷病案例與就

醫情形(諸如經常至醫務室索取痠痛貼布、痠痛藥劑等)，及以差勤

紀錄查詢異常離職率、缺工、或請假的紀錄。這些個案都必須列為

優先改善名單，註記於「肌肉骨骼症狀調查與管控追蹤一覽表」，

包括職業病案例、通報案例、工時損失、就醫紀錄等。 

B. 探詢勞工抱怨：醫護人員針對就醫的勞工個案，詢問身體的疲勞、

痠痛與不適的部位與程度，並暸解其作業內容。必要時向部門主管

探詢士氣低落、效率不彰或產能下降的勞工個案。這些個案都必須

列為觀察名單，註記於「肌肉骨骼症狀調查與管控追蹤一覽表」，

必須仔細評估危害。 

(2) 主動調查：醫護人員或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可應用「肌肉骨骼症狀調

查表」(引用 Nordic Musculoskeletal Questionnaire, NMQ ，如圖 2) ，

主動對於全體勞工實施自覺症狀的調查，主要分為三個部分，A：填寫

說明、B：基本資料、C：症狀調查，說明如下： 

A. 填寫說明：說明酸痛不適與影響關節活動能力（以肩關節為例以

及身體活動容忍尺度，以 0-5尺度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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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不痛，關節可以自由活動； 

  1：微痛，關節活動到極限會酸痛，可以忽略； 

  2：中等疼痛，關節活動超過一半會酸痛，但是可以完成全部活動

範圍，可能影響工作； 

  3：劇痛，關節活動只有正常人的一半，會影響工作； 

  4：非常劇痛，關節活動只有正常人的 1/4，影響自主活動能力； 

  5：極度劇痛，身體完全無法自主活動。 

B. 基本資料：包含公司廠(場)區、部門、課/組、作業名稱、職稱、

員工編號、姓名、性別、年齡、年資、身高、體重及慣用手等。 

C. 症狀調查：包含上背、下背、頸、肩、手肘/前臂、手/手腕、臀/

大腿、膝及腳踝/腳等左右共 15 個部位的評分，以及其他症狀、

病史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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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勞工自覺「肌肉骨骼症狀調查表」樣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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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肌肉骨骼症狀調查表追蹤一覽表」樣張 

 

(3) 確認改善對象：根據傷病調查結果，將個案區分為確診疾病、有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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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有危害、無危害等四個等級如表 1，以確認有危害與沒有危害的勞

工個案，醫護人員及安全衛生人員得依危害等級，建議處理方案。之

後，將這些資料製作「肌肉骨骼症狀調查表追蹤一覽表」（圖 3），可

將表 1中四個等級的個案建議，分別加上色彩標示，以利後續改善與管

控追蹤之用， 並製作「肌肉骨骼傷病調查一覽表」簡表作為管控之用

(如表 2)，以確認有危害與沒有危害的勞工個案，進行危害評估與改善，

並交付管控與追蹤。 

2. 作業分析及危害評估：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宜經適當訓練）針對前項肌肉

骨骼傷病及危害調查結果，確認有危害的勞工個案，再以適當的人因工程

評估方法，諸如簡易人因工程檢核表、NIOSH 抬舉公式、KIM(LHC與 PP)、

HAL-TLV、OCRA、REBA及 EAWS等或其他檢核方法，評估個案的危害風險與

辨識個案的危害因子，常見的評估方法詳如第三章所述。 

3. 改善方案：安全衛生管理、部門主管、廠務等人員依改善優先順序及難易

度，可分成為「簡易人因工程改善(簡稱: 簡易改善) 」與「進階人因工

程改善(簡稱: 進階改善) 」。為了有效提升計畫項目(傷病調查、危害評

估、改善方案與管控追蹤)的執行效率，建議採行二階段人因工程改善流

程(圖 4)，以適當的人因工程改善方法，諸如簡易人因工程檢核表與勾選

式人因工程改善流程圖，構思與執行改善方案並評估改善績效。簡易改善

的概念是以勞工全面參與的模式，達成初步篩選的目的，將簡易的人因性

危害先行改善篩除，以大幅降低進階改善的工作負荷。進階改善是標準模

式，必須由受過專業訓練的人員，執行比較完整的程序與複雜的工具，具

體說明如下： 

(1) 構思改善方案：首先考慮人因工程改善(如果人因工程無法改善，則依

序尋求健康促進、管理改善與個人防護具等方案)。 

A. 簡易人因工程改善 

簡易改善是以一式簡潔易懂的圖形化的「簡易人因工程檢核表」（簡

稱簡易檢核表，類似的圖例（參見圖 5）。這個圖例的作業是由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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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運重物至一定高度，可讓現場勞工自行比對危害和改善方案。「簡

易人因工程檢核表」可由勞安所「人因工程工作姿勢圖例」內容，發

展適合現場使用之檢核表，檢核工作中常見、典型的危害及其改善方

案，包含姿勢不良、過度施力、高重複動作、振動衝擊與組織壓迫等

五種危害因子。經由這個檢核表，勞工可以很容易比對出危害與改善

方案。 

B. 進階人因工程改善 

進階改善是由受過人因工程專業訓練的人員，用比較複雜的工具，執

行比較完整的程序，用來改善比較疑難的危害。進階改善的流程包括

「現況觀察」、「問題陳述」、「改善方案」、「成效評估」等四個

步驟。為了標準化、文件化與程序化，這些步驟佐以 3式 SOP工作表，

說明如下： 

(A) 「現況觀察」在於觀察並記錄設施佈置，工具工件，作業的姿

勢、動作等資料數據。SOP工作表用以記錄這些資訊數據。 

(B) 「問題陳述」則以人因工程檢核表(KIM、REBA、OCRA等)或其

他危害風險評估工具(NIOSH 抬舉公式、生物力學計算等)，運

用 SOP工作表來協助評估危害風險以及辨識危害因子。 

(C) 「改善方案」是針對危害因子來提出可行的改善方案。SOP工

作表羅列許多圖形化的改善方案，用以引導下列三個階層的改

善邏輯： 

是否可以使用外力取代人力？ 

是否可以改變工作方法？ 

是否可以調整工作姿勢？ 

(D) 最後，針對改善方案依據可行性、現有資源與技術、效益等進

行「成效評估」。有關進階改善的進一步說明，可參閱勞安所

歷年研究報告，依評估結果完成「肌肉骨骼傷病人因工程改善

管控追蹤一覽表」(表 3)，以 PDCA的精神，持續改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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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執行改善方案。 

(3) 評估改善績效：危害風險、工作績效、主觀滿意評量。 

4. 管控追蹤：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及醫護人員 

(1) 管控：醫護人員掌握有肌肉骨骼傷病的勞工人數與比率，用以訂定改

善目標；對於嚴重危害者，宜請職業醫學科醫師進一步診斷；對於確

診肌肉骨骼傷病的勞工定期追蹤病情、復健康復情形與工作適應問

題。 

(2) 追蹤：實施追蹤的任務有二，一是由安全衛生管理人員追蹤改善方案

的落實進度與執行狀況，並評估改善方案是否達到預期成效，是否衍

生新的問題；二是由醫護人員針對職業病案例的處置，例如安置負重

較輕的工作，設計適合能力的工作場所、輔具、或護具。 

 

 

 

圖 4   二階段人因工程改善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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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肌肉骨骼傷病調查危害等級區分 

肌肉骨骼傷病調查 

危害等級 判定標準 色彩標示 建議處置方案 

確診疾病 確診肌肉骨骼傷病 紅色 例如：行政改善 

有危害 

通報中的疑似個案、高就醫個

案（諸如經常至醫務室索取痠

痛貼布、痠痛藥劑等）；高離

職率、請假、或缺工的個案 

深黃色 

例如：人因工程

改 善 、 健 康 促

進、行政改善 

疑似有危害 
問卷調查表中有身體部位的

評分在 3分以上（包含 3分） 
淺黃 

例 如 ： 健 康 促

進、行政改善 

無危害 
問卷調查 （NMQ）身體部位的

評分都在 2分以下（包含 2分） 
無色 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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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肌肉骨骼傷病調查一覽表 

 

 

 

危害情形 勞工人數 建議 

確診疾病 確診肌肉骨骼傷病 名 
調職/優先改善/改

善/管控 

小計：   名  

有危害 

通報中的疑似肌肉骨骼傷

病 
名  

異常離職 名  

經常性病假、缺工 名  

經常性索取痠痛貼布、打

針、或按摩等 
名  

小計：   名  

疑似有危害 
傷病問卷調查 名  

小計：   名  

以上累計： 名  

無危害  名  

總計：      名  

國外出差：      名  

全體勞工：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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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結果  

處理情形  

圖 5  簡易人因工程檢核表(部分) 

例如：A 勞工的作業是將放置在地面棧板上的晶塊，重 15 公斤，搬上 100 公

分高的機台研磨，研磨後又搬回棧板，這個作業每天重複 150 次，總共重複

300次彎腰抬舉。這是一個常見、典型的作業，處處可見。他從簡易檢核表中，

在姿勢不良的圖例查到一個類似的圖例（參見圖 5）。這個圖例的作業是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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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將物品搬上 80公分高的輸送帶，他於是乎明瞭這個作業的人因性危害是彎

腰抬舉，只要將棧板提高至 80公分（與輸送帶同樣高）則可以避免彎腰和降

低抬舉的負荷。簡易改善可以有效的讓勞工意識到日常工作中不經意的人因

性危害，並加以改正，提升肌肉骨骼傷病的防制意識，對於落實安全文化很

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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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肌肉骨骼傷病人因工程改善管控追蹤一覽表 

危害情形 危害 
檢核表

編號 
改善方案 

是否改

善 

確

診

疾

病 

確診肌肉骨骼傷

病 

   

 

     

有

危

害 

通報中的疑似肌

肉骨骼傷病 

  
  

異常離職      

經常性病假、缺

工 

    

    

經常性索取痠痛

貼布、打針、或

按摩等 

    

    

    

    

疑

似

有

危

害 

傷病問卷調查 

    

    

    

    

    

小計： 名    

以上累計：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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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績效考核：管理及安全衛生部門主管 

績效考核的目的在於評比推動此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的成效，表揚優

良，檢討缺失，用以策勵將來。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的績效可以下列的量

化指標考核： 

1. 計畫目標的達成率，例如將有危害的勞工比率降至 10%以下，是最直接的

績效指標。 

2. 工時損失，例如將工時損失降低至 80%以下。 

3. 生產力，例如將生產力提高 20%以上。 

4. 肌肉骨骼傷病風險，例如將危害風險降低 5分，或危害風險等級降低 1級。 

績效指標也可以是主觀的，例如勞工抱怨或滿意度，畢竟勞工的感

受才是最直接的、最實質的。考核的方式可以是內部考核，也可以實施外

部稽核。考核的結果，對人而言，可以適當之獎懲；對事而言，良好的規

劃與執行項目必須擴大推行，有缺失的部分必須檢討改進。 

(七) 資源需求：醫護及安全衛生部門主管 

任何工作的執行都需要人力、物力、與財力等資源的支應，人因性危害預

防計畫的推動當然也不例外，所需資源需求如下： 

1. 人力：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的推動需要推動小組，人力必須依任務需求妥

善配置規劃，例如危害調查與管控追蹤必須配置醫護人員；簡易改善、進

階改善與管控追蹤，則需要足夠且經適當專業訓練的醫護人員或安全衛生

管理人員。 

2. 物力：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的推動所需之工具與器材，例如肌肉骨骼傷病

調查表、簡易人因工程檢核表及進階改善的各式檢核表等工具表單，通常

可以在勞動部(勞安所)的網站免費取得，必須依需求量妥善印製準備，並

可依本身特殊適用性酌予修正。人因工程改善必需的捲尺、量角器、秤子、

碼表、電腦與軟體等器材，容易遺失損害，建議有足夠的餘備存量，避免

急用時卻出現短缺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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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財力：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推動所需的經費，包括人員外訓的報名費，內

部訓練的講師費用與車馬費等等，必須詳細編列預算。至於改善案的工程

費用，可先預估概算，依預算額度排定優先順序，簡易改善的工程費用通

常不高，可優先落實，至於費用較高的進階改善，建議透過內部相關部門

會商，必要時可尋求外部專業資源協助研擬具體改善方案，呈報高層長官

核准後，交付相關單位執行。 

其實，除了這三種有形的資源外，更重要的資源是來自於高層長官的支

持。透過高層長官的支持形成政策，使計畫實施的對象，包括勞工、部門主

管以及計畫相關人員，均能充分配合。因此在計畫推動之前，建議將計畫的

內容與資源需求仔細規劃，呈交高層長官批核，形成政策以利計畫的推動。 

 

三、 預防重複性作業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危害分析與 

改善流程 

為使事業單位於推動人因工程危害預防計畫，預防重複性作業促發肌肉

骨骼疾病之危害，能依法規所要求之要項，納入實施計畫具體規劃執行，可

依照圖 6 之人因性危害分析與改善流程，明白各個執行程序與法規規定之關

連性。茲分述如下(執行參考例如附錄二)：  

(一) 分析作業流程、內容及動作：調查肌肉骨骼傷病現況（如本章之「肌肉骨

骼傷病調查一覽表」），發現暨存風險及潛在風險之工作站或作業之危害

分析。 

(二) 確認人因性危害因子：透過傷病調查及適當工具表單評估（如本章之「簡

易人因工程檢核表」或「人因工程評估報告」），確認重複性作業可能促

發肌肉骨骼傷病之危害因子。 

(三) 評估、選定改善方法及執行：依據危害分析結果，篩選出須改善之工作

站或作業，提出各工作站改善方案，並依危害風險等級，評估優先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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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及執行改善（參考本章之「肌肉骨骼傷病人因工程改善管控追蹤一覽

表」）。 

(四) 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對於改善方案之執行情形必須持續管控追蹤，

評估是否符合預期成效。如發現成效不如預期成果，應進行再評估程序，

確認人因性危害因子以修正改善方法，執行修正後之改善方案。 

(五) 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其他與推動本計畫有關之安全衛生事項，包括

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之管考機制、人因工程專家、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之

參與，及內部、外部資源之提供等，應一併納入考量。 

另對於規模較小之事業單位（如勞工人數未達 100人者），可參考圖 6

之流程，以肌肉骨骼傷病現況調查問卷、勞工傷病分析資料、簡易人因工程

檢核表來表示確認人因性危害因子，以「肌肉骨骼傷病人因工程改善管控追

蹤一覽表」，作為擬訂改善方法、執行成效之評估及考核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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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人因性危害分析與改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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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肌肉骨骼傷病評估方法與檢核表 

為了要確定造成勞工肌肉骨骼傷病的因子與部位，目前學術界提出許多評估

危害因子的方法。在應用上，為了方便與快速瞭解可能造成作業員肌肉骨骼傷病

之因子與部位，不同的人因工程評估方法因應而生，評估方法主要考量項目包含：

工作姿勢、施力大小、持續時間與頻率等。文獻上常被使用的評估方法有肌肉骨

骼傷病人因工程檢核表(MSD)、人因基準線風險認定檢核表(BRIEF)、OWAS姿勢分

析等，近期則推出其他檢核表，例如人工搬運評估表(MAC)、快速上肢評估(RULA)、

快速全身評估(REBA)、KIM 人工物料處理檢核表(KIM LHC)、KIM 推拉作業檢核表

(KIM PP)、以及 KIM 手工物料作業檢核表(KIM MHO)等。 

必須要注意的是，各種不同的評估方法，因為其設計的背景理論與考量因素

略有不同，因此對於不同作業種類、不同肌肉骨骼傷病部位的適用性也有相當的

差異，表 4 為常見肌肉骨骼傷病分析工具，可作為初步評估工具之選用參考。另

針對不同的作業與不同傷病部位，如需進一步進行危害分析疾風險評估，可參考

勞安所歷年研究報告、技術叢書或國際期刊內容，選擇敏感性與準確性較佳的方

法，以使評估結果能具有較佳的參考性，作為人因工程危害預防計畫改善策略規

畫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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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常見肌肉骨骼傷病分析工具 

分類 評估工具 評估部位 適用分級 

上肢 
簡易人因工程檢

核表 

肩、頸、手肘、腕、軀幹、腿 I，篩選 

 Strain Index 手及手腕 II，分析 

 ACGIH HAL-TLV 手 II，分析 

 OCRA Checklist 上肢，大部分手 II，分析 

 KIM-MHO (2012) 上肢 II，分析 

 OCRA Index 上肢，大部分手 III，專家 

 EAWS 肩、頸、手肘、腕、軀幹、腿 III，專家 

下背部 
簡易人因工程檢

核表 

肩、頸、手肘、腕、軀幹、腿 I，篩選 

 KIM-LHC 背 I，篩選 

 KIM-PP 背 I，篩選 

 
NIOSH Lifting 

eq. 

背 II，分析 

 EAWS 肩、頸、手肘、腕、軀幹、腿 III，專家 

全身 RULA, REBA 肩、頸、手肘、腕、軀幹、腿 III，專家 

 OWAS 背、上臂和前臂 III，專家 

 EAWS 肩、頸、手肘、腕、軀幹、腿 III，專家 

 

 

註）I級可謂篩選：是簡單的評估工具，不要求工作條件的詳細知識，不涉及姿

勢或力的定量評估;可以由工人自己使用。II級可謂分析：工具需要更長的時間

來使用（大約一小時），並需要考慮更多的因素。III級可謂專家：工具要複雜

許多，需要更長的時間來使用，大多需要錄影分析、測量方法、與生物力學上的

特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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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 論 
 

人因危害導致的肌肉骨骼傷病是值得重視與關注的議題，普遍存在全球職場

中，除了盛行率高以外，同時因這類累積性疾病病期較長，除影響勞工身心健康

外，往往造成事業單位勞動力損失及社會整體醫療資源的龐大支出。但這種人因

工程危害大多是可以透過工程改善或行政管制加以控制的，倘若能落實人因危害

預防策略，將有助於強化勞工身心健康及提升生產效能，並可望省下巨額的社會

成本。 

 

職安法新增雇主應預防重複性作業促發之肌肉骨骼傷病，為我國人因工程及

職業衛生發展之重要里程碑，惟肌肉骨骼傷病之因果關係複雜，其危害預防之推

動及落實仍屬發展初期，有賴各界共同努力。為協助企業推動人因性危害預防相

關計畫，未來勞動部職安署將持續與勞安所共同合作，陸續就相關高風險行業或

作業別，進一步發展相關人因性危害預防指引，以提供企業更專業、更符合需求

之推動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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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肌肉骨骼症狀調查表 

肌肉骨骼症狀問卷調查表 

 

A. 填表說明 

下列任何部位請以酸痛不適與影響關節活動評斷。任選分數高者。 

 酸痛不適程度與關節活動能力：（以肩關節為例） 
 

 

 

 

            
 

 

 

   
 

 

 

 

 

 
 

      

 
 

 
 

 
 

 
 

 
 

 
 

 
 

 
 
 

 
 
 

 
 

 
 
 

 
 

 
 
 

可自由

活動 

 

到極限

會酸痛 

超過一半

會酸痛 

只能

一半 

只能

1/4 

完全無法

自主活動 

關節活

動範圍 

不痛 可以

忽略 

可能影

響工作 

影響 

工作 

影響自主

活動能力 

完全無法

自主活動 

身體活

動容忍

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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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骨骼症狀調查表 

＿＿＿＿＿＿＿＿＿公司 
填表日期：  /   /   

B. 基本資料 

廠區 部門 課/組 作業名稱 職稱 

     

勞工編號 姓名 性別 年齡 年資 身高 體重 慣用手 

  
□男 

□女 
    

□左手  

□右手 

1. 您在過去的 1年內，身體是否有長達 2星期以上的疲勞、酸痛、發麻、刺痛等不舒服，或關

節活動受到限制？ 

□否 □是（若否，結束此調查表；若是，請繼續填寫下列表格。） 

2. 下表的身體部位酸痛、不適或影響關節活動之情形持續多久時間？ 

□1個月 □3個月 □6 個月 □1年 □3年 □3年以上 

 

C. 症狀調查 

   

 

 

 

 其他症狀、病史說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痛 

極度 

劇痛 

 0 5 4 3 2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痛 

極度 

劇痛 

 0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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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實施參考例 

 

 

 

 

 

公司廠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實施參考例 

一、 政策 

本計畫的目的在於維護本廠勞工、……………..等利害相關者的健康福祉，

預防人因性危害及避免重複性肌肉骨骼傷病…………..。.經過………委員會

決議並經總經理核准，.…………….公告全體勞工週知，共同推動。……….. 

二、 目標 

○○○○○○○ 

三、 計畫對象範圍 

計畫範圍：○○○○廠 

計畫對象：本廠全體勞工，共□部門，計○○○名（含派遣人員○名、志工

○○名與實習人員○○名）。 

四、 計畫實施時程：自…….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 

 

五、 計畫項目及實施： 

 

 

 

 

 

 

 

本參考例係以模擬某事業單位推動人因性危害預防所擬定之實施計畫，如要充分

了解具體內容，建議對照本指引各章節的項目說明，並依各事業單位需求特性酌

予修正。進一步之技術文件可由勞安所網站查詢相關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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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肌肉骨骼傷病職業病及危害調查 

1. 現況調查及分析： 

(1) 健康與差勤記錄: 調查勞保職業病案例、通報職業病案例、就醫紀錄、

病假與工時損失紀錄等文件，篩選有肌肉骨骼傷病或可能有潛在肌肉

骨骼傷病風險之工作站或作業。查詢勞保職業病案例、通報職業病案

例、就醫紀錄、病假與工時損失紀錄等相關紀錄的結果，彙整成「勞工

健康管理單位肌肉骨骼疾病統計表」，以供後續危害分析使用。 

(2) 探詢勞工抱怨：對於高抱怨之工作站或作業，列入可能需要評估之對

象。 

(3) 負責人員: 可由○○○負責規劃辦理。 

表 1勞工健康管理單位肌肉骨骼疾病統計表 

危害情形 
人數說

明 
備註 

勞保職業性肌肉骨骼疾病 名  

通報中的疑似肌肉骨骼傷病 名  

異常離職  名  

經常性病假、缺工  名  

經常性索取痠痛貼布、打針、或按摩等 名  

 

2. 主動調查：以自覺式肌肉骨骼症狀調查表(NMQ)，對於非表 1 所列之一般

勞工或未曾實施過 NMQ調查之勞工實施，以發現可能有潛在肌肉骨骼傷病

風險之工作站或作業，參考列入可能需要評估之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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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肌肉骨骼症狀調查與管控追蹤一覽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公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廠區 
 

部門 課/組 作業名稱 職稱 勞工編號 姓名 性別 年齡 年資 
身高

(cm) 

體重

(kg) 

製
造
部(

一)
 

 
 

         

         

         

         

         

         

           
製造部(一)總人

數 
12     

 

 

 

表 2-2肌肉骨骼症狀調查與管控追蹤一覽表(續) 

慣用手 職業病 通報中 
問卷調

查 

是否

不適 

酸痛持

續時間 

左     Y Y 6個月 

右     N N   

右     N N   

右     Y Y 1年 

右     N N   

右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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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肌肉骨骼症狀調查與管控追蹤一覽表(續) 

症狀調查 

頸 上背 下背 左肩 右肩 

左手

肘/前

臂 

右手

肘/前

臂 

左手/

腕 

右手/

手腕 

左臀/

大腿 

右臀/

大腿 
左膝 右膝 

左腳

踝/腳 

右腳

踝/腳 

               

               

               

               

               

               

                      疑似傷病人數  

 

 

表 2-4肌肉骨骼症狀調查與管控追蹤一覽表(續) 

簡易       

人因工程改

善 

是否改

善 

進階     

人因工程改

善 

是否改

善 
備註 

完成 Y       

          

          

完成 Y       

          

          

 

3. 確認改善對象：根據現況查詢與主動調查資料，將個案情形製作成「肌肉

骨骼症狀調查與管控追蹤一覽表」，並摘要整理「肌肉骨骼症狀調查表」

於表 3，以及註記建議處理方式。表中肌肉骨骼傷病調查危害等級，分為

4個等級：確診疾病、有危害、疑似有危害、無危害。改善方案改善種類，

分為 4個等級：行政改善、健康促進、進階改善、簡易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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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公司○○廠區肌肉骨骼傷病調查一覽表 

危害情形 勞工人數 建議 

確診疾病 肌肉骨骼傷病 ○名 調職/優先改善 

小計: ○名  

有危害 通報中的疑似肌

肉骨骼傷病 

○名 調職/優先改善 

異常離職  ○名 簡易改善 

經常性病假、缺

工:  

○名 進階改善 

經常性索取痠痛

貼布、打針、或

按摩等:  

○名  

小計: O名  

疑似有危

害 

 

肌肉骨骼症狀問

卷調查表 

○名 改善 

小計: ○名  

以上累計: ○ 名  

無危害  ○名 管控 

總計: ○ 名  

出差: ○名  

全體勞工: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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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危害評估：依據現況調查結果，發現需要評估之對象(勞工、作業方式或

工作站)，依照其特性選擇適當的評估方法實施評估。 

1. 評估危害風險方法包含: 簡易人因工程檢核表、 KIM (LHC與 PP)、NIOSH 

抬舉公式、EAWS、HAL-TLV、OCRA、REBA等檢核方法  

2. 辨識危害因子：依據評估方法將其中之主要危害因子找出來，以擬定改善

方法。 

3. 所有的評估過程與結果，均文件化紀錄，以供追蹤考核與持續改善。 

4. 負責人員:可由安全衛生管理員○○○及安全衛生主管○○○負責規劃辦

理。 

(三) 提出改善方案：依據評估結果，由勞工、作業主管、熟知人因工程危害之

安全衛生管理人員或外部專家一起共同討論或組成改善小組，擬訂具有可

行性之改善方案。 

1. 構思改善方案: 考量危害性大小、執行可行性、所需人力資源、經費需求

及可採行的技術等，可分別擬訂簡易人因工程改善方案、進階人因工程改

善方案。 

2. 擬訂簡易人因工程改善方案：負責人員依據本廠勞工「肌肉骨骼症狀調查

表」中的確診疾病、有危害、與疑似有危害，使用簡易人因工程檢核表評

估，辨識出個案之危害因子，再參考勞安所相關報告及技術叢書內容，擬

訂改善方案及執行改善。 

3. 擬訂進階人因工程改善方案：針對簡易改善無法有效改善的個案，進行進

階改善，可召集人因工程危害改善小組或邀請專家參與，參考國內外相關

人因工程文獻資料、勞安所相關研究報告或技術叢書內容，擬訂進階改善

方案及並落實執行改善。 

4. 主辦人員:可由安全衛生管理員○○○及安全衛生主管○○○負責規劃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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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執行改善：依據「肌肉骨骼症狀調查與管控追蹤一覽表」，以及各評估結

果，對於各等級實施行政改善與工程改善，進行簡易人因工程改善、進階

人因工程改善等步驟，說明如下： 

1. 簡易改善：負責人員依據本廠勞工「肌肉骨骼症狀調查表」中的確診疾病、

有危害、與疑似有危害，個別依據簡易人因工程檢核表評估結果，個案各

別辨識出危害因子，參考勞安所相關報告及技術叢書內容擬訂改善方案及

執行改善。並將所有改善個案之執行成果彙整為表 4之「肌肉骨骼傷病人

因工程改善管控追蹤一覽表」。  

2. 進階改善：針對簡易改善無法有效改善的個案進行進階改善，可召集人因

工程危害改善小組或邀請外部專家參與，參考國內外相關人因工程文獻資

料、勞安所相關研究報告及技術叢書內容，擬訂進階改善方案及並落實執

行改善。個案的摘要說明列於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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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公司○○廠區肌肉骨骼傷病人因工程改善管控追蹤一覽表 

危害情形 危害因子 (工作

站、勞工及危害因

子簡述) 

檢核表編號 改善方案/ 是否

改善 

確

診

疾

病 

確診肌肉

骨骼傷病 

如：一廠倉儲區 A

勞工搬運作業，彎

腰抬舉晶塊，重

15公斤，300次 

 

KIM 檢核表

01 

(如有另採評

估方法表單在

此註記說明) 

棧板提高至 85cm 是 

小計: 1名    

有

危

害 

通報中的

疑似肌肉

骨骼傷病 

如：二廠 3號機進

料口搬運作業，彎

腰抬舉原料包，重

20公斤，300次 

EAWS 檢核表

01 

棧板提高至 85cm，

使用油壓平台推車 

 

異常離職      

經常性病

假、缺工:  

    

    

經常性索

取痠痛貼

布 、 打

針、或按

摩等:  

 簡易檢核表 工作臺提高至 85cm  

    

    

    

    

小計: O名    

疑

似

有

危

害 

 

肌肉骨骼

症狀問卷

調查表 

    

    

    

    

    

    

    

    

小計: OO名    

以上累計: OO2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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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評估報告 1：○○○○○○○○○○ 

A.現況觀察 

○○○○○○○○○○ 

B.危害分析 

○○○○○○○○○○ 

C.改善方案 

○○○○○○○○○○ 

D.改善績效評估 

○○○○○○○○○○ 

其他有關所有的進階改善個案說明，請參閱勞安所相關研究報告改善範

例。 

3. 管控追蹤：人因工程危害改善方案實施後，應實施管控追蹤，以確定其有

效性與可行性。主要工作包含： 

(1)  管控勞工肌肉骨骼傷病的人數、比率、嚴重程度等：可由醫護員○○

○及醫護主管○○○負責辦理，管控結果應留置執行紀錄備查。 

(2) 追蹤改善案例的執行與職業病案例的處置：可由職業衛生管理師○○

○及安全衛生管理員○○○負責，追蹤結果應留置執行記錄備查。 

六、 績效考核 

○○○○○○○ 

(一) 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的績效量化指標考核： 

1. 計畫目標的達成率○○○○○。 

肌肉骨骼傷病風險，○○○○○。 

(二) 考核獎懲措施○○○○○○○。 

七、 資源需求 

(三) 組織與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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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的規劃人員組織：○○○○○○ 

2. 肌肉骨骼傷病調查人員組織：○○○○○。 

3. 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的執行小組：○○○○○。 

(四) 經費預算：○○○○○○○○。 

考核與紀錄：所有執行之經過與結果，均需實施文件化表單紀錄，以利考核程序，

所有規劃與執行紀錄應至少留存 3年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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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長期以來我國國民十大死因中腦血管與心臟血管疾病，皆名列前茅，然過去

大眾卻鮮少了解其可能為工作過重負荷所促發；依據國際勞工組織（ILO）2005

年推估職業原因於循環系統疾病之貢獻度為 23%，且流行病學實證研究顯示，輪

班、夜間及長時間工作與許多疾病的罹病風險有關，如心肌梗塞、高血壓、糖尿

病、肥胖、肌肉骨骼疾病、睡眠障礙、憂鬱、疲勞與其他身心症狀等。鑑於國內

產業結構改變，多數勞工面臨工作負荷及精神壓力過重等威脅，長期壓力及工作

疲勞累積，如果沒有獲得適當休息及充足睡眠，便可能影響體能及精神狀態，甚

而促發腦心血管疾病。 

近年科技業工程師、客運業駕駛、保全人員及醫療機構醫師等接連發生過勞

猝死案件，促使社會對於『過勞死』之重視與關切。「唯有安全健康勞動力，方

能確保企業競爭力」，但在全球企業競爭下，壓低人事成本成為許多企業之選項，

對於勞工而言，則意味著工作負荷的加重。為了保護工作者安全健康，國際勞工

組織與先進國家對長工時、輪班、夜間工作皆有明確規範，部份國家並進一步規

定長工時、夜班與輪班工作之健康管理措施。我國屬工時偏高之國家，而部分行

業勞工超時幾成為常態，為強化雇主預防勞工過勞之責任，職業安全衛生法（以

下簡稱職安法）第 6 條第 2 項增列預防過勞條款，明確規範雇主使勞工從事輪班、

夜間工作及長時間工作，應妥為規劃並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為使事業單位對於

預防過勞所採取之相關措施有依循之參據，爰參考國內外相關實務作法及勞動法

規，訂定本指引，期雇主能落實法令規定，確保工作者之工作安全與身心健康。

惟本指引之內容並非唯一之方法，事業單位可參照其基本原則及建議性作法，選

擇適合其規模及特性之方法規劃與執行。 

 

貳、適用範圍 

    本指引適用於職安法所規範之各業工作者。 

 

參、名詞定義 

一、 輪班工作：指該工作時間不定時輪替可能影響其睡眠之工作，如工作者輪

換不同班別，包括早班、晚班或夜班工作。 

二、 夜間工作：參考勞動基準法之規定，為工作時間於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內，

可能影響其睡眠之工作。 

三、 長時間工作：參考「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外傷導致者除外) 之認定

參考指引」為近 6 個月期間，每月平均加班工時超過 37 小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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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其他異常工作負荷：不規則的工作、經常出差的工作、工作環境(異常溫度

環境、噪音、時差)及伴隨精神緊張之日常工作負荷與工作相關事件。 

 

肆、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之預防措施 

事業單位可依其規模、工作性質及資源，規劃相關預防計畫及措施。以下之

內容為參考國內外實務作法、我國相關勞動法令規定及臺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

統(TOSHMS)指引架構，含政策、組織設計、規劃與實施、評估及改善措施，彙

整相關建議作法，提供企業實務規劃參考，目的為透過系統化的管理方法，以落

實推動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 

一、 政策 

事業單位應明確宣示承諾確保勞工身心健康之政策，並會同勞工代表將相關

預防輪班、夜間、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之預防措施（含勞資雙

方之義務）訂定於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且將政策與預防作法，公告週知，以落

實勞動法規規範。 

相關政策之推動可將之納入年度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對於達一定規模

之事業，應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規定，設置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並

應每三個月至少開會一次，視需要，邀請從事勞工健康服務醫護人員報告預防

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等健康服務事宜，並審

議健康管理、職業病預防及健康促進等身心健康保護之事項。 

具體的管理政策可包含下列主題：(1)確保員工之工作時間、休息與休假狀

況符合政府勞動規範，並進一步設計能符合工作者需求的工作時間與休假管理

制度，以促進員工身心健康與家庭平衡；(2)落實職場健康管理制度，包括健康

評估、健康指導、工作調整、後續追蹤、案例調查等；(3)積極推廣過勞疾病之

預防教育，以多元方式向員工宣導工時規範、職場疲勞相關疾病之預防知識及

健康管理策略。 

 

二、組織設計 

雇主應授權指定專責部門(簽署授權同意書)，如人資、風險管理或職業安全

衛生單位負責統籌規劃職業安全衛生事宜，並指派一名高階主管負責督導管理，

及推動組織內全體同仁之參與；推動本預防計畫及措施相關事宜之分工，建議

可參照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及勞工健康保護規則之規定；對於事業達一定規

模，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需配置從事勞工健康服務醫護人員者，可授權賦予該

單位醫護人員負責統籌本事宜，並訂定相關作業程序及建置內外部相關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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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涉及需其他部門配合者，如職業安全衛生、人資單位或其他相關業務單位之

人員應配合協助辦理；針對事業設有總機構者，亦可使各地區事業單位依循總

機構之政策或計畫規劃執行。 

為利該等人員具足執行之能力，事業單位應安排相關教育訓練，使其能勝任

該工作；對於未達需設置職業安全衛生人員或勞工健康服務醫護人員者，可指

派內部單位，如人資部門，透過外部資源如衛生福利體系之衛生局（所）或勞

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以下簡稱職安署）委託設置之各區職業傷病防治中心及

其網絡或勞工健康服務中心資源提供協助，若有充裕經費，亦可委託外部專業

團隊協助規劃執行。 

 

三、規劃與實施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 10條規定，職安法所定預防輪班、夜間工作、

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應妥為規劃之內容包含：高風險群之辨識

及評估、醫師面談及健康指導、工作時間調整或縮短及工作內容更換之措施、

健康檢查、管理及促進、成效評估並改善及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等。另依職

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324 條之 2，對於事業單位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規定配置

有醫護人員從事勞工健康服務者，雇主應依其規模、勞工作業環境特性、工作

形態等訂定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並據以執行；依規定免配置醫護

人員者，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附錄一)。相關執行紀錄留存三年。以下相關

疾病預防措施，事業單位可依內部組織、勞工作業環境特性及相關資源等參考

運用並制訂作業標準化流程。 

（一）辨識及評估高風險群  

針對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高生（心）理負荷工作及處於特殊工

作環境者評估。 

1、可透過個人風險因子 (以個人問卷調查或疾病史、健康檢查結果，如高血

壓、糖尿病、高血脂症、肥胖、腰圍等）及工作型態與作業環境風險因子評

估高風險群(附錄二，詳可參閱職安署訂定之作業具過負荷危害健康服務工

作指引之參、過負荷作業風險評估事項)。 

  （1） 個人風險因子： 

參考韓國職業安全衛生局（KOSHA）的「腦心血管疾病發病風險評估工

具」，統計每位勞工的風險數目，風險因子包括年齡、抽菸、總膽固醇數

值、家族病史、生活型態、心臟方面疾病等，依此定義發病的風險等級(表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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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一 個人腦心血管疾病發病風險評估表 
心血管疾病(CVD) 

危險因子數目* 

Grade I Grade II Grade III 

收縮壓 140~159 

或舒張壓 90~99 

(單位:mmHg) 

收縮壓 160~179 

或舒張壓 100~109 

(單位:mmHg) 

收縮壓≥180 

或舒張壓≥110 

(單位:mmHg) 

0 低度風險 中度風險 高度風險 

1~2 中度風險 中度風險 高度風險 

≥3 或已有心腦血管疾

病病症 

高度風險 高度風險 高度風險 

*CVD 危險因子包括：年齡(男性≥55 歲或女性≥65 歲) 、抽菸、總膽固醇(total cholesterol) 

≥240 mg/dl 或低密度膽固醇(low density cholesterol) ≥160 mg/dl、高密度膽固醇(high density 

cholesterol) 男性< 40 mg/dl 或女性< 45 mg/dl、家族成員有年輕型心血管疾病(premature 

CVD) 病史(指 50 歲之前發作) 、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 ≥30 kg/m
2、心室顫動症 

(atrial fibrillation)  。 

    透過勞工健康檢查報告以 WHO 心血管疾病風險預測圖推估其心血管疾

病風險程度(表二)。 

      

表二 WHO 十年內心血管疾病風險程度表 

十年內心血管疾病風險 風險程度 

<10% 低度風險 

10%-20% 中度風險 

20%-30% 高度風險 

≧30% 極高風險 

（2）工作型態及環境風險因子：如工時過長、長期夜班、長期輪班、高生理

負荷工作、伴隨精神緊張的工作、經常出差及特殊工作環境(如噪音、異

常溫度環境)等，依實際工作特性，訂定適當之工作型態及環境暴露風險

評分級距及風險分級(表三、表四)。 

   參考勞動部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外傷導致者除外)之認定參考指

引，評估長時間工作情形及工作型態之負荷。 

   參考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以下簡稱勞安所）研發之過負荷(過勞)

量表或職業壓力量表(詳可至勞動部勞工紓壓健康網/身心舒壓營/壓力評

量或勞安所勞工心理健康專區心理量表檢測系統平台下載瀏覽)，評估過

負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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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三、工作型態之工作負荷評估 

工作型態 評估負荷程度應考量事項 

不規律的工作 
對預定之工作排程的變更頻率及程度、事前的通知狀

況、可預估程度、工作內容變更的程度等。 

工作時間長的工作 

工作時數（包括休憩時數）、實際工作時數、勞動密

度（實際作業時間與準備時間的比例）、工作內容、

休息或小睡時數、業務内容、休憩及小睡的設施狀況

（空間大小、空調或噪音等）。 

經常出差的工作 

出差的工作內容、出差（特別是有時差的海外出差）

的頻率、交通方式、往返兩地的時間及往返中的狀

況、是否有住宿、住宿地點的設施狀況、出差時含休

憩或休息在內的睡眠狀況、出差後的疲勞恢復狀況

等。 

輪班工作或夜班工作 
輪班(duty shift)變動的狀況、兩班間的時間距離、輪

班或夜班工作的頻率等 

作 

業 

環 

境 

異常温度環境 

低溫程度、禦寒衣物的穿著情況、連續作業時間的取

暖狀況、高溫及低溫間交替暴露的情況、在有明顯溫

差之場所間出入的頻率等。 

噪  音 
超過 80 分貝的噪音暴露程度、時間點及連續時間、

聽力防護具的使用狀況等。 

時  差                                 
5 小時以上的時差的超過程度、及有時差改變的頻率

等。 

伴隨精神緊張的工作 

1.伴隨精神緊張的日常工作：業務、開始工作時間、

經驗、適應力、公司的支援等。 

2.接近發病前伴隨精神緊張而與工作有關的事件：事

件（事故或事件等）的嚴重度、造成損失的程度等。 

註：1.、2.可參考表四及「工作相關心理壓力事件引

起精神疾病認定參考指引」之附表一「工作場所

心理壓力評估表」及附表二「非工作造成心理負

荷評估表」之平均壓力強度評估負荷程度。 

     註:工作型態具 0-1 項者:低度風險；2-3 項者:中度風險；≧4 項者:高度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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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四 過負荷量表與工時風險程度表 

 個人相關過勞分數 工作相關過勞分數 月加班時數 

低負荷 <50 分:過勞程度輕微 <45 分:過勞程度輕微 <37 小時 

中負荷 50-70 分:過勞程度中等 45-60 分:過勞程度中等 37-72 小時 

高負荷 >70 分:過勞程度嚴重 >60 分:過勞程度嚴重 >72 小時 

       註：三種工作負荷等級不同時，選擇較嚴重者。 

  （3）將個人腦心血管疾病風險與工作負荷促發腦心血管疾病之風險分級(表

五) 。 

    表五 腦心血管疾病風險與工作負荷促發腦心血管疾病之風險等級表 

職業促發腦、心血管疾病 

風險等級 

工作負荷 

低負荷 (0) 中負荷 (1) 高負荷 (2) 

十年腦、

心血管疾

病風險 

<10%   (0) 0 1 2 

 10-20%  (1) 1 2 3 

≧20%   (2) 2 3 4 

      註：1.（）代表評分。 

       2. 0：低度風險；1 或 2：中度風險；3 或 4 高度風險。 

（二）安排醫師面談及健康指導 

      面談及指導的目的，在於防止高危險群或是有危險性的勞工，因過度操勞

而促發腦心血管疾病，以及防止心理健康失調，並期望達到早期發現、早期治

療的目的。 

1、 面談及指導的實施者：面談指導由醫師(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醫師或職業

醫學科專科醫師)負責執行；事業單位未達需設置勞工健康服務醫護人員

者，可尋求職安署委託設置之各區職業傷病防治中心或勞工健康服務中心

資源提供協助。 

2、 面談及指導的場所：必須選擇適當且具隱私的場所，如事業單位的保健室

(醫務室)、諮詢室等，若無上開空間，亦可考慮使用小型會議室、休息室

等。 

3、 面談指導的對象： 

   （1）針對前項篩檢出之高風險群(表五)。 

   （2）除前開對象外，若勞工長時間的勞動（每月平均加班工時超過 37小時者）

造成過度疲勞，且勞工本身對健康感到擔心而主動提出申請的勞工（表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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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六 危害分級與面談建議表 

危害分級 

與面談建議 

腦心血管疾病風險 

低 中 高 

過負荷

風險 

低 不需面談 不需面談 建議面談 

中 不需面談 建議面談 需要面談 

高 建議面談 需要面談 需要面談 

   4、面談指導之注意事項及後續處理： 

（1） 為使醫師可以確實評估及對勞工提出建議，事業單位應先準備勞工之工

作時間、輪班情形、工作性質、健康檢查結果及作業環境等資訊予醫師

參考。 

（2） 從事面談指導之相關業務人員，須事先向勞工說明，因實施業務得知之

勞工健康或隱私等相關事宜，將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規定，不會

洩漏個人之相關資料，使勞工可以放心地接受面談指導。 

（3） 可依風險評估之程度安排面談指導之時間，針對高風險者建議每個月面

談一次，並規定一定的日期實施，惟此時間仍須視勞工之個別性安

排。 

（4） 面談後應依勞工之個別性提出面談結果及處理措施報告或紀錄（附錄

三），並且保存三年；該面談結果可將之依「診斷」、「指導」及「工作」

區分為三類。 

            診斷區分：可區分為無異常、需觀察或進一步追蹤檢查及需進行醫療。 

    A.無異常：勞工自覺加班時間非常多，未出現生理與心理自覺症狀，

及檢查結果全部在正常範圍內，且其可自我調整因過度工作造成之

生理與心理的壓力。 

    B. 需觀察或進一步追蹤檢查：針對自覺加班時間非常多，未出現生理

與心理自覺症狀，雖檢查結果出現輕度異常值，惟其個人瞭解異常

之原因，且勞工可自我調整因過度工作造成之生理與心理的壓力者，

可再予觀察；若已出現生理與心理自覺症狀，且檢查結果有 1 至 2

項目輕度至中度的異常情形，則需進一步複檢。 

    C.需進行醫療：勞工自覺生理與心理慢性疲勞，且出現明顯疾病惡化

之情形。 

指導區分：可區分為「不需指導」、「需進行健康指導」、「需進行醫療指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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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不需指導：基本上勞工仍需自主積極地改善睡眠、飲食等不良之生

活習慣、長時間勞動等作業習慣，以實施促進健康的活動。 

B. 需進行健康指導：其目的為疾病之預防，需指導勞工透過確立生活

步調與改善生活習慣，改善腦心血管疾病，或是心理健康失調等相

關現象。 

C. 需進行醫療指導：其目的為避免疾病惡化，當一般定期健康檢查項

目（血壓、體重、膽固醇、血糖値）持續異常，必須以藥物等方式

進行治療者。尤其針對可能出現因症狀減輕就擅自遵守用藥指示之

勞工，應實施醫療及遵守用藥的指導。 

      工作區分：可區分為「一般工作」、「工作限制」及「需休假」。 

          A. 一般工作：適用於各種檢查無異常現象或是出現輕度檢查值異常，

但可透過治療妥善控制疾病的勞工，其並未有工作時間之限制，可

從事原工作。 

          B. 工作限制：針對需觀察或進一步追蹤檢查之勞工，需限制勞工之工

作時間，含縮短工作時間、限制出差、限制加班、限制工作負擔、

轉換作業、工作場所的變更、減少夜班次數、轉換夜間工作等。 

          C. 需休假：其係以療養為目的給予勞工休假與停職等，在一定期間內

不指派工作。當勞工已明顯感受慢性疲勞感等自覺症狀、喪失工作

意願，且出現睡眠不足、飲食習慣改變、體重增減等現象及檢查結

果出現明顯異常或疾病出現急速惡化的趨勢，必須住院治療時，應

予休假休養。 

（5）根據面談指導結果，必須提出工作限制時，對勞工來說，會擔心降低自

己的職能評分，故醫師於提出工作限制的建議時，必須仔細向勞工說明，

該判斷的理由與預期的經過等，取得勞工的了解與同意之後，再向事業

單位提出報告。尤其是心理健康方面的問題，更是重要。 

 

（三）調整或縮短工作時間及更換工作內容之措施 

事業單位應參照醫師根據面談指導結果所提出的必要處置，採取相關措

施，並留存紀錄(附錄三) 。若勞工經醫師專業說明，仍不願意配合工作調整，

必要時，建議納入安全衛生工作守則，據以使事業單位勞工遵循。此外，醫

師所提出之工作時間調整或變更工作等後續建議措施，必須是勞工與管理者

雙方都能了解與接受的內容；另，若此工作之調整涉及勞動契約內容，應依

勞動基準法之規定辦理，避免勞資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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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調整或縮短工作時間：此建議儘量填寫數字或是具體表述，可以一個月為

目標實施縮短工作時間，必要時於一個月後再次進行面談，依個案身心壓

力情形，重新判定是否要加以縮短。 

（1） 限制加班，如每個月許可加班幾個小時。 

（2） 不宜加班，讓勞工依規定工作時間(不超過八小時)工作。 

（3） 限制工作時間，如每天幾點到幾點可以工作，只能工作幾小時或不能上

夜班等。 

（4） 不宜繼續工作，檢查結果出現明顯異常，或治療中的疾病出現急速惡化

的情形，必須住院治療。休養期間結束後，需重新面談，確認已經恢復

或參考其主治醫師的判定後做出決定。 

（5） 其他，如不適合責任制或其他工作時間外之臨時交辦工作，如網路軟體

交辦工作，或配合家庭因素，如接送子女等彈性調整工作時間。 

2、變更工作：需與現場負責人交換意見，且為可執行的內容。 

（1） 變更工作場所：若勞工與主管之間的人際關係不佳，或是不適應工作場

所等，使其強烈感受工作造成嚴重的身心負荷，甚至喪失工作意願，或

勞工因作業環境、作業狀態、業務責任感的問題造成其工作負擔，則可

考慮變更工作場所，惟對於勞工來說，一旦工作場所變更，就必須適應

新的工作環境與新的人際關係，新職務的壓力或許更大，所以需與勞工

充分溝通並尊重其意見。 

（2） 轉換工作：變更工作內容，轉調部門或轉換工作。為了降低勞工職務負

擔而須轉換（減少／變更）作業時，需勞資雙方充份交換意見。若勞工

為生產線的工作，可以讓其負責輔佐作業型的補充工作，或是擔任比目

前職務負擔更輕的工作，或考慮調整為身體負擔較輕的事務性工作。 

（3） 變更工作型態：從事相同的工作內容，但需調整工作之型態。從輪班制

的工作（包含夜班）調整為正常班別，或減少夜班次數、換成白班等；

尤其是針對是正在就醫中的勞工，若醫師指示必須保持規律生活或是嚴

格遵守服藥規定，或心理健康失調時，建議應該採取此措施。 

（4） 其他，如調整出差頻率及範圍、調整勞動密度、休息時間、作業環境改

善等，如空調或噪音等。 

 

（四）檢查、管理及健康促進 

依據職安法第 20 條，雇主於僱用勞工時，應施行體格檢查；對在職勞工

應施行一般健康檢查、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者之特殊健康檢查或經中央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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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指定為特定對象及特定項目之健康檢查。至施行健康檢查之項目及頻率，

則分別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0 條至第 12 條規定辦理，檢查之醫療機構須為

勞動部認可之醫療機構(詳可至職安署網站

http://hrpts.osha.gov.tw/asshp/hrpm1055.aspx 查詢)；若勞工經評估為高風險族群，

建議可洽詢醫師加強其健檢項目或頻率，惟此措施非職安法所強制規定之措施，

事業單位除須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辦理外，相關經費之支應，亦須經勞資

雙方協商，避免後續爭議。 

針對健康檢查之結果，可就整體事業單位、各部門及勞工個人之檢查結果

進一步分析，並與歷年（至少近 2 年）比較，就事業單位整體而言，可就異常

發現率及勞工健康檢查紀錄表之生活習慣等統計之分析結果規劃健康促進計

畫，相關內容可參考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健康職場資訊網網站

(http://health.hpa.gov.tw/index_download.php?id=25) ，另上開統計結果

之資訊及健康促進計畫之內容，建議可公佈在事業單位官方網頁提供公開瀏覽。

此外，有關健檢資料之分析，若事業單位無相關健康管理之系統可處理，建議

可透過契約約定委託辦理勞工體格與健康檢查之醫療機構協助辦理。針對勞工

個人檢查結果異常之項目，需參照醫師之建議予以複檢追蹤，並可依前述風險

因子評估之結果及表五內容將之區分高、中、低風險予以健康指導及管理（表

七），至健康管理及後續紀錄之處理措施，可參考下述原則規劃，惟各事業單

位可依個別之人力、物力及財力等相關資源採取更周延之管理措施。 

1、管理之措施： 

（1） 低度風險者：可以電子郵件或書面通知勞工「個人注意事項」，並建

議勞工維持規律生活，保持良好生活習慣，及定期接受健康檢查（可

提醒下一次健康檢查之時間）。 

（2） 中度風險者：由醫護人員親自以口頭方式告知勞工「個人注意事項」，

並參照醫師之建議調整工作時間或型態，及建議勞工宜依醫師之建議

複檢、尋求醫療協助或定期（依醫師建議之時間，若無註明時間，可

依勞工之個別性，建議每半年至一年）追蹤。此外，建議每二至三個

月定期以電話、電子郵件或書面方式提醒其注意事項之相關訊息，如

健康促進活動之時間、相關疾病預防之資料等。 

（3） 高度風險者：建議勞工應尋求醫療協助及改變生活型態，參照醫師之

建議予以工作限制或調整工作型態及休假，或作業環境改善等，並定

期（依醫師建議之時間，若無註明時間，可依勞工之個別性，建議一

至三個月）追蹤，此追蹤可至醫療機構或透過事業單位內之從事勞工

http://health.hpa.gov.tw/index_download.php?id=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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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服務之醫師諮詢追蹤；此外，應安排勞工每個月定時和醫師面談，

及建議每個月定期以電子郵件或書面方式提醒其注意事項之相關訊息，

如需定時服藥、相關疾病治療或預防之資料及健康促進活動之時間等。

對於因疾病惡化在家休養之勞工，亦應主動關心其健康狀況；若評估

該疾病之惡化與工作具因果關係，應主動協助依勞動相關法令，保障

勞工權益。 

         表七 職業促發腦、心血管疾病風險分級之勞工健康管理措施 

職業促發腦心

血管疾病風險 
健康管理措施 

低度風險 0 不需處理，可從事一般工作。 

中度風險 1 建議改變生活型態，注意工時的調整，至少每年

追蹤一次。 

2 建議改變生活型態，考慮醫療協助，調整工作型

態，至少每半年追蹤一次。 

高度風險 3 建議尋求醫療協助及改變生活型態，需工作限

制，至少每三個月追蹤一次。 

4 建議尋求醫療協助及改變生活型態，需工作限

定，至少每一至三個月追蹤一次。 
        註：0、1、2、3、4 之意義詳見表五。 

   2、健康檢查及面談指導紀錄之處理 

（1） 依循之法規：須依職安法第 20 條、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 30 條及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0 條至第 13 條及第 15 條規定辦理。 

（2） 紀錄之保管：基於健康檢查及面談指導之紀錄涉及個資，對於依勞工健

康保護規則事業單位配置有醫護人員從事勞工健康服務者，應由其保管

處理，對於未達規模未配置有醫護人員者，建議指定專責單位及專人負

責；未經授權管理健康檢查及面談指導紀錄者，一律無權要求檢視相關

資料，且紀錄之保管應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此外，相關資料之

保存基於管理之需求，建議除書面報告外，可以電子化儲存保管，惟相

關資料僅作為健康管理之目的。 

   

（五）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成效評估之目的在於檢視所採取之措施是否有效，並檢討執行過程中之相

關缺失，做為未來改進之參考。建議可由護理人員追蹤個人風險子之改善情

形，若無法短期改善或持續惡化之勞工，須再次由醫師進行面談指導；對於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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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因子無法短期改善或持續惡化之作業環境，須由職業安全衛生人員或相關人

員再次提供改善建議，甚而尋求外部專業團隊協助。以下量化指標可作為成效

評估之考量，然相關指標仍視各事業單位推動計畫之需求而定。 

1、 針對事業單位內所有具高風險勞工接受面談與指導之參與率、請假天數、

複檢追蹤率及生活習慣改變情形等，如定時運動、健康飲食、戒菸率等。 

2、 高風險勞工之比率，如高風險勞工減少5%。 

3、 事業單位勞工參與職場健康促進計畫之達成率、滿意度等。 

4、 事業單位勞工健康檢查之參與率及異常發現率。 

5、 個別高風險勞工檢查異常值之改變情形，如膽固醇降低20mg/dl等。 

6、 作業環境之改善情形，如噪音值降低15dB等。 

為了持續推動事業單位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促發

疾病之預防工作，相關計畫推動之成果宜定期由勞工健康服務醫護人員列席於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報告，對於未能達績效指標之缺失，亦可透過會議檢討研

議改善之對策，俾利勞資雙方共同重視。 

 

伍、結語 

「唯有安全健康勞動力，方能確保企業競爭力」。我國屬工時偏高之國家，

而部分行業勞工超時幾成為常態，仰賴政府機關實施勞動條件檢查，並未能解

決根源問題；生命無價，勞工是企業重要之資產，基於預防勝於治療，期盼事

業單位能自主管理，落實職安法之規定，採取促進勞工身心健康之相關措施，

為勞工打造更為友善及健康之職場環境，確保勞動者之權益。 

 

陸、參考文件 

一、 職業安全衛生法。 

二、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 

三、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四、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五、 勞動基準法。 

六、 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外傷導致者除外）之認定參考指引。 

七、 作業具過負荷危害健康服務工作指引。 

八、 臺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TOSHMS)指引。 

九、 長時間労働者への面接指導，マニュアル（地域産業保健センター用）－

チェックリストの使い方－，平成 20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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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執行紀錄表 

執行項目 執行結果（人次或％） 備註（改善情形） 

辨識及評估高風

險群 

具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高風險

者      人 

 

安排醫師面談及

健康指導 

1.需醫師面談者           人 

1.1 需觀察或進一步追蹤檢查者 

         人 

1.2 需進行醫療者        人 

2.需健康指導者           人 

 2.1 已接受健康指導者      人 

 

調整或縮短工作

時間及更換工作

內容 

1.需調整或縮短工作時間     人 

2.需變更工作者           人 

 

實施健康檢查、管

理及促進 

1.應實施健康檢查者      人 

1.1 實際受檢者          人 

1.2 檢查結果異常者      人 

1.3 需複檢者            人 

2.應定期追蹤管理者       人 

3.參加健康促進活動者      人 

 

執行成效之評估

及改善 

1.參與健康檢查率          ％ 

2.健康促進達成率          ％ 

3.與上一次健康檢查異常結果項

目比較，異檢率          ％

（上升或下降） 

4.環境改善情形：（環測結果） 

 

其他事項   

執行者：            主管：                   年      月       日 

 

 

 

 

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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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透過勞工健康檢查報告以 WHO 心血管疾病風險預測圖推估其心血  管疾病

風險程度 

                  表一、Framingham Cardiac Risk Score 

檢核項目 檢核值 

性別 □ 男性          □ 女性 

年齡       歲 □ 30-34 歲 

□ 35-39 歲 

□ 40-44 歲 

□ 45-49 歲 

□ 50-54 歲 

□ 55-59 歲 

□ 60-64 歲 

□ 65-69 歲 

□ 70-74 歲 

血液總膽固醇濃度 

             （單位：mmol/L） 

□ 4.14 – 5.15 

□ 5.16 – 6.19 

□ 6.2 – 7.23 

□ > 7.23 

血液高密度膽固醇濃度 

             （單位：mmol/L） 

□  0.91 – 1.14 

□ 1.15 – 1.27 

□ 1.28 – 1.53 

□ > 1.53 

血壓範圍  

採計收縮壓或舒張壓中較高的分級 

                 (單位：mmHg) 

□ 收縮壓 120 -129 /舒張壓 84 - 84 

□ 收縮壓 130 -139/舒張壓 85 - 89 

□ 收縮壓 140 -149 /舒張壓 90 -99  

□ 收縮壓 ≥150 /舒張壓 ≥100 

是否有糖尿病 □ 是              □ 否 

是否抽煙 □ 是              □ 否 

10 年內發生心血管疾病的風險(公式計算)：                   % 

相對同性罹患心血管疾病風險(公式計算)：                    % 

評核醫師簽名：                         

公式計算網址：http://www.mdcalc.com/framingham-coronary-heart-disease-risk-score/ 

【說明】：將上述表格內部之資料依序輸入公式後由電腦自動帶出心血管疾病風險估計值。 

 

附錄二 

http://www.mdcalc.com/framingham-coronary-heart-disease-risk-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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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十年內男、女性罹患心血管疾病之風險估算值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心臟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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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ISH 腦心血管疾病十年風險預測 

 ※風險預測圖（有測膽固醇且有糖尿病） 

 

 
 

※風險預測圖(有測膽固醇且無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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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預測圖(無膽固醇值且有糖尿病) 

 

 
※風險預測圖(無膽固醇值且無糖尿病) 

 
 圖二  WHO/ISH 腦心血管疾病十年風險預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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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考勞安所研發之「過勞量表」做為職場工作者過勞問題的自我評估工具，

其包含 「個人相關過勞」和「工作相關過勞」狀況 

(一)個人相關過勞分量表 

1.你常覺得疲勞嗎? 

  □(1)總是   □(2)常常   □(3)有時候   □(4)不常   □(5)從未或幾乎從未 

2.你常覺得身體上體力透支嗎?  

  □(1)總是   □(2)常常   □(3)有時候   □(4)不常   □(5)從未或幾乎從未 

3.你常覺得情緒上心力交瘁嗎? 

  □(1)總是   □(2)常常   □(3)有時候   □(4)不常   □(5)從未或幾乎從未 

4.你常會覺得，「我快要撐不下去了」嗎? 

  □(1)總是   □(2)常常   □(3)有時候   □(4)不常   □(5)從未或幾乎從未 

5.你常覺得精疲力竭嗎? 

  □(1)總是   □(2)常常   □(3)有時候   □(4)不常   □(5)從未或幾乎從未 

6.你常常覺得虛弱，好像快要生病了嗎? 

  □(1)總是   □(2)常常   □(3)有時候   □(4)不常   □(5)從未或幾乎從未 

(二)工作相關過勞分量表 

1.你的工作會令人情緒上心力交瘁嗎？                   

  □(1)很嚴重   □(2)嚴重   □(3)有一些   □(4)輕微   □(5)非常輕微 

2.你的工作會讓你覺得快要累垮了嗎? 

  □(1)很嚴重   □(2)嚴重   □(3)有一些   □(4)輕微   □(5)非常輕微 

3.你的工作會讓你覺得挫折嗎? 

  □(1)很嚴重   □(2)嚴重   □(3)有一些   □(4)輕微   □(5)非常輕微 

4.工作一整天之後，你覺得精疲力竭嗎? 

  □(1)總是   □(2)常常   □(3)有時候   □(4)不常   □(5)從未或幾乎從未 

5.上班之前只要想到又要工作一整天，你就覺得沒力嗎? 

  □(1)總是   □(2)常常   □(3)有時候   □(4)不常   □(5)從未或幾乎從未 

6.上班時你會覺得每一刻都很難熬嗎? 

  □(1)總是   □(2)常常   □(3)有時候   □(4)不常   □(5)從未或幾乎從未 

7.不工作的時候，你有足夠的精力陪朋友或家人嗎? 

  □(1)總是   □(2)常常   □(3)有時候   □(4)不常   □(5)從未或幾乎從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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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分： 

A. 將各選項分數轉換如下：(1)100  (2)75  (3)50  (4)25  (5)0。 

B. 個人相關過勞分數–將第 1~6 題的得分相加，除以 6，可得個人相關過勞分數。 

C. 工作相關過勞分數–第 1~6 題分數轉換同上，第 7 題為反向題，分數轉換為：  

(1)0  (2)25  (3)50  (4)75  (5)100。將 1~7 題之分數相加，除以 7，可得工作相關過勞分數。 

分數解釋： 

過勞類型 分數 分級 解      釋 

個人相關

過勞 

50 分以下 輕微 您的過勞程度輕微，您並不常感到疲勞、體力透支、

精疲力竭、或者虛弱好像快生病的樣子。 

 50－70 分 中度 你的個人過勞程度中等。您有時候感到疲勞、體力透

支、精疲力竭、或者虛弱好像快生病的樣子。建議您

找出生活的壓力源，進一步的調適自己，增加放鬆與

休息的時間。 

 70 分以上 嚴重 您的個人過勞程度嚴重。您時常感到疲勞、體力透支、

精疲力竭、或者虛弱好像快生病的樣子。建議您適度

的改變生活方式，增加運動與休閒時間之外，您還需

要進一步尋找專業人員諮詢。 

工作相關

過勞 

45 分以下 輕微 您的工作相關過勞程度輕微，您的工作並不會讓您感

覺很沒力、心力交瘁、很挫折。 

 45－60 分 中度 您的工作相關過勞程度中等，您有時對工作感覺沒

力，沒有興趣，有點挫折。 

 60 分以上 嚴重 您的工作相關過勞程度嚴重，您已經快被工作累垮

了，您感覺心力交瘁，感覺挫折，而且上班時都很難

熬，此外您可能缺少休閒時間，沒有時間陪伴家人朋

友。建議您適度的改變生活方式，增加運動與休閒時

間之外，您還需要進一步尋找專業人員諮詢。 

   (資料來源: 勞安所過勞自我預防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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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問卷方式整體評估勞工過負荷情形。 

表二 過負荷評估問卷 

           填寫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一、基本資料 

姓名  性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婚姻狀態 □未婚 □已婚 □離婚 □鳏寡 

工作部門  年資    年   月 

職稱    

二、個人過去病史(經醫師確定診斷，可複選) 

  □無 

 □睡眠相關呼吸疾病(如睡眠呼吸中止症)         □中樞神經系統疾病(如癲癇、脊椎疾病)  

  □周邊神經系統疾病(如腕隧道症候群)           □情感或心理疾病 

  □眼睛疾病(不含可以矯正之近視或遠視)         □聽力損失 

  □心臟循環系統疾病(如高血壓、心律不整)       □糖尿病 

  □上肢或下肢疾病(如會導致關節僵硬、無力等症狀之疾病) 

  □血脂肪異常      □氣喘     □長期服藥，藥物名稱：_____________ 

  □其他_____________ 

三、家族史 

  □無   

  □一等親內的家屬(父母、祖父母、子女) 男性於 55 歲、女性於 65 歲前發生狹心症或心絞痛 

  □家族中有中風病史 

  □其他_____________ 

四、生活習慣史 

  1.抽菸 □無  □有(每天____包、共___年)  □已戒菸___年 

  2.檳榔 □無  □有(每天____顆、共___年)  □已戒___年 

  3.喝酒 □無  □有(總類:________頻率:_________) 

  4.用餐時間不正常 □否  □是 ； 外食頻率 □無  □一餐  □兩餐  □三餐 

  5.自覺睡眠不足 □否  □是(工作日睡眠平均____小時/日；假日睡眠平均____小時/日)  

  6.運動習慣 □無  □有(每週____次、每次____分) 

  7.其他_______________ 

五、健康檢查項目 

1.身體質量數______(身高____公分；體重 ____公斤) 

  2.腰圍______(M: ＜90；F: ＜80) 

  3.脈搏______                                     

  4.血壓__________ (收縮壓:135mmHg/舒張壓:85 mmHg)   

  5.總膽固醇__________ (＜200mg/dL) 

6.低密度膽固醇__________ (＜100 mg/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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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高密度膽固醇__________ (≧60 mg/dL) 

8.三酸甘油脂_________ (＜150 mg/dL)   

9.空腹血糖__________ (＜110 mg/dL)  

10.尿蛋白__________ 

11.尿潛血__________ 

六、工作相關因素 

1.工作時數： 平均每天______小時；平均每週______小時 

  2.工作班別： □白班       □夜班         □輪班(輪班方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工作環境(可複選)：□無   □噪音(______分貝)   □異常溫度(高溫約___度；低溫約___度)  

□通風不良 □人因工程設計不良(如:座椅、震動、搬運等)   

4.日常伴隨緊張之工作負荷(可複選) 

   □無 

   □經常負責會威脅自己或他人生命、財產的危險性工作 

   □有迴避危險責任的工作    

   □關乎人命、或可能左右他人一生重大判決的工作 

   □處理高危險物質的工作 

   □可能造成社會龐大損失責任的工作 

   □有過多或過分嚴苛的限時工作 

   □需在一定的期間內(如交期等)完成的困難工作 

   □負責處理客戶重大衝突或複雜的勞資紛爭 

   □無法獲得周遭理解或孤立無援狀況下的困難工作 

 □負責複雜困難的開發業務、或公司重建等工作 

5.有無工作相關突發異常事件(如近期發生車禍、車子於行駛中發生重大故障等) 

    □無   □有(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工作環境中有無組織文化、職場正義問題(如職場人際衝突、部門內部溝通管道不足等?) 

  □無   □有(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非工作相關因素 

  1.家庭因素問題 □無   □有(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經濟因素問題 □無   □有(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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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談結果及採行措施表 

面談指導結果 

（員工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  

男・女 年齡     歲 

疲勞累積狀況 □無 □輕度 □中度 □重度 
特殊記

載事項 
 應顧慮的 

身心狀況 
□無  □有 

判
定
區
分 

診斷區分 □無異常 □需觀察 □需醫療 

需採取後續

相關措施否 

□否  □是 

請填寫採行措施建議 工作區分 □一般工作 □工作限制□需休假 

指導區分 
□不需指導  □要健康指導  

□需醫療指導  

醫師姓名：                             年  月  日（實施年月日） 

 

採行措施建議 

工

作

上

採

取

的

措

施 

調整 

工作 

時間 

□限制加班，最多   小時／月 □不宜繼續工作（指示休假、休養） 

□不宜加班 □其他 

□限制工作時間   時  分 

～   時  分 
 

變更 

工作 

□變更工作場所（請敘明：                                    ） 

□轉換工作（請敘明：                                      ） 

□減少大夜班次數（請敘明：                                    ） 

□轉換為白天的工作（請敘明：                                  ） 

□其他（請敘明：                                              ） 

措施期間     日・週・月  （下次面談預定日    年  月  日） 

建議就醫  

備註  

醫師姓名：                             年  月  日（實施年月日） 

 

部門主管： 

 
 

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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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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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影響勞工身心健康之職業安全衛生危害，傳統上以物理性、化學性、生物性

及人因性等四大類為主，惟近年來，勞工於職場上遭受主管或同事利用職務或地

位上的優勢予以不當之對待，及遭受顧客、服務對象或其他相關人士之肢體攻擊、

言語侮辱、恐嚇、威脅等霸凌或暴力事件，致發生精神或身體上的傷害，甚而危

及性命等。此等不當行為，對於受害之勞工不僅涉及安全健康、人權問題，也涉

及組織效率問題，進而影響國家整體經濟發展，此類受國際關注之職場暴力危害

被歸類為「社會環境因子引起之心理危害（psycho social）」（以下簡稱社會心理

危害）。 

依歐盟、國際勞工組織、英、美等國之職場暴力預防相關指引，職場暴力大致分

為肢體暴力、語言暴力、心理暴力與性騷擾等四類。根據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

衛生研究所（以下簡稱勞安所）於二O一O年進行的「工作環境安全衛生狀況認知

調查」，我國各行業工作環境安全衛生狀況觀測結果顯示，男性暴露於暴力工作

環境的比率依序為肢體暴力(6.56%)、心理暴力(3.01%)、語言暴力(0.86%)、性騷

擾(0.35%)。女性暴露於暴力工作環境的比率依序為肢體暴力(7.64%)、心理暴力

(3.76%)、性騷擾(1.86%)、語言暴力(0.58%)。職場暴力的發生，經常源於各種原

因的組合，包括勞工個人行為、工作環境、工作條件及方式、顧客或客戶與勞工

相處的模式，以及監督與管理者和勞工之間的互動關係。特別是在組織革新、工

作負荷、工作壓力、社會不安及人際關係惡化下，導致其頻繁發生。 

    在國際間，職場暴力被視為社會心理危害之主要因子，多數國家於雇主之一

般責任(General Duty)規定下，將職場暴力之預防以指引、原則或行動方案推動，

並鼓勵企業發展相關預防措施。我國近年醫療業及服務業頻傳勞工遭暴力威脅、

毆打或傷害事件，此等暴力行為，嚴重者甚構成不法侵害行為。為維護勞動者權

益，職業安全衛生法（以下簡稱職安法）第六條第二項增列雇主對於執行職務因

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應妥為規劃並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

為使事業單位對於預防不法侵害所採取之相關措施有依循之參據，爰參考國內外

相關實務作法、勞安所研擬之職場暴力預防指引與勞動相關法規等，訂定本指引，

期雇主能落實法令規定，確保工作者之工作安全及身心健康。惟本指引之內容並

非唯一之方法，事業單位可參照其基本原則建議性作法或其他先進國家發布之指

引，選擇適合其規模與特性之方法規劃及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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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適用範圍 

    本指引適用於職安法所規範之各業工作者。 

 

參、名詞定義 

本指引所稱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以下簡稱職場不法侵

害）之範圍，指勞工因執行職務，於勞動場所遭受雇主、主管、同事、服務對象

或其他第三方之不法侵害行為，造成身體或精神之傷害。 

 

肆、職場不法侵害之預防措施 

事業單位應在合理可行範圍內，依其規模、工作性質及資源，規劃相關預防計畫

及措施。本指引為協助事業單位運用系統化管理方法，落實推動職場暴力之預防，

爰參考國內外職場不法侵害之預防實務作法、我國相關法令規定及臺灣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系統(TOSHMS)指引架構，含政策、組織設計、規劃與實施、評估及改

善措施，提供企業實務規劃參考。 

一、 政策 

    事業單位應明確宣示職場暴力零容忍，確保勞工身心健康之政策。建議可與

勞工代表訂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時，納入相關預防措施，含職場倫理及員工遵循

之義務等。經勞雇雙方同意後，雇主應以書面方式，公布相關預防政策及作法，

同時應在公開場合中宣導，促使各種型式工作者及其他第三者都能清楚瞭解。相

關政策之規劃，宜將下列事項納入： 

（一）雇主於組織政策中，明確申明對各種職場不法侵害採取「零容忍」原則，

並建立安全、尊嚴、無歧視、互相尊重及包容、機會均等之職場文化。 

（二）雇主應參考與職場不法侵害或就業歧視相關法令規章，妥為規劃及採取

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落實法令規定。 

（三）針對職場不法侵害事件，應建立標準處置流程，清楚列明事件申訴或通

報管道及後續處理機制。 

（四）確保所有人員了解各自承擔之義務及責任。 

（五）提供職場不法侵害相關教育訓練，並鼓勵全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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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織設計 

雇主應授權指定專責部門，如職業安全衛生管理、風險管理或人資部門負責統籌

規劃職場不法侵害預防計畫事宜，並指派一名高階主管負責督導管理，及推動組

織內全體同仁之參與；推動本預防計畫及措施相關事宜之分工，建議可納入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計畫，並參照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及勞工健康保護規則之規定；

對於事業達一定規模，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需配置從事勞工健康服務醫護人員者，

該等醫護人員應配合統籌規劃單位辦理相關預防或後續諮商輔導措施。針對事業

設有總機構者，亦可使各地區事業單位依循總機構之政策或計畫規劃執行。 

為利推動計畫之相關人員具足執行之能力，事業單位應安排適當之相關教育訓練，

使其能勝任該工作；對於未達需設置職業安全衛生人員或勞工健康服務醫護人員

者，可指派內部單位，如人資部門，透過外部資源如主管機關推動之員工協助方

案或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以下簡稱職安署）委託設置之各區職業傷病防治中

心及其網絡或勞工健康服務中心資源提供協助，若有充裕經費，亦可委託外部專

業團隊協助規劃執行。 

 

三、規劃與實施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十一條規定，職安法所定預防職場不法侵害應妥為

規劃之內容，包含危害辨識及評估、作業場所之配置、工作適性安排、行為規範

之建構、危害預防及溝通技巧之訓練、事件之處理程序、成效評估及改善與其他

有關安全衛生事項。另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三百二十四條之三，對於事業

單位勞工人數達一百人以上者，雇主應依勞工執行職務之風險特性，參照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之相關指引，訂定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並據以執行；於

僱用勞工人數未達一百人者，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相關執行紀錄留存三年。

以下相關預防措施，事業單位可依內部組織、勞工作業環境特性及相關資源等參

考運用，並訂定作業標準化流程。通常透過組織管理相較加強勞工個別應對能力，

為有效且成本較低之方法，並使得職場保有積極態度及行為，將有助減少暴力之

發生。當職場不法侵害不幸發生時，事業單位應確保組織內具有公平、公正及保

護隱私之通報機制，並於接獲通報後，立即進行調查，對受害者給予適當之保護

與安置措施，且提供後續追蹤及輔導。 

（一）辨識及評估危害 



 
 

504 

        每個職場及行業可能遭遇的暴力風險和類型不同，事業單位可參考我國

相關法規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相關規範等要求，依各自產業特性，實際風險

概況等，建立職場不法侵害危害辨識及風險評估之管理計畫，以有效執行工作環

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職場不法侵害通常難以預測，就個人風險因

子進行評估時，應避免制式化或標籤化，否則易有歧視之嫌。 

   1、風險評估實施者：建議可由資深管理階層帶領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會同

各部門(單位)主管人員或勞工代表組成工作小組執行，成員包含職業安全衛生、

人力資源、法務、業務單位、保全等單位之代表，並作適當權責分工；事業單位

未達需設置職業安全衛生人員者，建議由人力資源部門人員主責執行。 

   2、評估原則及注意事項： 

   （1）重要評估工具之一為問卷調查或訪談，評估時應考量各部門(單位)之工

作特性、環境、人員組成及作業活動等，如風險最大之業務或地點、可能遭受危

害之工作流程或人員等，並可依不法侵害來源，區分內部與外部，作為不法侵害

危害辨識及風險評估之依據。 

      內部:發生於組織內部，常發生在同事之間，或上司及下屬之間。當然其

不限於主管對下屬，也包括資深勞工與新進或年輕勞工間、甚至勞工對主管，或

在職場中屬弱勢地位之勞工，利用各種優勢所為者。對於有精神或心理相關疾病

史之勞工或具暴力傾向者，宜留意其潛在風險。 

      外部: 來自組織外部，包括顧客、服務對象、承包商、其 他相關人士或

陌生人，尤其服務對象若屬特殊高風險族群，如酗酒、藥癮、心理疾患或家暴者，

勞工較易遭受外部不法侵害；若勞工工作時持有高額現金或貴重物品、獨自從事

工作、工作性質需與陌生人接觸、工作中需處理不可預期的突發事件，或工作場

所治安狀況較差，較容易遭遇陌生人之暴力及犯罪行為。 

   （2）可整理過去組織內曾發生之不法侵害事件，針對其來源、類型、傷害嚴

重程度、事件中加害者和受害者的特質、加害者動機、發生頻率及地點等，進行

分析。相關資訊建議可就職業災害調查記錄、職業災害統計、申訴等事件蒐集；

另亦可就各部門員工缺勤、病假、離職率與在職勞工之意見調查。 

   （3）辨識及評估危害之步驟如圖一；評估方式詳參閱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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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評估危害步驟圖 

（二）適當配置作業場所 

       事業單位對於風險項目應依消除、取代、工程控制、管理控制及個人防護

具等優先順序，並考量現有技術能力及可用資源等因素，採取有效降低風險之控

制措施。事業單位可透過作業場所適當之配置規劃，降低或消除不法侵害之危害，

相關規劃內容建議可參考下列事項: 

  1、物理環境：職場的物理外觀是潛在不法侵害的消減或啟動的關鍵因子。宜特

別留意勞工、訪客所處環境及暴露情況，並採取適當解決措施，以降低或消除任

何負面影響。 

（1） 保持最低限噪音（控制於60分貝以下），避免刺激勞工、訪客之情緒或形

成緊張態勢。 

（2） 選用令人放鬆、賞心悅目的色彩。 

（3） 保持室內、室外照明良好，各區域視野清晰，特別是夜間出入口、停車

場及貯藏室。 

（4） 在擁擠區域及天氣燥熱時，應保持空間內適當溫度、濕度及通風良好；

消除異味。 

（5） 維護物理結構及設備之安全。 

 2、工作場所設計：工作場所設計應結合安全環境；不當之設計可能會成為觸發

不法侵害行為或導致該行為升級的因素，事業單位可考量下列各項因子規劃。 

（1） 通道：提供安全進出職場之通道；盡量減少事業單位對外通道分歧；主

步驟1:發現危險因子

步驟2:誰可能遭受不法侵
  害?如何受害?

步驟3:預防措施是否足夠?

步驟4:紀錄發現

步驟5:檢視並修正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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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出入口、顧客往來動線注意安全；接待區域應有訪客登記措施，其設

計應讓顧客容易辨識、方便利用，也方便其他勞工觀察；事業單位的公

共通道，應根據既定作業流程進行管制；員工區域，如休息室或更衣室

通道應進行管制，非事業單位勞工不得進出，另可在通道加設密碼鎖或

門禁系統、要求勞工配戴識別證，避免未獲授權之人士擅自進出工作地

點；將不用的門上鎖，以限制進出，惟仍應符合消防法規；員工停車場

應盡量緊鄰工作場所。 

（2） 空間：提供適當工作空間（宜有兩個出口），方便勞工及顧客使用，以降

低緊張感。必要時設置服務對象或訪客等候用之空間，安排舒適座位；

準備雜誌、電視等物品，降低等候時的無聊感。另建議減少工作空間出

現可作為武器的尖銳物品，如花瓶等。 

（3） 設備或擺飾：辦公傢俱之擺設應避免影響勞工出入；保持傢俱量少質輕、

沒有尖銳的角緣，盡量固定在地板上。若工作場所為有金錢業務交易之

服務櫃台，建議可裝設防彈或防碎玻璃。 

（4） 建築設計：建築物的出入口應使人方便出入；廁所、茶水間、公共電話

區應有明顯標示、方便運用並適當維護；盡可能尊重個人隱私。工作場

所為應變緊急狀況，宜設置安全區域及訂定緊急疏散程序。 

（5） 監視器及警報系統：依照工作場所實際狀況、執行活動及風險程度選擇

警報系統；所有系統應定期妥善維護及測試。 

 潛在危險區域應裝置監視器或由保全人員定時巡邏，在高風險的位置安裝監視

及警報設備，如警鈴系統、緊急按鈕、24 小時閉路監視器或無線電話通訊等裝置。

若為個別單位，建議可與大樓警報系統連結。 

於入口安裝金屬探測器或由保安人員把關，在適當狀況下，檢測來訪人士是否

持有刀具或其他武器。 

 警報系統如電話、哨子、短波呼叫器，應提供給顯著風險區工作的勞工使用、

或事件發生時能發出警報並通知其他同事。為避免引起加害人注意，建議使用靜

音式警報系統。如無靜音式警報系統，受害人千萬不要在加害人離開前觸動警報

系統，避免激怒對方。一旦警報系統啟動，應展開有效因應措施。警報系統應依

特定區域風險評估來決定樣式。 

（三）依工作適性適當調整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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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適性配工：適性配工在預防職場不法侵害上發揮極為重要之功能。 

（1） 事業單位人力配置不足或資格不符，都可能導致不法侵害事件發生或惡

化。針對高風險或高負荷、夜間工作之安排，除應參照醫師之適性配工

建議外，宜考量人力或性別之適任性等，如服務性質之工作，宜考量專

案活動及尖峰時段之人力配置；夜間或獨自作業，宜考量潛在危害，如

性暴力等；必要時應聘僱保全人員或提供勞工自我防衛工具、宿舍或交

通服務等保護措施。 

（2） 有特定需求作業或新進人員應加強訓練，並採輪值方式。 

（3） 當勞工在不同作業場所移動，應明確規定其移動流程，並定時保持聯繫，

必要時配置保全人員。 

（4） 若勞工自行舉報因私人關係遭受不法侵害威脅者，事業單位進行人力配

置時，應儘可能採取協同作業而非單人作業，以保護勞工職場安全。 

  2、工作設計：工作設計也是減少職場不法侵害極為有效且經濟的方法之一。 

（1） 若工作性質為需與公眾接觸之服務，應簡化工作流程，減少工作 者及服

務對象於互動過程之衝突。 

（2） 避免工作單調重複或負荷過重；排班應取得勞工同意並保有規律性，避免

連續夜班、工時過長或經常性加班累積工作壓力。 

（3） 允許適度的勞工自治，保有充分時間對話、分享資訊及解決問題。 

（4） 於職場提供勞工社交活動或推動員工協助方案，並鼓勵勞工參與。 

（5） 針對勞工需求，提供相關之福利措施，如彈性工時、設立托兒所、單親家

庭或家暴特定協助等，除有助於調和職業及家庭責任，同時有效預防職場

不法侵害。 

（四）建構行為規範 

組織內部常見之不法侵害包含：(1)暴行、傷害之肢體攻擊（肢體攻擊）；(2)脅迫、

名譽損毀、侮辱、嚴重辱罵（精神攻擊）；(3)隔離、排斥、忽視（斷絕人際關係）；

(4)強求執行業務上明顯不必要或不可能之工作，妨礙工作（要求過高）；(5)欠缺

業務上合理性，命令其執行與能力、經驗不符的低階工作，或不給工作（要求過

低）；(6)過度介入私人事宜（個人侵害）。為避免職場內主管或同仁之間利用職務

上地位及人際關係等優勢，超越業務合理範圍而加諸職場內同仁精神、身體上痛

苦，或使其工作環境惡化之行為，雇主首要在於建立安全、尊嚴、工作倫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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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視、性別平等之反職場不法侵害的組織文化，並建立強力之支持性社會環境，

對於群體或個人之努力，宜有肯定回饋之機制，其方式建議可分別針對組織及個

人層次建構行為規範，尤其針對個人層次部分宜將不適當之言行納入訓練提醒，

如對勞工說你能力怎麼這麼差、不斷責備勞工，公開在眾人面前長時間責罵等。 

 1、組織層次：事業單位及工會等組織，應明確揭櫫消除職場不法侵害之方針。

其應包括高階承諾、決策、明定主管與勞工遵守之事項及責任，如禁止於職場言

語攻擊、人身攻擊、飲酒及使用非法藥物、參與教育訓練及設置諮商平台等，且

須保證申訴或通報者免於報復之公正申訴體制，對於組織內不適任之主管或同仁，

宜介入處理。 

  2、個人層次：為避免組織採取之措施流於形式，應基於各勞工之立場加以建構，

並設計不同之教育訓練課程。 

   （1）高階管理階層：應改善組織文化並採取相關措施，且應以身作則，賦予

主管執行此政策之責任，發揮典範領導力。 

   （2）主管階層：除自我示範，不可排斥、脅迫、辱罵、毆打等不當對待勞工(自

我審視有無不適當言行，如附錄二)及參與反職場不法侵害之教育訓練外，主管應

發揮指揮監督功能，禁止同仁間有職場不法侵害之行為。另可不定期召開會議，

進行資訊交流與溝通，一旦有同仁違反管理規章，應立即處置。 

   （3）勞工個人：每位勞工須接受教育訓練課程，致力於認同彼此價值觀之差

異，相互接受、相互尊重。為達相互理解，應適當溝通，針對弱勢同仁或受害者，

不宜有孤立之行為、宜主動與之互動及相互扶持。 

（五）辦理危害預防及溝通技巧訓練 

   對於每位工作者，包含主管及雇主都應能接受職場不法侵害預防之教育訓練，

建議可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之規定，將之納入事業單位新進或在職勞工

訓練之一環，訓練可由內部人員，如人力資源部門或外部專家提供，且訓練內容

宜依不同對象設計，如主管層級須接受辨識勞工舉止及行為變化，可能具有潛在

暴力風險者及應變職場不法侵害發生時處理之能力等，保全或警衛人員需特定訓

練，包含處理攻擊及消除敵意情境之訓練等；相關內容宜納入角色扮演、模擬及

演練，且必須隨時更新。 

   1、教育訓練內容：建議宜包括下述內容: 

（1） 介紹職場工作環境特色、管理政策及申訴、通報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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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供資訊以認識不同樣態、身體及精神的職場不法侵害、增進辨識潛在

暴力情境之技巧，及降低職場不法侵害案例。 

（3） 提供有關性別、文化多樣性及歧視之資訊，以提高對相關議題的敏感度。 

（4） 授與人際關係及溝通技巧，以預防或緩解潛在職場不法侵害情境。 

（5） 訓練執行特殊任務之能力。 

（6） 提供決斷力訓練或交付權限，特別是女性員工。 

（7） 根據風險評估，訓練應有之自我防衛能力。 

  2、訓練原則： 

（1） 建議組織內部訓練一批成熟且資深勞工及令其代表擔任職場不法侵害預

防之核心工作團體，得以承擔較複雜互動責任及處理緊急應變事件。 

（2） 擬定指引、守則或手冊，並將之公開，必要時進行解說，或利用事業單

位相關會議、小組討論或教育訓練，達到訊息傳遞並促進溝通，以利於

特定情境中預防或因應職場不法侵害。 

（六）建立事件處理程序 

   雇主應建立職場不法侵害事件通報機制，並讓所有工作者清楚通報事件之程序

及方法，以確保組織內發生的不法侵害事件得到控制；通報系統可與現有之人力

資源部門或職業安全衛生部門整合，指派專責人員提供協助，並可透過建立申訴

或通報單、電子郵件、專用電話等多種方式通報；另事業單位亦應建立緊急應變

程序或預防小組，以負責執行控制不法侵害的策略。小組成員必須熟悉不法侵害

事件發生時，組織內的應變方法與步驟，並及時報警，以應對突發事件。 

   1、申訴或通報：要求勞工向雇主或監督與管理者通報任何不法侵害行為，並

鼓勵勞工針對可能存有不法侵害風險之工作條件或情境通報，如勞工或主管間關

係之惡化，既使該狀況或行為尚未造成傷害，為預防事件發生，皆應申訴或通報，

可透過非正式會議，澄清誤解，提供調解機會。另如勞工因私人關係遭受不法侵

害威脅者，可預見之不法侵害威脅且可能將於職場爆發時，雇主應鼓勵其自行通

報，以利啟動適當之保護措施。若勞工主動向事業單位反應其為家暴被害人，或

其依家暴防治法規定，向法院聲請核發保護令，命相對人遠離其「工作場所」。

保護令核發後，事業單位應確實遵守該命令，維護其於職場之安全。 

（1） 通報內容：宜含事件發生地點、時間、事件發生時之行為、過程、加害

嫌疑人及受害人關係等(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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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專責人員處理：對於職場不法侵害之申訴或通報，應由專責人員處理，

如被申訴人或加害人是雇主或監督與管理者時，處理上應特別小心。 

  2、通報處理：申訴或通報處理過程必須確保客觀、公平及公正，對受害人及申

訴或通報者之權益及隱私完全保密，確保申訴或通報者不會受到報復。 

（1） 組織或雇主接獲申訴或通報後，應立即指派適當人員調查或處理，並對

事件作出回應。調查期間應注意資料保密，確保各方都得到公平的對待，

隱私會受到尊重和保護，並詳細記錄調查內容，同時可尋求外部及其他

專業的協助和意見。調查人員應鼓勵受害者仔細描述事件發生的細節，

並對申訴的相關內容作詳細記錄、簽署及備份。 

 內部事件：若為組織內部不法侵害事件，於調查時應有勞工代表參與，依事件

性質與嚴重性，必要時，請求警衛或保全人員、警方介入。調查時應確保被申訴

者了解被申訴內容，享有獨立且公正調查的機會；同時，調查內容應保密且於一

定期間內完成(建議最遲不超過一個月內)，避免受害人或利害關係人受到不利之

處遇。 

   外部事件：需與當地警方及檢調單位建立聯絡網，通報不法侵害事件；必要

時，提供建築物之空間佈置，以利警方調查或提供即時醫療處置。若屬早期警覺

階段(尚未發生實質不法侵害事件)時，可優先通報警衛或保全人員處理，適時警

戒避免實質事件發生。必要時可將擬施暴者隔開，或將相關工作者暫置於安全處

所，以保障工作者或服務對象之生命安全。 

  3、事後處置：當出現直接與執行職務相關之不法侵害問題時，雇主應根據勞工

不同的傷害程度提供保護、安置及協助，並對受害者提供身心健康協助；保存相

關事件表冊及報告，協助決定預防再發生該採取的必要行動。 

（1） 對於受害人應提供立即性、持久性及支持性的安置；受害者或目睹暴力事

件之勞工，可能會出現長期或短期心理創傷、害怕回到工作中、感到無力

等情緒問題，雇主可安排諮商、同儕輔導、復健或休假，以及彈性調整職

務內容與工作時間，給予支持和鼓勵。 

（2） 受害勞工可經由醫護或其他適當人員作後續追蹤，作適性評估。必要時，

訂定包括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等重大心理或醫療問題之因應計畫。若事業單

位無醫護人員之設置，可尋求職安署委託設置之各區職業傷病防治中心及

其網絡或勞工健康服務中心資源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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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大不法侵害個案，事業單位宜對內確切承諾，事後協助勞工提起損害賠

償等訴訟之法律作為。 

（4） 若加害者為內部同仁，應依內部懲處程序處理，並讓受害者了解處理情形。

若加害者與受害者關係已惡化至無法於同一部門共事，宜適性調整職務或

工作部門。此外，事件之處理須保護勞工免於其他不法侵害之傷害。 

（5） 保存及記錄相關事件處理報告，並檢討事件發生原因，預防類似事件再發

生。 

（七）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成效評估之目的在於檢視所採取之措施是否有效，並檢討執行過程中之相關缺

失，做為未來改進之參考。為了持續推動職場不法侵害預防之工作，相關計畫推

動之成果宜定期由職業安全衛生人員（或不法侵害工作小組人員）列席於職業安

全衛生委員會報告，任何報告都應保護勞工隱私，例如以整合資料方式呈現、或

使用個人數據時移除個人特定資料；對於未能達績效指標之缺失，亦可透過會議

檢討研議改善之對策，俾利勞資雙方共同重視。此外，所有職場不法侵害預防政

策、危害評估、訓練、通報和調查等相關數據及紀錄，必須依組織需求制定、管

理和維持職業安全衛生紀錄書面或電子文件化，並妥善保存，以供勞動檢查人員

隨時檢視。相關檢核評估機制可參考附錄四。 

   1、成效評估原則: 

（1） 雇主應依據自身需求與條件，定期 (建議半年至一年一次，高風險行業

可視需求增加頻率)進行績效評估，確認採取控制措施後的殘餘風險及新

增風險，檢討其適用性及有效性。其評估可由組織內部或外部專業人員

主導審視，以確認職場不法侵害預防政策的適用性及有效性，對所有結

果予以記錄。 

（2） 所有職場不法侵害事件之調查報告應以書面記錄、保管，以利事後審查。

不法侵害事件發生後，組織應對環境及職務設計再進行審查及檢討，以

找出改善之空間。 

（3） 相關之會議記錄、訓練內容、評估報告、通報單、醫療及賠償記錄等，

應予以保存，以助每年進行風險評估和分析。 

  2、評估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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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立統一不法侵害報告制度，並定期於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審查報告；

審查報告可於會議中就安全及保全議題做簡略的簡報。 

（2） 根據調查結果之相關數據，分析不法侵害所致疾病、傷害或死亡趨勢及

比率。 

（3） 以降低職場不法侵害頻率及嚴重度，衡量改善狀況。 

（4） 隨時更新預防職場不法侵害之行政管理及工作慣例異動紀錄，以評估運

作成效。 

（5） 於職務或職場異動、裝設保全設施或新系統的前後，進行勞工調查，以

確定效果。 

（6） 隨時學習最新有關處理職場不法侵害之發展策略。 

（7） 定期進行勞工工作情形之調查，了解勞工提供相關服務時有無敵意情境

之經驗。 

（8） 依職安法之規定，紀錄並通報勞工傷病死亡事件。 

（9） 定期邀請外部專家入廠審視，並提供改善勞工安全建議。 

   3、成效呈現:以下指標可作為成效評估之考量，然相關指標仍視各事業單位推

動計畫之需求而定。 

（1） 缺勤、病假、離職率及不法侵害事件發生率。 

（2） 各部門及勞工對於不法侵害政策和程序之遵循情形，如教育訓練參與率、

人員資格、申訴或通報情形等。 

（3） 預定目標之達成率。 

（4） 保全系統的維護和效能。 

（5） 應變處理或調查之效率，如是否於時效內完成。 

（6） 紀錄是否完整呈現。 

   

伍、結語 

    職場不法侵害事件幾乎發生在所有行業及各種職業從業人員身上。對雇主來

說，不法侵害事件可能導致組織士氣低落、形象不佳，致難以招募人員及留住人

才，甚而必須擔負勞工請假、補償金及法律之責任；對勞工而言，可能導致沮喪、

傷病，甚至失能或死亡。有鑑於職場不法侵害對事業單位整體組織之負面影響，

雇主宜正視職場不法侵害預防之重要性；必須對現行組織不法侵害控制方法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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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進行監視，了解其是否成功發揮功效。藉此辨識哪些策略無效、哪些是無法預

見的因素，並加以調整與改善，而不是等到事件發生才處理。勞工是企業之資產，

期盼事業單位能自主管理，落實職安法之規定，採取促進勞工身心健康之相關措

施，為勞工打造尊嚴勞動及安全之職場環境，確保勞動者之權益。 

 

陸、參考文件    

一、 職業安全衛生法。 

二、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 

三、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四、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五、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六、 臺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TOSHMS)指引。 

七、 職場暴力預防指引，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八、 職場不法侵害行為之預防研究，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九、 職場のパワーハラスメント問題の予防・解決に向けた環境整備について，

厚生勞動省，2012 年。 

十、 Code of practice on workplace violence in services sectors and measures to 

combat this phenomenon，ILO，2003 年。 

十一、 Guidelines for Preventing Workplace Violence for Health Care & Social 

Service Workers，US-OSHA，2004 年。 

十二、 Multi-Sectoral guidelines to tackle third-party violence and harassment 

related to work，European Social Dialogue，2010。 

十三、 Violence at work－A guide for employers，HSE，19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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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不法侵害預防之危害辨識及風險評估表 

     評估人員：                                      審核者： 

潛在風險 是 否 

潛在不法侵害風險

類型（肢體/語言/

心理/性騷擾） 

可能性 

(發生機率) 

嚴重性 

(傷害程度) 

風險等級 

(高中低) 

現有控制措施 

(工程控制/管理控制/

個人防護) 

應增加或修

正相關措施 

外部不法侵害 

是否有組織外之人員(承包商、

客戶、服務對象或親友等)因其

行為無法預知，可能成為該區工

作者之不法侵害來源 

□ □      

 

 

是否有已知工作會接觸有暴力

史之客戶 □ □      
 

勞工之工作性質為執行公共安

全業務否 
□ □      

 

勞工之工作是否為單獨作業 □ □       

勞工需於深夜或凌晨工作否 □ □       

勞工需於較陌生之環境工作否 □ □       

勞工之工作涉及現金交易、運送

或處理貴重物品否 
□ □      

 

勞工之工作是否為直接面對群

眾之第一線服務工作 
□ □      

 

勞工之工作是否會與酗酒、毒癮

或精神疾病之患者接觸 
□ □      

 

勞工之工作是否需接觸絕望或 □ □       

     單位／部門：                                    評估日期： 

     受評估之場所：                                  場所內工作型態及人數： 

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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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懼或亟需被關懷照顧者 

勞工當中是否有自行通報因私

人關係遭受不法侵害威脅者或

為家庭暴力受害者 

□ □      

 

新進勞工是否有尚未接受職場

不法侵害預防教育訓練者 
       

 

工作場所位於交通不便，偏遠地

區否 
□ □      

 

工作環境中是否有讓施暴者隱

藏的地方 
□ □      

 

離開工作場所後，是否可能遭遇

因執行職務所致之不法侵害行

為 

□ □      

 

內部不法侵害 

組織內是否曾發生主管或勞工

遭受同事(含上司)不當言行之對

待 

□ □      

 

是否有無法接受不同性別、年

齡、國籍或宗教信仰之工作者 
□ □      

 

是否有同仁之離職或請求調職

原因源於職場不法侵害事件之

發生 

□ □      

 

是否有被同仁排擠或工作適應

不良之工作者 
□ □      

 

內部是否有酗酒、毒癮之工作者 □ □       

內部是否有情緒不穩定或精神

疾患病史之工作者 
□ □      

 

內部是否有處於情緒低落、絕望

或恐懼，亟需被關懷照顧之工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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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是否有超時工作，反應工作壓力

大之工作者 
□ □      

 

工作環境是否有空間擁擠，照明

設備不足之問題 
□ □      

 

工作場所是否未有相關管制措

施 
□ □      

 

註：1.潛在風險為列舉，事業單位可自行依產業特性增列。 

    2.潛在不法侵害風險類型以大歸類分為肢體暴力、語言暴力、心理暴力及性騷擾，事業單位可自行細歸類。 

 

表一 簡易風險等級分類 

風險等級 
嚴重性 

嚴重傷害 中度傷害 輕度傷害 

可

能

性 

可能 高度風險 高度風險 中度風險 

不太可能 高度風險 中度風險 低度風險 

極不可能 中度風險 低度風險 低度風險 

 

※風險評估方式說明: 

一、風險可由危害嚴重性及可能性之組合判定。評估嚴重度可考慮下列因素： 

（一）可能受到傷害或影響的部位、傷害人數等。 

（二）傷害程度，一般可簡易區分為： 

1. 輕度傷害，如：(1) 表皮受傷、輕微割傷、瘀傷；(2) 不適和刺激，如頭痛等暫時性的病痛；(3) 言語上騷擾，造成心理短暫不舒服。 

2. 中度傷害，如：(1) 割傷、燙傷、腦震盪、嚴重扭傷、輕微骨折；(2)造成上肢異常及輕度永久性失能；(3)遭受言語或肢體騷擾，造成心理極度

不舒服。 

3. 嚴重傷害，如：(1) 截肢、嚴重骨折、中毒、多重及致命傷害；(2) 其它嚴重縮短生命及急性致命傷害；(3) 遭受言語或肢體騷擾，可能造成精

神相關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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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預期事件後果的評估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可能性等級之區分一般可分為： 

（一）可能發生：一年可能會發生一次以上。 

（二）不太可能發生：至少一至十年之內，可能會發生ㄧ次。 

（三）極不可能發生：至少十年以上，才會發生ㄧ次。 

三、風險是依據預估的可能性和嚴重性加以評估分類，如表一為3×3風險評估矩陣參考例，利用定性描述方式來評估危害之風險程度及決定是否為

可接受風險之簡單方法。除風險矩陣模式外，也可將可能性及嚴重度依不同等級給予不同評分基準，再以其乘積作為該危害之風險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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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不法侵害行為自我檢視檢核表—主管層級 

職場不法侵害行為檢核表 

□ 持續的在工作上吹毛求疵，在小事上挑剔，把微小的錯誤放大、扭曲。 

□ 總是批評並拒絕看見勞工的貢獻或努力，也持續地否定部屬的存在與價值。 

□ 總是試圖貶抑勞工個人、職位、地位、價值與潛力。 

□ 在職場中被特別挑出來負面地另眼看待，孤立勞工，對其特別苛刻，用各種

小動作欺負被霸凌者。 

□ 在他人面前輕視或貶抑勞工。  

□ 在私下或他人面前對勞工咆哮、羞辱或威脅。  

□ 給勞工過重的工作，或要其大材小用去做無聊的瑣事，甚至完全不給勞工任

何事做。 

□ 剽竊勞工的工作成果或聲望。  

□ 讓勞工的責任增加卻降低其權力或地位。  

□ 不准勞工請假。  

□ 不准勞工接受必要的訓練，導致其工作績效不佳。  

□ 給予勞工不實際的工作目標，或當其正努力朝向目標時，卻給勞工其他任務

以阻礙其前進。 

□ 突然縮短交件期限，或故意不通知勞工工作時限，害其誤了時限而遭到處

分。  

□ 將勞工所說或做的都加以扭曲與誤解。  

□ 用不是理由的理由且未加調查下，對勞工犯下的輕微錯誤給予沈重處罰。 

□ 在未犯錯的情形下要求勞工離職或退休。 

□ 不斷要求勞工處理非公務之私事，勞工如拒絕則遭處罰。 
註：1.若所列舉之行為勾選愈多，宜注意調整對同仁之態度。 

2.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工紓壓健康網

http://wecare.mol.gov.tw/lcs_web/contentlist_c6_p01.aspx?ProgId=1010015&SNO=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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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不法侵害通報及處置表 

通報內容 

發生日期：＿＿＿＿＿時間：＿＿＿＿＿＿ 發生地點：＿＿＿＿＿＿＿＿＿＿＿＿＿＿ 

受害者 加害者 

姓名或特徵：＿＿＿＿＿＿＿ 

性別：□男  □女 

□外部人員 

□內部人員（所屬部門/單位：＿＿＿＿ ） 

姓名或特徵：＿＿＿＿＿＿＿ 

性別：□男  □女 

□ 外部人員 

□ 內部人員（所屬部門/單位：＿＿＿＿ ） 

受害者及加害者關係：＿＿＿＿＿＿＿ 發生原因及過程：＿＿＿＿＿＿            

不法侵害類型： 

□肢體暴力    □語言暴力 

□心理暴力    □性騷擾 

□其他：             

造成傷害：□無  □有（請填下述內容） 

1.傷害者：□受害者 □ 加害者 □其他     

2.傷害程度：                   

目擊者：□無  □有（請填姓名） 

通報人：                                 通報日期/時間： 

 

處置情形 

受理日期：＿＿＿＿＿時間：＿＿＿＿＿＿ 調查時間：＿＿＿＿＿＿＿＿＿＿＿＿＿＿ 

參與調查或處理人員： 

□外部人員（請敘明，如警政人員） 

□內部人員（請敘明，如保全、人資等） 

傷害者需醫療處置否：□否  □是 

事發後雙方調解否：□否  □是 

受害者說明發生經過與暴力原因：（請敘明，可舉證相關事證  ）                                              

加害者說明發生經過與暴力原因：（請敘明，可舉證相關事證  ）                                                        

目擊者說明發生經過與暴力原因：（請敘明，可舉證相關事證  ）                       

調查結果：（請敘明，可舉證相關事證  ）                                           

受害者安置情形 加害者懲處情形 

□無         □醫療協助   □心理諮商 

□同儕輔導   □調整職務   □休假 

□法律協助   □其他：                   

外部人員：□無  □送警法辦 

內部人員：□無  □調整職務 □送警法辦 

□其他                     

向受害者說明事件處理結果否：□否  □是（請註明日期） 

未來改善措施： 

 

處理者：                審核者：              審核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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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不法侵害預防措施查核及評估表 

     

項目 檢核重點 結果 
修正相關控制措

施/改善情形 

辨識及評估危害 □ 組織 

□ 個人因素 

□ 工作環境 

□ 工作流程 

  

適當配置作業場所 □ 物理環境 

□ 工作場所設計 

  

依工作適性適當調

整人力 

□ 適性配工 

□ 工作設計 

  

建構行為規範 □ 組織政策規範 

□ 個人行為規範 

  

辦理危害預防及溝

通技巧訓練 

□ 教育訓練場次 

□ 教育訓練內容 

□ 情境模擬、演練 

□ 製作手冊或指引並將之公開 

  

建立事件處理程序 □ 建立申訴或通報機制 

□ 通報處置 

□ 每位同仁清楚通報流程 

□ 相關資源連結 

□ 紀錄 

  

執行成效之評估及

改善 

□ 定期審視評估成效 

□ 相關資料統計分析 

□ 事件處理分析 

□ 報告成果 

□ 紀錄 

  

其他事項    

註：檢核重點可依需求增列。 

 

 
 

 
 

單位／部門：                            檢核/評估日期： 

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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