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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年學校災害中火災是最容易造成較大之危害及新聞事件，依國家標準

（CNS3658）規定火災可分為四類：（圖 1） 

1. 普通（A 類）火災：普通可燃物如木製品、紙纖維、棉、布、合成只樹脂、

橡膠、塑膠等發生之火災。通常建築物之火災即屬此類。

2. 油類（B 類）火災：可燃物液體如石油、或可燃性氣體如乙烷氣、乙炔氣、

或可燃性油脂如塗料等發生之火災。

3. 電氣（C 類）火災：涉及通電中之電氣設備，如電器、變壓器、電線、配電

盤等引起之火災。圖 2，此類火災已在學校發生多起意外事故，應予重視預

防。

4. 金屬（D 類）火災：活性金屬如鎂、鉀、鋰、鋯、鈦等或其他禁水性物質燃

燒引起之火災。

普通火災 油類火災

電器火災 金屬火災

圖 1、火災種類 

一、 火災燃燒過程

燃料在燃燒過程中發生意外則形成火災，如圖 3 所示，若有人當場發現立即滅

火可限制於Ａ階段而已，實驗室火警通常發生於晚上，因無人在場處理於是逐漸發

展到Ｂ階段，造成嚴重火災，屆時將由消防單位執行滅火任務。現有許多存放有機

溶劑實驗室之場所，裝設自動滅火系統（圖 4），在 A 階段時偵測到煙霧或溫度自

動滅火瞬間進入 D 階段，防止火災發生。 

圖 3、火災燃燒過程 圖 4、自動滅火 

二、 異常電氣設施圖例

針對各級學校經常發生之電器火災事故，檢討過去發生事故之經驗累積，可將

存在之可能風險場所加以改進，下列圖例可作為防止電氣火災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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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電源插座不可固定在木板上

(已燒焦)，且插座旁不可放置紙張。 

圖 6、配電盤留置紙條，易燃

燒。

圖 7、應加裝中隔板(可防止灰塵積

留)，以便貼上各開關功能貼紙 

圖 8、木箱壓住電線，電阻增加易過

熱產生火災

圖 9、電線扭轉、強拉或壓折易

成半斷線，電流經過生熱發火。 

圖 10、木工機械之電源開關箱不合

規定：1.木板、2.開關盒無蓋易積木

粉燃燒。

圖 11、防止電線短路之接線法 

（延長線接頭要有良好保護，避免

用膠帶）

圖 12、電線接頭在鐵片上，風

扇震動易刮破
圖 13、過負荷使用電器，易生火災 

圖 14、電線短路產生電弧灼傷 
圖 15、電氣線路應依照「屋內

線路裝置規則」辦理

圖 16、實驗室電爐旁放置溶劑引燃

（電熱器旁不可放置可燃物）

三、 電氣火災原因及防範

用電不當引起的火災，稱為電氣火災。火災防止是將氧氣、燃料與熱源等三者

分開即可達到目的，但電氣設備使用時電流通過就具有熱量、電線被覆為可燃材料

及其周遭具有氧氣等三條件俱在之環境，因此，為防止電氣火災必須從電氣設備之

設計、選用、安裝、操作、維護等著手，防範短路、過負載、漏電等現象。

(一) 電氣火災種類

電氣火災可分為電線火災與器具火災兩大類，其發生火災原因如下：

1. 電線火災：

電線火災乃起因於電線短路時電阻降低與電流過大，引起電能累積而高

溫，導致絕緣外皮熔化，產生火苗形成火災（E＝I2Rt ;  E：電能、I：電

流、R：電阻、t：時間）。電線包括迴路線（一般迴路與專用迴路）、延長線

與設備線等三類，其中迴路線與設備線係為專業人員設計施工，安全性較

高，但延長線係由使用人自行購置，使用不當易發生火災。（圖17） 

(1) 未使用合格電線：

電線品質不良致通電時電阻過高，產生過熱現象。

(2) 電線短路：

電線被壓、綑綁、彎折致電阻增加或裸露電線接觸易燃物如木板、紙

張、塑膠、油漆等物料引起火災。

(3) 電線接觸不良

電線接續部不良或插座銅片鬆動，接觸電阻升高，當電流流通時局部過

熱致絕緣膠皮熔融引燃周遭物料而燃燒。

(4) 電線劣化

電線長時間因電流加熱致絕緣劣化（老舊）或積污導電現象（絕緣物表

面附著水分、灰塵致絕皮表面產生電流）引起火災，如學校實驗室之儀

器及設備為 24 小時通電流，因絕緣皮耐熱度降低，宜每年更換一次。

(5) 半斷線
延長線經強拉或異物重壓致芯線發生斷裂，但部分尚有接觸或未完全斷線，

 半斷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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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留有部分完整之狀態。

(6) 負荷過載

主因為電線超過負載，且電源開關無法有效跳脫，產生電線高熱熔化並

接觸物料引起火災（使用電氣設備應考慮電線負荷容量）。

2. 器具火災：

電氣設備（器具）如電風扇、冷氣機、電熱爐、電燈、馬達、或加熱設

備等，因長期使用導致溫度升高，因此，器具之通風環境相當重要。（圖

18） 

(1) 器用品品質不佳。

(2) 安裝位置不當

電氣設備如電熱器或電燈器具等安裝位置不當，靠近易燃物體或冷卻通

風不良引起火災，因此須與易燃物保持適當距離。

(3) 定時器等設定失誤

實驗加熱機具設定之定時器、電流調節器（current regulator）故障或失

誤，致電流過高產生過熱情形。

(4) 電器用品未定期保養。

圖 17、電器著火 圖 18、電線劣化引起火災 

(二) 電氣設施符合規定

電氣設備通電後就有電流與電阻存在，為避免電線或器材過熱發生電氣火

災，平時做好電氣管理至為重要，下列重點可供參考。

1. 新設實驗室之電氣設備時，要求廠商依「屋內線路裝置規則」辦理，且應考慮

未來用電需求，以免俟後用電量增加而隨意增設電線之風險。

2.將普通教室改為實驗室時，因實驗室安裝各種機具，用電量較大，核算總電

容量之需求應重新規劃電氣設備（迴路、插座及電線等）並選購符合之材質。

以免俟後任意增設臨時電線。（圖 19） 

3. 電氣開關箱宜配置在實驗室門口旁，其距地面之高度應在 1.5 公尺至 2.0 公尺

間為宜，容易接近方便緊急操作，且開關箱前不可放置物料妨礙操作。（圖 20） 

4. 裝設無熔絲開關(NFB)，其作用是在保護電線，當短路或用電量超過開關額定

電流時，可立即跳脫切斷電路，以保障設備安全。若無裝 NFB 時則電線過熱

會使絕緣皮熔焦，易造成電線著火燃燒。

5. 電線連接方法：兩條電線接點宜相互錯開，並使用熱縮套管（代替膠帶），以

避免電線短路發生火災。（圖 21）

6. 延長線使用原則：

(1) 選購延長線時應具有過電流自動斷電功能之產品。（圖 22）

(2) 延長線宜以單一電源為一條延長線之負荷。

(3) 選用符合電器安全負載量之延長線。

(4) 延長線應放置在視線範圍內，且不可放在通道上。

(5) 過長之延長線不可綁緊、折彎或被壓等情事（易產生電阻過大發生火災）。

7. 封閉式電線管槽易積灰塵或小蟲，宜避免使用。（圖 23）

8. 電氣設備或器具其插座應避免同時且長時間高負載使用，以避免線路過熱。

（圖 24）

9. 電氣插座應標示電壓。

10 . 超過 10 年以上之電氣設備、器具應定期維護、檢查，並加強電線迴路之安全

防護。

11. 實驗室應避免用紙箱裝置溶劑、藥品、器材等易燃物料，或吊掛衣物等（降

低實驗室風險）。

12. 電線避免放置在鐵件上，以免絕緣皮破裂短路產生火花。（圖 25）

13. 儲存危險物之場所，應加強通風換氣及使用防爆電器。如圖 26 為餐飲科實習

場所裝設防爆燈（廚房使用天然瓦斯）。

14. 儀器設備應定期維護，故障時應由專業人員維修或選擇汰換。 3



15. 實驗室下課後應將有機溶劑之瓶罐蓋密，並放入鐵櫃內，避免因鼠類碰撞或地

震掉落致溶劑流出引燃電氣火災。（圖 27） 

16. 實驗室應避免使用非必要之加熱裝置（鍋具、電湯匙等器具）。（圖 28） 

17. 應訂定化學實驗操作之標準作業程序（SOP）。  

18. 運轉之機台，應有人在旁監控。 

19. 實驗過程若須離開現場時，應留置實驗之名稱、負責人姓名、連絡電話及預期

結束時間，以便他人了解。

20. 大量使用有機溶劑之實驗室不宜裝設天花板，因天花板內可能長期殘留易燃

性氣體，在夏天或通風不良環境易高溫發生火災（圖 29）。 

21. 實驗室下課後應將門窗關閉，避免火警時因空氣流通助長火勢。 

22. 相關電氣安全規範，應列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安全工作守則。 

23. 實驗室不用時，應將電源開關斷電（關閉），若有冷凍或排氣等須 24 小時運轉

之設備時，應分設開關。

案例：某大學實驗室發生火警，火勢延燒迅速並波及一旁的配電室，雖然消

防隊及時趕到撲滅火勢，也沒有人員受傷，不過估計損失高達數百萬。鑑識人員

進入火場查看，整間實驗室被燒得焦黑一片面目全非，由於火警發生時，實驗室

裏並沒有人，消防隊員懷疑起火的原因，應該是電線走火。

圖 19、電線雜亂 
圖 20、電氣箱安裝位置不當，桌

子擋住操作不易

圖 21、相互錯開電線連接方法 

(使用熱縮套管，避免電線短路) 

圖 22、自動斷電之延長線 圖 23、以鏤空式線槽為佳 

圖 24、過大的負載導致延長線溫

度升高(熱顯像儀測定) 
圖 25、電線短路著火 

圖 26、易燃氣體場所裝防爆燈及

防爆開關

圖 27、防止瓶罐翻倒措施 
圖 28、實驗室不放置無關電器用

品

圖 29、化學實驗室不宜裝設天花

板

一、 結  語

實驗室為學生學習場所，學生在探索新知過程中，對物料認知或器具危險性可能

尚未建立正確觀念或行為習慣，因此，在教導學生學習過程中仍要照顧學生安全。

若消防單位派遣消防車輛等器材實施滅火後，通常會將其案件以涉及公共危險

之罪嫌移送司法機關處理，依刑法第 14 條規定：「行為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

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者為過失」，至於司法機關以何者為追訴對象，視個案發生經

過與結果論為之。職安法是以雇主為之，但刑法之行為人以權責人為之（包括雇主、
主管或其他相關人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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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依據消防署統計，全國化學物質造成火災起火，106年335次、107年362次；若僅就化學物
品火災起火比較，104年5次、105年10次、106年24次及107年19次，顯有逐步增加的趨勢，
而大專校院之火災地點又以實驗室為較常發生火災之地點，火災類型多以電器設備及化學
物質引起為主，大專校院校教研結合產業之需，實驗室從事創新研發及跨領域教學研究的
同時，潛在校園內師生周邊的危害因素，應更加受到各方的重視，降低校園災害的發生確
保國家及產學界都能安全穩定的持續發展。

貳、火災發生經過及損害
2018年某大學實驗室發生火警，火災事件發生於上課日，火災原因疑似學生進行化學實驗
，正要進行氧化性廢液回收時，因不慎將其倒進廢棄有機溶液桶中，而產生激烈化學反應
，隨即竄出火花及濃煙。
據訪談學生得知第一時間學生立即使用實驗室內滅火器進行滅火無效，無法控制火勢後，
立即通報系上老師及校安中心。校方啟動校內消防自衛編組，進行緊急疏散樓館內全體師
生及禁止進入管制，並通報消防局，消防局接獲通報後，立即出動救護救災人員及車輛，
以及環保單位與毒化災應變技術中心前往救災，布設水線，因無法確認現場是否存置「禁
水性」化學物品，固無法貿然滅火，待校方提供完整實驗室及樓管平面配置圖，經確認無
禁水性物質後，施予降溫、控制火勢。學校同時採取預防措施，以廣播及訊息通知停班停
課一天，幸無人員傷亡。因火災造成實驗室燒毀及相連建物不同程度煙燻，財物損失達
500萬元以上。

參、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據訪問校方現場人員了解，該化學實驗場所現場存放有多種危害性化學藥品及實驗後廢液
，學生未確認廢液回收有氧化性化學物質反應，以致造成火災及建物財產損失。幸無人員
傷亡。

二、間接原因：
(一)不安全狀況：
實驗室暫存不相容廢棄化學品或廢液，氧化物與不明廢棄有機溶液，發生激烈化學反應，
引發火災。
(二)不安全行為：
(1)實驗後廢液任意倒入仍裝有其他廢液之廢液桶裡，事前未檢視桶是否為乾淨空桶。
(2)未以安全的操作方法，遵守安全守則並依照廢液相容表，使用符合的貯存設施，進行分
類及貯存。
(3)實驗室進行時，應有師長在現場指導。
(4)災害發生時，未能及時控制。

三、基本原因： 
安全衛生管理未落實：應實施作業分析並建立標準作業程序(實驗操作、緊急應變)、且應
嚴格要求實驗人員全程穿著實驗衣及個人防護具，缺乏查核機制。

肆、防災對策及建議事項：
一、各項實驗進行前應就該作業活動、儀器、機械設備或原物料等之危害辨識與風險評估
，並有控制措施。
二、應有實驗安全分析，訂定化學實驗操作之安全標準作業程序，並訂定廢液安全的操作
方法及安全守則，人員均應遵守；回收之廢液容器應依規定進行標示；定期清除實驗室廢
液。
三、化學品應依相容性存放於化學藥品櫃內，不相容之化學物質不宜置放同一櫃體中，化
學藥品容器外再以盛接盤作保護以止防洩漏。
四、氧化性化學物質應以非金屬製品容器單獨存放。
五、廢液不宜長時間存置於實驗場所，應令另規劃暫存區並設置安全防護措施，依法暫存
。
六、除新進或在職人員應給予教育訓練外，人員進入實驗室前均應依實驗室特性，事先給
予相關必要的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七、強化實驗室5S(整理、整頓、整齊、清潔、教育)，以持續維持實驗場所環境安全衛生
。
八、存置易爆、易燃具有火災、爆炸及毒氣外洩之虞的化學品與原物料，存至於設置排氣
設備及設置警報系統。

火災現場示意圖 5



(5) 半斷線
延長線經強拉或異物重壓致芯線發生斷裂，但部分尚有接觸或未完全斷線，

九、平時落實實驗室災害緊急應變及演練，方能達到防災及事故發生時災減效果。
十、災害發生時，實驗室事故現場自主管理處置措施及樓管啟動緊急應變機制，現場第一
時間應依照緊急應變計畫及流程，啟動應變搶救、通報及疏散等機制，校方接獲通報，啟
動校級自衛編組緊急應變，取得緊急救災資訊(樓館平面圖、存置原物料化學物質等)、斷
電、避難疏散指導人員進出管制、廣播疏散、人員巡檢及協助避難疏散及校方通報外部支
援單位及區域聯防小組應變單位之通報程序。外部支援單位抵達現場，校內指揮官向消防
指揮官簡報災況及指揮權轉移，進行災情評估，執行災害搶救。

伍、結論
實驗室風險及潛在危害來自人員流動與儀器、設備、原物料及化學品運作使用及其廢棄等
異動，不論是新的製程研發、產學合作或先進智慧科技移入校園進行研發，強化實驗室及
進出實驗室人員的管理，才能降低風險及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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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修正過勞預防指引，強化勞工健康保護採行措施

2019/05/02

        勞動部為協助企業落實相關措施以保護勞工健康，參考專家學者建議及企業實務
需求，於4月29日修正「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指引」（簡稱過勞預防指引），
除配合實務修正高風險群之辨識及評估方式，新增企業實施之評估及執行操作流程，
同時納入職安署開發之健康管理工具，協助企業以系統化方式強化勞工健康管理。

        腦心血管疾病之促發，除個人因素(如原有疾病或生活習慣等)外，亦可能與工作
負荷有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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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障礙及憂鬱等，尤其近年因產業工作型態改變，
部分勞工有長時間工作、夜班或輪班，甚至因高工作壓力之情況或遭遇異常事件等、
工作負荷過重而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為協助企業落實職場過勞預防相關措施，勞
動部修正過勞預防指引，其重點如下：

1.修正辨識及評估高風險群方式，企業可配合實務及參考醫師之建議，將具有腦
心血管病史或以藥物治療控制者，納為加強關注之對象，另新增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
病評估及執行操作流程供企業參考。

2.結合職安署開發並提供企業免費使用之「職場健康服務管理工具weCare」及「
勞工個人健康管理工具iCare」，協助建構系統化方式管理勞工健康檢查資料及分析
評估過勞高風險勞工。

3.將職業促發腦心血管疾病(如心肌梗塞或腦中風等)之緊急應變流程及緊急救護
醫院名單納於緊急應變措施外，另建議企業可依其規模與需求，設置自動體外心臟去
顫器(AED)，提供必要時使用，降低勞工到院前死亡率。

        職安署提醒，勞工如果沒有獲得適當休息及充足睡眠，除可能影響健康及精神狀
態外，甚至促發腦心血管疾病，因此針對具長時間工作、夜班或輪班等工作型態之高
風險勞工，必要時須安排醫師面談及健康指導，讓這些專業的醫護人員，協助共同把
關勞工的身心健康，以確保安全健康的勞動力。企業推動臨場健康服務如有困難，可
洽該署委託設立的各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免付費電話：0800-068-580），免費提
供服務。

勞研所邀民眾 體驗職災教育

2019/05/03

        為喚起民眾重視職場及居家防災的重要，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以
下簡稱勞研所）今年擴大辦理「職業安全衛生危害預防全國巡迴展示活動」，首場將
與臺北市消防局合作，於4月28日假花博公園舞蝶館推出「職安小英雄體驗營」，不
僅現場體驗不同工作環境存在之危害與預防措施，也將學習防火、防震的防災知識以
及滅火體驗及地震體驗等，歡迎民眾闔家共同體驗。

        勞研所表示，工安沒有假期，勞工的生命安全與健康更不容妥協，每一件職業災
害的發生背後都是代表家庭的破碎，更是高額的社會成本，因此，讓每一個勞工能夠
更安全、健康及舒適的工作是推動「職業安全衛生危害預防全國巡迴展示活動」重要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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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夯 學生半工半讀及早接軌職場

        技職教育讓學子習得一技之長也兼顧學業，畢業後可直接接軌職場或升學，高達
7成學生選擇繼續升學但採取半工半讀，用時間換取職場經驗，老師透露，以往學生
囿於經濟因素只能半工半讀，現在則屬意自願半工半讀，白天上班、晚上讀書，邊工
作邊就業，及早卡位。

        近年來技職教育越來越夯，捨高中選高職的學子比例也逐年增加；長榮女中時尚
造型科王溎緗是班上學霸，當年成績可就讀不錯高中，但熱愛做造型的她堅持選讀高
職，還一度不被家人諒解，目前高三的她多次拿下指甲彩繪等比賽冠亞軍，堅持夢想
前行，終獲家人支持。

        長榮女中美容科產學專班老師林汶蓁說，全班45人至少已有10人被米蘭時尚髮型
業者預約聘用，等於還沒踏出校門已有工作等著她們，這些年，學生透過課程扎實跟
業界接軌學習，縮短學用落差，省卻新人到業界必須從頭學起，這些學生目標是半年
內即可晉升設計師。

        台南市教育局表示，繼後甲國中與六甲國中後，6月中旬將在安順國中成立第3間
職業試探與體驗示範中心，結合在地農業發展及寵物照護等資源與鄰近高職師資開設
農業職群，協助國中小學生發掘自己的技藝性向。

        此外，23日至25日將於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舉辦技職博覽會，當天有95個學校及
產業攤位，引領國中生認識16類職群，其中，醫護職群今年也加入國中技藝教育課程
，目前已有3所大專院校及20所國中報名。

2019/05/15

教育局表示，除了每年寒暑假舉辦國中小
師生認識技職教育及職涯試探體驗活動，
更於每年舉辦技職博覽會，提供國高中小
發掘興趣、了解職涯機會，也希望藉由整
合產官學資源，期盼學子成為產業界不可
或缺的人才。

賀本校「公共行政及企業管理教育中心新建統包工程」

榮獲第13屆公共工程金安獎「佳作」

【總務處訊】
勞動部於9月11日舉辦「職業安全五星獎及第13屆公共工程金安獎」頒獎典禮，選拔
及公開表揚推動職業安全衛生優良之公共工程及人員。本校首度參與全國選拔，即以
「公共行政及企業管理教育中心新建統包工程」獲得佳作榮銜，由總務長顏玉明代表
本校出席，從勞動部長許銘春手中接下獎項。獲獎單位包括主辦機關國立政治大學、
專案管理（含監造）喻台生建築師事務所、統包團隊利晉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正龍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及潘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本校「公共行政及企業管理教育中心新建統包工程」建造經費新臺幣11億5,500萬元
，預定110學年度完工，將具「黃金級綠建築」與「銅級智慧建築」標章；整體工作
目標除精進品質、如期竣工外，並以人本為重，提供營造工地有更安全的施工環境，
提升職場安全、降低職業災害，並提高參與團隊成員向心力及榮譽感，因此獲得評審
一致肯定。本校將持續積極督促工程如期如質、順利完工，新建後啟用的公企中心將
承續知識傳播平臺及大學與產業橋接的角色，以成為亞洲一流的高階人才培訓中心為
發展目標。

另本校近一年來竣工之中大型工程，包括指南校區之達賢圖書館、田徑場整修工程等
，均為國內大學首屈一指之場館設施，田徑場地更同時獲得中華民國田徑協會及國際
IAA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thletics Federations，國際田徑總會)一級之雙
認證，開放使用後將大幅提升師生研究及運動教學品質；行政大樓結構補強工程也已
進入驗收階段，預計今年年底遷回啟用。

此外屬於提高教學品質、強化空間使用效能的工程包括：「校友服務中心會議室修繕
工程」、「藝文中心大禮堂中央空調系統汰換工程」、「107年職務宿舍整修工程」
、「玫苑全棟室內油漆暨學人宿舍5間整修工程」等9件；屬提高整體校區建築物安全
者有「106年度（第五期）山上校區既有水土保持設施改善工程案」、「大智樓屋頂
防水整修工程」、「電算中心屋頂防水整修工程」等3件。

本校總務處仍持續戮力於改善校園各項場館與設備，監督工程如質、如期順利完成，
冀能以建設頂尖硬體資源，作為全校師生優化研究學習環境的最佳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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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骨水噴濺雙腿　女移工呼吸系統受損宣告不治

        有關一次用塑膠吸管的管制，環保署決定依照原先預告的方案執行，自108年7月
1日開始，政府部門、學校、百貨公司業及購物中心、連鎖速食店等4類限制使用對象
，內食餐飲不得提供一次用塑膠吸管，但取得「生物可分解塑膠」環保標章及工廠出
廠已附有吸管之商品，不在管制範圍。至於預告草案允許使用塗佈、貼合塑膠薄膜吸
管，其塑膠成分含量重量低於百分之十之規定，則予以刪除。而外帶的部分及生物可
分解塑膠吸管，未來將依實際使用情形進行評估併入下一階段實施參考。 

        第四屆聯合國環境大會170個與會國誓言在西元2030年前大幅削減免洗塑膠製品
，歐盟已規劃將於西元2021年禁用包含吸管在內已有適合替代品的一次用塑膠產品，
考量減塑是國際趨勢，也可減少塑膠對水中生物的影響，落實環保該作的事。另因民
眾養成不使用一次用塑膠吸管亦需要時間，環保署為引導民眾改變習慣，優先從「不
一定需要使用吸管」的內用環境開始管制，逐步引導民眾及業者適應。 

        環保署表示，根據草案預告後於107年11月進行之電話及網路民調顯示，接近7
成的受訪者知道且有7成以上民眾支持，108年4月再度針對吸管政策進行網路民調，
同樣有近7成受訪者知道，支持度則已提高至82％，顯見民眾支持限制一次用塑膠吸
管政策，自環保署107年6月預告草案後，一次用塑膠吸管已有替代品，限制使用對象
大多已開始因應，如部分業者已率先改成免用吸管的就口杯或提供替代材質的吸管。 

        環保署說明，外界建議應將外帶一併納入管制部分，考量法制作業重新辦理預告
程序及業者因應所需之時間，恐不及於今年7月1日實施，因環保署是以引導民眾改變
習慣的立場出發，期使首次推動一次用塑膠吸管限用法令能順利上路，但針對外帶部
分，會同步以輔導方式鼓勵業者不提供一次用塑膠吸管，後續再考量第一階段實際實
施情形，將外帶一併納入於法令管制。 

        有關生物可分解塑膠吸管是否限制使用，參考受管制業者意見，因紙類替代材質
吸管目前在含有固型物或需攪拌的飲料飲用上，尚無法完全替代塑膠吸管，因此目前
仍有使用需求，以及考量其相較傳統塑膠吸管對生態環境仍較友善，現階段依照原預
告的方案保留可以使用，未來將依實際使用情形進行評估併入下一階段實施參考。

2019/05/012019/08/30

環保新聞

7月1日起政府部門、學校、百貨公司業及購物中心、
連鎖速食店內用不得提供一次用塑膠吸管

這家位於竹南科學園區的「鼎元光電公司」，主要是做「發光二極體晶粒」「光電晶
體」以及LED照明產品，而工殤殉職的女移工（29歲）則是任職該公司「化合物半導
體事業部」的切割部門，事故發生時，她正面著防護衣，在化學台上，按程序以「氫
氟酸」清洗電路板，女移工一個不注意轉身時，撞倒搖晃中的「化骨水」，導致強酸
噴濺在她未有防護衣隔離的背面下肢上，造成後腿部大面積灼傷。

強酸侵灼，她發出慘叫，同事立即以「葡萄糖酸鈣凝膠」塗抹傷處中和強酸，並通報
消防隊，等救護人員趕到時，名女移工雖然還意識清楚，但面無人色，顯得痛苦難耐
。

救護人員先就近將她往頭份市為恭醫院，但因傷勢加劇，隨後轉往台北榮總，可是，
當晚女移工突呼吸困難，傷勢急轉直下，經搶救2小時仍宣告不治。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昨天派員到該廠進行勞安檢查，除
要求業者將防護衣改為全罩式，同時也發現該廠作業人員為了控溫，經常須將放置於
化學台內的氫氟酸拿進拿出，十分危險，已勒令停工，並要求檢討、改善此步驟。

廠方透露，該名女移工原訂9月就要返回菲律賓，但卻在歸鄉前幾天慘遭不幸，讓同
事們都深感不捨。

在苗栗縣「鼎元光電科技公司」上
班的一名菲律賓籍女性移工，前天
清洗電路版時，不慎打翻「氫氟酸
」溶液（俗稱化骨水），強酸噴濺
雙腿，迅速大面積灼傷，業者雖然
第一時間以葡萄糖酸鈣凝膠敷蓋，
予以中和，但女移工痛苦難耐，先
送苗栗為恭醫院，但病情加劇，於
是轉往台北榮總急救，最後還是因
為呼吸系統受損宣告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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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公告「一次用塑膠吸管限制使用對象及實施方式」

      為減少一次用塑膠吸管之使用，環保署於108年5月8日公告「一次用塑膠吸管限
制使用對象及實施方式」，規定自108年7月1日起政府部門、學校、百貨公司業及購
物中心、連鎖速食店等4類對象，內食餐飲不得提供一次用塑膠吸管，但取得「生物
可分解塑膠」環保標章及工廠出廠已附有吸管之商品，不在管制範圍。違反者第一次
勸導，第二次起處新臺幣1,200~6,000元罰款。 

        減塑是國際趨勢，第四屆聯合國環境大會中，共170個與會國誓言在西元2030年
前大幅削減免洗塑膠製品；歐盟亦將於西元2021年禁用包含吸管在內已有適合替代品
的一次用塑膠產品。環保署為引導民眾改變習慣，優先從「不一定需要使用吸管」的
內用環境開始管制，逐步引導民眾及業者適應，預計本公告管制實施後，每年可減少
約1億支塑膠吸管使用量。 

        環保署說明，本次公告如消費者於購買餐飲時表示欲採外帶方式，而限制使用對
象亦已以外帶形式提供吸管，消費者因故又改於現場內食用，則不能歸究於業者，不
會進行處分。另針對外帶部分，將同步以輔導方式鼓勵業者不提供一次用塑膠吸管。
環保署呼籲業者響應一次用塑膠吸管減量政策，除內用不提供一次用塑膠吸管，外帶
亦不主動提供吸管，並鼓勵民眾飲料直接就口喝或自備可重複使用的吸管，用實際行
動減少一次用塑膠吸管使用。 

        公告相關資料詳細內容，請參閱環保署新聞專區下載附加檔案
        (https://enews.epa.gov.tw/enews/fact_index.asp)，
        或於公告日起3日後詳載於環保署網站
       （https://oaout.epa.gov.tw/law/）「法規命令區」網頁，
        並刊登於行政院公報資訊網站(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
        歡迎各界瀏覽參閱。

2019/05/08

環保署限制一次用塑膠吸管政策宣導海報、
單張及問答集等資料

【簡報】一次用塑膠吸管限制使用對象及實施方式說明會
https://hwms.epa.gov.tw/dispPageBox/onceOff/onceOffDetail.aspx?ddsPageID=EPATWH105&dbid=4098718124

【問答集】一次用塑膠吸管限制使用政策
https://hwms.epa.gov.tw/dispPageBox/onceOff/onceOffDetail.aspx?ddsPageID=EPATWH105&dbid=4357918093

【懶人包】一次用塑膠吸管限制使用政策
https://hwms.epa.gov.tw/dispPageBox/onceOff/onceOffDetail.aspx?ddsPageID=EPATWH105&dbid=4470318186

【漫畫】一次用塑膠吸管限制使用政策
https://hwms.epa.gov.tw/dispPageBox/onceOff/onceOffDetail.aspx?ddsPageID=EPATWH105&dbid=4234518205

【漫畫】為什麼要限制一次用塑膠吸管的使用呢？
https://hwms.epa.gov.tw/dispPageBox/onceOff/onceOffDetail.aspx?ddsPageID=EPATWH105&dbid=4234519005

【漫畫】限制一次用塑膠吸管後有哪些替代方式或措施？
https://hwms.epa.gov.tw/dispPageBox/onceOff/onceOffDetail.aspx?ddsPageID=EPATWH105&dbid=4470318986

【說帖】限制一次用塑膠吸管政策說明
https://hwms.epa.gov.tw/dispPageBox/onceOff/onceOffDetail.aspx?ddsPageID=EPATWH105&dbid=4357917693

【海報3】一次用塑膠吸管管制宣導
https://hwms.epa.gov.tw/dispPageBox/onceOff/onceOffDetail.aspx?ddsPageID=EPATWH105&dbid=4593717679

【海報2】一次用塑膠吸管管制宣導
https://hwms.epa.gov.tw/dispPageBox/onceOff/onceOffDetail.aspx?ddsPageID=EPATWH105&dbid=4234517605

【海報1】一次用塑膠吸管管制宣導
https://hwms.epa.gov.tw/dispPageBox/onceOff/onceOffDetail.aspx?ddsPageID=EPATWH105&dbid=4593717574

【圓形貼紙】一次用塑膠吸管管制宣導
https://hwms.epa.gov.tw/dispPageBox/onceOff/onceOffDetail.aspx?ddsPageID=EPATWH105&dbid=4852917548

【DM】一次用塑膠吸管管制宣導
https://hwms.epa.gov.tw/dispPageBox/onceOff/onceOffDetail.aspx?ddsPageID=EPATWH105&dbid=4234517500

【影片】一次用塑膠吸管管制宣導
https://hwms.epa.gov.tw/dispPageBox/onceOff/onceOffDetail.aspx?ddsPageID=EPATWH105&dbid=4593717479

【插圖】一次用塑膠吸管管制宣導
https://hwms.epa.gov.tw/dispPageBox/onceOff/onceOffDetail.aspx?ddsPageID=EPATWH105&dbid=4852919243 10



環保新聞

春雨至秋末小黑蚊為害最烈　台東環保局教您防治小撇步

       惱人的小黑蚊，從春雨過後至秋季末是叮咬危害的季節，尤其遭叮咬後出現奇癢
、紅腫等症狀，讓人感到很困擾，台東縣環境保護局提供民眾防治小黑蚊的撇步，希
望大家一起來防治，共同維護舒適的居家、校園生活及優質的遊憩環境。

        台東縣環保局表示，「小黑蚊」俗稱「黑微仔」(台語：OVR)，學名為「台灣鋏
蠓」，是台灣原生種的吸血昆蟲，雌蟲吸血才可以產卵，生長棲地為環境中具有藍綠
藻或陸生綠藻處（一般俗稱青苔），所以青苔是小黑蚊孳生的指標，一般在明暗交替
且潮濕的地方，如屋簷下、水溝邊緣、庭院牆角、菜園、竹園、茶園、檳榔園等農耕
地中經常可發現，從春雨過後至秋季末是叮咬危害的季節。

        民眾如何有效防治小黑蚊呢？環保局提醒以個人防護與環境管理為主，化學防治
為輔。首先要注意個人防護，於戶外活動時應穿著長袖衣服、長褲，或塗抹有效的忌
避劑（例如衛生署核可含DEET之防蚊液等），阻斷雌成蟲吸血，防止其產卵孳生，
住家、學校教室等裝置細網目（55網目以上）的紗門、紗窗阻隔小黑蚊；其次，應經
常整頓環境，翻土或刮除青苔，並在清除青苔後之地表種植密生草種覆蓋，或加舖碎
石、小木塊等，阻斷幼蟲食物，降低幼蟲孳生，是長期降低小黑蚊密度的方法。

        但處於小黑蚊高密度區時，可使用合格的環境衛生用藥進行化學防治，撲殺成蟲
，雖可短期降低密度，但僅能治標，不能治本。環保局將持續加強小黑蚊防治觀念宣
導，提供環境用藥給公所使用，期結合民眾及政府的力量，持續推動清除青苔環境整
頓工作，減除小黑蚊危害。

 環保署依108年1月16日修正公布之「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以下稱本法）
第74條規定，配合修正本法施行細則。

        除了配合未來新增關注化學物質，將相關規定酌修外，並就本法新增郵購及電子
購物規定加以定義、規範主管機關逕行採取處理措施之要件及採取內容，以及參採實
務執行之精進作法等，酌增若干規定。

        環保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表示，施行細則是針對本法細節性、技術性事項規定，
而本法有關新增事項，例如關注化學物質清單、專業應變人員、基金等，另有授權子
法規範，故不在這次細則內容裡。相關子法草案已陸續進行預告中。

        本案詳細內容請參考附件檔案，或於公告日起3日後至環保主管法規網站（
https://oaout.epa.gov.tw/law/），以及行政院公報資訊網站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查詢參考。

2019/06/15

環保署修正發布「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施行細則」

2019/09/13 11



法令

行政院公報 第 025 卷 第 060 期 20190402 衛生勞動篇 

勞動部令 
中華民國 108年 4月 2日 

勞動發能字第 10805030851號 

訂定「技術士技能檢定資訊相關職類共用規範」，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一日生效。 

附「技術士技能檢定資訊相關職類共用規範」 

部  長 許銘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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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士技能檢定資訊相關職類共用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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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人應負職業安全衛生法雇主責任外，安全衛生設施之責任宜由提供該設施之最上層事業

單位負責。如非原事業單位提供設施者，應確認原事業單位是否應負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二

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之責任。

(二) 實施勞動檢查時，除查察原事業單位相關佐證資料外，亦應查察共同作業各事業單位實施

安全衛生管理情形之相關紀錄文件，以釐清原事業單位是否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二十六

條及第二十七條規定。

(三) 對於原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僱用勞工於同一期間、同一工作場所共同作業之檢

查，協議組織會議紀錄應附參加廠商名冊、每日工作聯繫及調整之協議事項、巡視結果、

處理情形等，並應查明以下相關資料：

１、原事業單位於工作場所僱用勞工之姓名、作業別等從事營造作業之相關佐證資料。

２、承攬人、再承攬人於同一工作場所僱用勞工之姓名、作業別等相關佐證資料。

３、原事業單位、承攬人及再承攬人僱用勞工共同作業之相關佐證資料。

４、前三目事業單位僱用勞工執行作業時之工作關聯性及危害關聯性資料。



訊息摘要：修正職業安全衛生法條文

公(發)布日期：108-05-15

生效狀態：※本法規部分或全部條文尚未生效

內　　文：

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五月十五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800049111  號令

修正公布第 3、6 條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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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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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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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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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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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令 
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30 日 

勞職授字第 1080201743 號 

修正「加強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二十六條及第二十七條檢查注意事項」，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加強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二十六條及第二十七條檢查注意事項」

部  長 許銘春

加強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二十六條及第二十七條檢查注意事項修正規定

一、目的

  勞動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落實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二十六條及第二十七條之施行，監督

原事業單位於交付承攬時，善盡危害告知及統合安全衛生管理義務，督促各級承攬人，使其

勞動場所之安全衛生條件符合有關法令規定，以減少職業災害發生，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承攬關係之認定

(一) 承攬與僱傭

  「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

酬之契約。」；「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

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於民法第四百八十二條及第四百九十條定有明文。承攬在當事

人二者之間不具從屬關係，有關承攬關係之認定，除依上述原則外，仍應就民法債編中所

提承攬人特徵，如品質保證、瑕疵修補、解約或減少報酬損害賠償、危險負擔等加以分析

認定。

(二) 勞動契約與承攬契約

  勞動契約係以勞動給付為目的，承攬契約係以勞動結果為目的；勞動契約為於一定期

間內受僱人應依雇方之指示，從事一定種類之活動，而承攬契約承攬人只負完成一個或數

個工作之責任。

(三) 事業單位將工程部分工作，以代工不帶料方式交付自然人施工，勞動檢查機構應調查該自

然人是否以提供勞務為主，及事業單位對該工程是否具統籌規劃、管理及指揮監督權限。

調查事實及證據時，應就整體工程範圍之統籌規劃、管理及指揮監督權等層面認定之，且

勞務給付部分，只要存在有部分從屬性，即可從寬認定為勞動契約。

(四) 以計件為要件，且受管理、指揮、監督，訂定之勞動契約不視為承攬。

(五) 自營作業者之認定，以管理、監督、指揮之有無決定之，如未能證明其不受管理、監督、

指揮，一般以僱傭關係視為勞工。

(六) 事業單位僅將部分工作交由他人施工，本身仍具指揮、監督、統籌規劃之權者，應不認定

具承攬關係。

行政院公報 第 025 卷 第 100 期 20190530 衛生勞動篇

(七) 移動式起重機「連人帶車」之租賃關係，如出租人除出租移動式起重機供租用人使用外，

並指派操作人員完成租用人之一定工作（吊掛作業），則雖名為租賃，其間並非單純之起

重機租賃關係，而係租賃兼具承攬關係。

(八) 事業單位廠房、設備之檢修、保養及增添機器、設備之安裝工作，如僅以僱工方式從事

者，不認定為承攬。

三、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二十六條檢查注意事項

  本條文之目的係事業單位之設備維護與修理、物料吊掛與搬運及工程施作等作業常交付

承攬，這些作業因原事業單位較熟悉危險及有害狀況，故責由其實施必要之指導及告知，使

其承攬人不致違反相關規定及發生職業災害。

(一) 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二十六條規定之事業單位，有將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

時，即應負危害告知之責任。

(二) 以其事業交付承攬（原事業單位）之認定：事業係指「反複從事一項經濟活動」、「以一

定之場所為業，從事營運之一體」，而事業單位係指「僱用勞工從事工作之機構」。事業

單位將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有關是否屬其「事業」之認定，以該事業單位之

實際經營內容、經常業務活動及所必要之輔助活動為範圍，且不以登記之營業項目為限；

亦即事業單位本身之能力客觀上足以防阻職業災害之發生，係其所熟知之活動，對於作業

活動伴隨之危險性亦能預先理解或控制，並依下列原則認定：

１、 事業單位將其工程交付承攬，視該事業單位之實際經營內容、規模、組織、人員能力及

機具設備等，整體綜合考量是否與其經營內容專業有關或為其專業能力所及者，實施個

案認定。

２、 事業單位將其設備之維修、保養、安裝、清潔及廠房修繕等交付承攬，應就該事業單位

之實際經營內容、規模、組織、人員能力及機具設備等，整體綜合考量是否與其經營內

容專業有關或為其專業能力所及者，實施個案認定。

例如：(１) 某製造工廠將機械、設備維修工程及廠房修繕交付承攬，因其設有專責組織

負責維修工作，該等機械、設備維修工程及廠房修繕作業為「其專業能力所

及者」，前開交付承攬應認定為「以其事業交付承攬」。

(２) 業主將土建工程、機電工程、空調工程……等平行分包，且各承攬人共同作

業時，依現行法令規定，只能認定各平行分包為其所屬承攬人之原事業單

位。

(３) 某電力公司輸配電工程之配電管溝工程、電桿新設工程、電塔工程、變電所

及電廠之機電及發電設備安裝工程等，均為其電力事業之一部分，如交付承

攬時，電力公司應認定為原事業單位，不得以輸配電前之前置作業為由，認

定為業主。

(４) 某工廠興建辦公室、員工宿舍或廠房，如使用前全部交付他人承攬興建，且

施工亦非在該廠工作場所範圍內，可認定該等興建工程非其事業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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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專責養護之工務機關（構）將其路面補修、邊坡整坡工程及號誌維護等事業

經常性活動交付承攬，因與其經營內容專業有關，且為其專業能力所及，該

工務機關（構）認定為原事業單位，如交通部公路總局各區養護工程處、交

通部高速公路局各區養護工程分局、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養護工程

隊及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等。

(６) 台電公司所屬區處之輸配電工程，為其電力事業之一部分，如交付承攬時，

該區處應認定為原事業單位。

(７) 自來水公司所屬區處之給水工程，為其自來水供應事業之一部分，如交付承

攬時，該區處應認定為原事業單位。

(８) 某電視傳播業將電纜佈設及收視設備安裝交付承攬，因其設有專責組織負責

相關硬體佈設及安裝等施工業務，該等電纜佈設及收視設備安裝為「其專業

能力所及者」，前開交付承攬應認定為「以其事業交付承攬」。

(９) 某醫院將清潔作業暨傳送服務交付承攬，因院區之醫療設施（診間、治療

室、檢查室等）及醫療物品（檢體、血袋、藥品等）為其事業經營所必需，

而有關該醫療設施之清潔及醫療物品之傳送作業為「其專業能力所及者」，

前開交付承攬應認定為「以其事業交付承攬」。

(１０) 某汽車貨運業將理貨作業交付承攬，因該理貨作業「與其經營內容專業有

關」，前開交付承攬應認定為「以其事業交付承攬」。

(１１) 某鋼鐵公司係從事鋼鐵冶鍊、鋼鐵鑄造、鋼鐵軋延及擠型等業務，將工程

鋼構架製造工作交付承攬，因工程鋼構架製造工作「與其經營內容專業有

關」，前開交付承攬應認定為「以其事業交付承攬」。

(三) 告知時機：應於以其事業交付承攬時或工作進行之前告知。於作業開始後才告知者，視為

違反應於事前告知之規定。

(四) 告知方式：應以書面為之或召開協商會議並作成紀錄。未有書面告知或召開協商會議作成

紀錄等佐證資料者，應於會談紀錄記載「無書面告知紀錄」、「書面告知未簽認」（防止

事後補作紀錄）或「未有協商會議紀錄」，並據以認定為違反規定。（職業安全衛生法施

行細則第三十六條）

例如： 事業單位於○○工程○○作業前以合約、備忘錄、協議紀錄、工程會議紀錄、安全

衛生日誌等任何形式文件書面告知承攬人其作業環境、危害因素暨依職業安全衛生

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防災措施者，勞動檢查機構得認定合乎規定，並於會談

紀錄中記載告知事實，如○○作業已以○○文件紀錄具體告知，必要時影印存檔。

(五) 告知內容：告知之內容應為事業單位交付承攬範圍內，原事業單位之工作環境、作業活動

與承攬人提供其勞務有相關之勞動場所內之建築物、設備、器具、危險作業（如動火作

業、高架作業、開挖作業、爆破作業、高壓電活線作業等）及有害作業環境（如局限空間

作業、危害物質作業、高溫作業、生物危害作業等）所可能引起之危害因素暨相關之職業

安全衛生法令規定應採取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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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二十七條檢查注意事項

  本條文之目的係在積極防止共同作業時，各相關事業單位彼此之作業指揮及連絡方式不

一，易造成職業災害，故原事業單位應負二十七條第一項之統合管理義務。

(一) 原事業單位之認定：適用前點第二款規定。

(二) 共同作業之認定：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三十七條規定，本法第二十七條所稱共同作業，指原事業

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於「同一期間」、「同一工作場所」從事工作。作

業活動之場所不論施工期間長短或是否經常出入，如有重疊部分均屬同一期間、同一工作

場所範疇，雖工作僅數小時之吊運鋼筋至工地等作業，亦有共同作業之事實，但工作完

後，無重疊時自可退出協議組織運作。因此，「同一期間」宜以同一工程之期間作為認

定；至「同一工作場所」則宜以工程施工所及之範圍及彼此作業間具有相互關連或幫助關

連認定之。

  同一工作場所原事業單位本身無勞工進行作業時，則不產生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二十七

第一項職業安全衛生統合管理義務。至於事業單位本身勞工有否進行作業則以該事業單位

有否實施工程管理論斷。所謂工程管理指包括監造管理、施工管理、勞務管理等綜合性管

理。

例如：１、 事業單位與承攬人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無法完全劃分，工程並非完全隔離獨立，

與承攬人等彼此作業具有相互干擾（如承攬人動火作業、高架作業或入槽（局

限空間）作業須向事業單位申請工作許可或停送電之連繫等），認定為共同作

業。

２、 電力公司將「配電外線工程」交付承攬，而該承攬人、再承攬人所從事之作

業，如裝設新電桿、橫擔及架空電線等作業，均屬配電外線工程之一部分，而

配電外線工程屬該電力公司事業之一部分；該工程如於裝設新電桿時緊鄰送電

中之舊電桿，而供電中之線路、電桿均為該電力公司營運範圍內勞工作業影響

範圍所及之場所，對承攬人或再承攬人之勞工從事配電外線工程之電桿、鋼製

橫擔裝設作業，已明顯產生感電危害關連，屬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二十七條所稱

之共同作業。

３、 事業單位如於其工作場所內之空地，劃出一部分供承攬人使用，其間隔離區

分，其勞工不致與承攬人之勞工混同工作，且相互間無作業干擾影響之情形，

則非屬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二十七所稱之共同作業。

４、 專責養護之工務機關（構）將其路面補修、邊坡整坡工程及交通號誌維護等事

業經常性活動交付承攬，採自辦監造者，依契約須對承攬商所提施工計畫、施

工詳圖、品質計畫及預定進度表實施審核及管制，且對施工計畫（或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計畫）之安全衛生設備、措施及施工程序等實施查驗，屬職業安全衛

生法第二十七所稱之共同作業；另工務機關（構）將執行監造作業之監督、查

證、督導與檢查事項等工作委託監造者，單純派員對承攬人、再承攬人所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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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作業從事監督，或維護其事業場所之安全秩序管控，此種監督及控管並非

從事該事業單位之業務活動或必要之輔助活動，非屬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二十七

所稱之共同作業。

(三) 原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共同作業時應採取之「必要措施」：

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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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１) 協議組織應由原事業單位工作場所負責人或其代理人召集之，所有承攬人、再承攬人

等之現場工作場所負責人（非職業安全衛生人員）均應參與協議組織運作，並就共同

作業應配合及協調等內容，定期或不定期協議下列事項（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

三十八條）：

ａ、安全衛生管理計畫之實施及配合。

ｂ、勞工作業安全衛生及健康管理規範。

ｃ、從事動火、高架、開挖、爆破、高壓電活線等危險作業之管制。

ｄ、對進入局限空間、有害物質作業等作業環境之作業管制。

ｅ、電氣機具入廠管制。

ｆ、 作業人員進場管制，於工作場所出入口、作業場所（如局限空間、高架作業等）建

立管制性檢查制度，例如實施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健康檢查及參加勞工保險等之查

核。

ｇ、變更管理。

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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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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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ｊ、 其他認有必要之協調事項（如工程說明與附隨工程安全之注意事項、相關承攬事業

單位之提議事項、預定共同安全巡視之實施要項及有關檢點巡視發現之問題等）。

(２) 原事業單位指定之工作場所負責人應為於該工作場所中代表雇主實際執行管理、指揮

或監督勞工從事工作之人，即職業安全衛生統合管理負責人，如負責現場管理之最高

主管。

２、工作之連繫及調整（第二款）

  為了原事業單位、承攬人及再承攬人間彼此的緊密連絡，以安排相關作業之調整，

在每日的安全施工程序協調會中，工作場所負責人或其代理人應經常進行施工或工作程

序的連繫及調整，下列高危險性作業的連繫及調整，特別要落實執行：

(１) 關於前後作業的工作時間的調整，保養的方法，機械停止運轉，停電及供電，作業人

員進入管制等危害防止措施的連繫。

(２) 關於施工架，模板，起重機，打（拔）樁機之組合及拆卸等作業時間的調整及危害防

止措施的連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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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關於物料吊升、卸貨作業時，周邊作業人員間作業時間的調整及危害防止措施的連

繫。

(４) 使用同一施工架進行作業時間之調整，以及作業人員間的聯絡方法。

(５) 使用營建機械進行作業時與周邊作業人員的連絡及調整。

(６) 爆破等相關作業時間的預告與其實施時間的連絡及調整。

(７) 起重機等危險性機械操作信號的統一。

(８) 有機溶劑等有害物容器存放場所的統一。

(９) 工作場所標識（示）的統一。

３、工作場所之巡視（第三款）

  工作場所負責人或其代理人，必須每日巡視工作場所一次以上，以確認設施的安

全、協議事項及連繫與調整事項的落實，並發掘相關問題。在巡視時如發現承攬人或其

作業人員有違法情事應予以糾正。巡視之結果應每日就異常之有無及糾正結果加以記

錄。

４、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第四款）

  原事業單位基於對關係承攬人之安全衛生教育的指導及協助的立場，有必要進行教

育設施的提供，教育資料的提供，講師的支援等，並就交付承攬事業可能產生之危害風

險（如墜落、感電、捲夾等引起之災害），督促承攬人、再承攬人對其所僱用勞工實施

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教育訓練，以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條件有關法令規定。

５、 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事項（第五款）：依職業安全衛生法令規定採取必要安全措

施者。

五、 原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共同作業，承攬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確實查明原事業單位有無採取

防止職業災害之積極作為，並據以認定是否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二十六條及第二十七條之

規定：

(一) 發生職業災害且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令規定。

(二) 未依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三十八條規定實施危險作業之作業管制、人員進場管制或

電氣機具入廠管制而發生職業災害。

(三) 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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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有立即發生危

險之虞之情事，未依職業安全衛生法令規定採取必要安全措施。

(四) 承攬人使用之具有危險性之機械或設備，無檢查合格證或使用超過規定期間。

(五) 營造作業主管及有害作業主管（施工架及施工構台組配、模板支撐組立、鋼構組配、擋土

支撐、隧道等挖掘、襯砌、缺氧作業、異常氣壓作業、屋頂作業等）等未於作業現場從事

監督作業或未經訓練合格；具有危險性之機械或設備之操作人員未僱用經認可之訓練或經

技能檢定之合格人員充任之。

六、其他注意事項

(一) 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雇主應負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安全與健康之責任；承攬人就其

承攬部分負職業安全衛生法所定雇主責任。如有共同作業，其設施共用時，除設施相關承

17



訊息摘要：增訂並修正勞動基準法條文

公(發)布日期：108-05-15

內　　文：

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五月十五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800049091  號

令修正公布第 2、9 條條文；增訂第 22-1 條條文

第 2 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勞工：指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

二、雇主：指僱用勞工之事業主、事業經營之負責人或代表事業主處理有

    關勞工事務之人。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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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平均工資：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六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

    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工作未滿六個月者，指工作期間所得工資總

    額除以工作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工資按工作日數、時數或論件

    計算者，其依上述方式計算之平均工資，如少於該期內工資總額除以

    實際工作日數所得金額百分之六十者，以百分之六十計。

五、事業單位：指適用本法各業僱用勞工從事工作之機構。

六、勞動契約：指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

七、派遣事業單位：指從事勞動派遣業務之事業單位。

八、要派單位：指依據要派契約，實際指揮監督管理派遣勞工從事工作者

    。

九、派遣勞工：指受派遣事業單位僱用，並向要派單位提供勞務者。

十、要派契約：指要派單位與派遣事業單位就勞動派遣事項所訂立之契約

    。

第 9 條   

勞動契約，分為定期契約及不定期契約。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

性工作得為定期契約；有繼續性工作應為不定期契約。派遣事業單位與派

遣勞工訂定之勞動契約，應為不定期契約。

定期契約屆滿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視為不定期契約：

一、勞工繼續工作而雇主不即表示反對意思者。

二、雖經另訂新約，惟其前後勞動契約之工作期間超過九十日，前後契約

    間斷期間未超過三十日者。

前項規定於特定性或季節性之定期工作不適用之。

第 22-1 條

派遣事業單位積欠派遣勞工工資，經主管機關處罰或依第二十七條規定限

期令其給付而屆期未給付者，派遣勞工得請求要派單位給付。要派單位應

自派遣勞工請求之日起三十日內給付之。

要派單位依前項規定給付者，得向派遣事業單位求償或扣抵要派契約之應

付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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