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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蒐集國際勞工組織與歐盟的職業安全衛生策略與行動，並分析德、

日、韓、美、英五國因應職業安全衛生挑戰之政策。根據研究結果，提出我國政

策建議。 

面對全球人口結構的因素和動態、就業型態轉變與工作組織改變等問題，

國際勞工組織呼籲各國建立與維持國家預防性安全衛生文化、導入職業安全衛生

管理系統，並且改善中小企業、非正式經濟事業單位、弱勢勞工的工作條件與方

法；歐盟敦促預防社會心理性質的風險並一致降低職災與職業病。 

各國遭遇的挑戰有許多相同之處，例如：人口結構改變、小型事業單位職

災率偏高、製造業與營建業職災率偏高、肌肉骨骼傷害與精神心理疾病較為嚴

重、新技術的暴露與危害、就業類型多元化。 

各國均以持續加強職業傷病預防為焦點，投注較多的資源在：(1)安全衛生

脆弱的事業單位、勞工、行業或產業部門；(2)對於新材料危害性的研究；(3)肌

肉骨骼傷害與精神心理疾病之預防；(4)健康促進。有些國家面臨個別問題，例

如：德國農業中的傳染病新風險較受到關注；日本過勞死較為嚴重、石綿危害引

發之職業病較受到關注；美國礦工的安全衛生受到重視，救災人員的安全衛生亦

特別列入職業安全衛生政策。 

各國均有非政府機構參與執行職業安全衛生政策，例如：德國職災保險聯

合會、日本中央職業災害預防協會、韓國的職業安全衛生法人機構、英國的安全

衛生委員會／署、美國承保職災保險的民營保險公司。 

本研究建議我國：(1)參照德國「德國職業安全衛生共同策略」制定過程，

研擬長期策略，整合職業安全衛生政策成一體系；(2)重視非典型勞工職業安全

衛生問題，訂立專法保障；(3)加強對職業安全衛生新生問題的關注，提供中小

企業技術協助；(4)在各級學校教育、職業訓練機構納入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5)建立國家安全衛生管理系統，形塑國家安全衛生文化；(6)考慮成立其他非政

府機構從事職災預防工作。 

關鍵詞：日本中央職業災害預防協會、英國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署、國際勞工

組織、歐盟、德國職災保險聯合會、韓國職業安全衛生法人機構、職業

安全衛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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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collected 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OSH) strategies and 

ac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and European Union (EU). Also, 

it analyzed OSH policies, their implementing institutions, and research trend in 

Germany, Japan, South Kore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Kingdom.  

In response to forces of change that prevail in national and global 

socio-economic contexts, such as the effects of demographic factors and dynamics, 

employment shifts and work organization changes, and the fast pace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he ILO develops a global strategy including the building and maintenance 

of a national preventative safety and health culture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a systems 

approach to OSH management. The EU requests its Member States to make 

considerable progress in reducing the incidence of work-related accidents and 

illnesses, and the emergence of new risks, especially those of a psychosocial nature.  

The five countries under study have faced problems mostly in common, 

including demographic change, higher incident rates in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SMEs), and manufacturing and construction sectors, and employment shifts. In 

response, their OSH policies focus on preventing occupational accidents and diseases. 

They invest more resources on: (1) vulnerable enterprises, workers, and economic 

sectors; (2) studying new hazards; (3)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 and psychological 

illness; (4) health promotion. Some of the countries have particular OSH problems, 

such as infectious diseases in agriculture, Karoshi and asbestosis in Japan, and safety 

of rescue crew in emergency in the U.S.  

All of the five countries have non-governmental institutions to involve in 

implementing OSH policies, especially preventing occupational accident. These 

institutions are German Social Accident Insurance, Japan Industrial Safety and Health 

Association, Korea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gency, and UK Health and 

Safety Commission/Executive. In the U.S., private insurance companies also take 

initiatives in accident prevent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should: (1) develop its long-term 

OSH strategy and integrate OSH polices into a system; (2) pay attention to the OSH 

problems of non-regular workers; (3) strengthen the study on newly emergent hazards 

and provide SMEs with technical assistance; (4) promote OSH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schools and training institutes; (5) build OSH management system at the 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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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and (6) consider to create non-government agencies to implement OSH policy.  

 

Keywords: European Union, German Social Accident Insurance,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Japan Industrial Safety and Health Association, Korea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gency,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policy, UK Health and Safety Commission/Executiv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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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背景分析 

根據國際勞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的統計，全世界每

年約有 2 億 7,000 萬人遭受職業災害，1 億 6,000 萬件職業病例，其中約 200 萬

人因此而喪命，對工作場所與個人造成極大的社會及經濟損失(ILO, 2008a)。今

天，在經濟全球化的浪潮下，政府與企業面臨降低勞動成本的壓力，社會安全費

用被視為是競爭力的阻礙，因此，除了職業災害的某些傳統原因仍然存在之外，

又出現許多威脅職業安全衛生的新生問題。 

為因應全球化趨勢對勞工的不利影響，國際勞工組織(ILO)理事長 Juan 

Somavia 在 1999 年的國際勞工大會中提出「合宜勞動」(decent work)議程，表達

對各國未來勞動保護的展望，職業安全衛生即為該議程中重要課題之一，甚至宣

稱「合宜勞動等於安全勞動」(Decent Work＝Safe Work)，或「合宜勞動必須是安

全勞動」(Decent Work must be Safe Work)。 

2001 年，國際勞工組織(ILO)揭示「職業衛生安全基本原則」(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要求各國政府必須與社會伙伴以及其

他利害關係人諮商，建構職業衛生安全政策，以預防與保護作為各項政策與方案

的目標，而且透過檢查確保政策遵從(Alli, 2001)。2006 年，國際勞工組織(ILO)

通過「提升職業安全衛生架構公約」(Promotional Framework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Convention)(第 187 號)，增補 1981 年的「職業安全衛生公約」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Convention)(第 155 號)；2008 年，再根據「提升

職業安全衛生架構公約」修正 2001 年的「職業衛生安全基本原則」(Alli, 2008)。 

與國際勞工組織(ILO)合作密切的「國際社會安全協會」(International Social 

Safety Association; ISSA)在 1957 年開始正式涉入職業安全衛生工作，成立「職業

風險預防常設委員會」(Permanent Committee on the Prevention of Occupational 

Risks)，並在 1969 年將其更名為「預防特別委員會」(Special Commission on 

Prevention)，列為該協會技術委員會(Technical Commissions)之一。這個委員會在

國際層次上發動、協調與指導促進預防的相關行動，尤其是職業災害與職業病的

預防，並在重要預防議題上採取特定的立場。 



 2

國際社會安全協會(ISSA)體察全球化巨大變遷對勞工健康的衝擊，近十餘年

來對此課題尤其關注。2007 年，該協會提出以職業安全衛生為核心的「動態社

會安全」(Dynamic Social Security)策略性概念，希望各國本諸下列五項重點推動

整合性的動態社會安全(ILO, 2008b: 16)： 

1. 勞工健康必須被認定為是公司與社會的策略性資產； 

2. 勞工健康是社會的責任而且需要社會增加投資； 

3. 勞工健康必須被所有社會安全機構關注； 

4. 勞工健康必須是包含所有勞工的健康； 

5. 勞工健康需要伙伴們合作與創新。 

自 1955 年以來，國際社會安全協會(ISSA)與國際勞工組織(ILO)共同籌辦三

年一次的世界安全衛生大會(World Congress on Safety and Health at Work)，第 18

屆大會於 2008 年 6 月底在首爾舉行；在這次大會前的安全衛生高峰會上，50 餘

位包含各國政府部長級官員、跨國企業執行長、社會安全領袖、資深安全衛生專

家以及勞資雙方代表，史無前例地簽署了「職業安全衛生首爾宣言」(Seoul 

Declaration on Safety and Health at Work)(以下簡稱「首爾宣言」)，作為建構全球

職業安全衛生文化的新藍圖，為勞資政三方加強合作以降低職災建立基準，並且

強調安全衛生的工作環境權利應該是基本人權(ILO, 2008b: 14)。2008 年 9 月 10

日，各國代表在首爾進行首屆全球論壇，討論「首爾宣言」的後續行動(ISSA, 

2008/09/15)。國際社會安全協會(ISSA)除了是「首爾宣言」的主要草擬者之外，

也是後續行動的主要的推動者。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也注意到了全球化趨勢中

職業對人們健康的衝擊，1994 年 10 月，該組織的所有職業衛生合作中心第二次

會議在北京召開，與會人士表示，他們深切察覺工作生活正急遽變遷，使世界各

國勞工的健康與環境衛生受到影響，亟需發展職業衛生政策，因此發表「照顧所

有人的職業衛生宣言」(Declaration on Occupational Health for All)，並制定「照顧

所有人的職業衛生」全球性策略(WHO Global Strategy for “Occupational Health for 

All”)。2005 年，世界衛生組織(WHO)提出「基本職業衛生服務」(Basic Occupational 

Health Services; BOHS)政策，目的在提供尚未獲得健康服務或服務未達標準的所

有工作場所相關服務，不過主要對象是中小企業、自營作業者、農人、非正式部

門(informal sector)受雇者(WHO,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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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年，世界衛生組織(WHO)秘書處根據各職業衛生合作中心、會員國、

勞資雙方組織與國際勞工組織(ILO)的意見，訂定「2008-2017 年勞工健康全球行

動計畫」(Global Plan of Action on Workers' Health, 2008-2017)，促請會員國與勞

資雙方合作設計執行此項行動的政策與計畫，同時建立執行、評量與監督的適當

機制與法律架構，提供所有勞工預防職業傷害與疾病的基本職業衛生服務(WHO, 

2007)。 

由以上的說明可知，自二十世紀最後十年以來，國際勞工組織(ILO)、國際

社會安全協會(ISSA)、世界衛生組織(WHO)這三個重要機構都致力於提升各國職

業安全衛生水準，強化保護勞工免於職業傷害與疾病，特別是弱勢或容易被忽略

的勞工。國際勞工組織(ILO)是一個宣稱促進勞工福祉的機構，這個組織關注職

業安全衛生不足為奇；值得注意的是，國際社會安全協會(ISSA)與世界衛生組織

(WHO)服務的對象具有普遍性，如今特別對勞工的安全與健康表達嚴重關切，足

見它們已經發現全球新形勢下，職業災害與職業病已經成為危及人們生活與健康

的重要因素。 

儘管國際組織不斷提出重視職業安全衛生的呼籲，事實上安全衛生工作的

落實並達到真正保護勞工的目的是各個國家的責任。許多工業先進國家有較為妥

善的政策，建立廣泛周全的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職災率因而持續下降，即便

如此，這些國家仍不斷朝著零災害的目標努力。相反地，發展中國家的職災率則

持續上升，舉例來說，巴基斯坦的工廠工人職災死亡人數是法國的八倍多(Alli, 

2008)。因此，工業先進國家的職業安全衛生政策有值得參考學習之處。 

第二節 研究主旨 

本研究以「各國職業安全衛生政策趨勢之探討」為題，選取德國、英國、

美國、日本、韓國作為對象，探討這五個國家職業安全衛生政策的趨勢，並提供

相關資訊以協助我國在訂定降低職業災害策略時參考，促進安全衛生之工作環

境。為了界定本研究探討的範圍，首先需要釐清「職業安全衛生」與「政策」這

兩個概念。 

職業安全衛生是關切保護工作者安全、健康與福祉的一個跨學科領域，它

的次級效果可以保護同事、家庭成員、雇主、顧客、供應商、鄰近社區與其他受

工作場所環境影響的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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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年，「國際勞工組織與世界衛生組織職業衛生聯合委員會」(Joint 

ILO/WHO Committee on Occupational Health)第一次會議對職業衛生的定義取得

共識，1995 年的第 12 次會議加以修正，國際勞工組織(ILO)就以此界定廣義的職

業安全衛生(ILO, 2008c)： 

職業衛生的目標應是：促進與維持所有行業中之勞工最高程度的生理、心

理與社會福祉，預防勞工因工作環境導致的健康上變化，保護勞工在受僱

過程中免受不利於健康因素的風險，安置與維持勞工在一個其生理和心理

能力均能適應的職業環境，簡言之，也就是使工作能適合人、使人能適應

其工作。 

公共政策是政府針對所察覺的問題所發表的聲明與採取的行動(Ripley and 

Franklin, 1991: 1)。Starling(1988: 1-3)指出，政策相關概念有一個層級式的位階，

其次序為：政策(policy)、計畫(plan)、方案(program or project)、行動(action)。政

策是目的或目標的一般性陳述，也可說是按優先順序排列的一組目的(goals)；計

畫是為達成政策目的之特定方法，也就是達成一項政策目的之一組具體目標

(objectives)；方案是達成一項計畫目標之一組特定行動(參見圖 1.1)。這個層級式

的位階是上位階指導下位階，下位階透過妥善規劃與執行以達成上位階的目的或

目標。因此，政策是一種界定行動範圍的指南，而政策行動則是由各種機構

(agencies)以方案的形式去執行(Dunn, 2008: 278)。 

為了制定比較好的政策，決策者通常會先有策略(strategy)；策略是指「已經

證明能有效幫助人制定較佳公共政策的概念(concepts)、命題(propositions)、技巧

(techniques)」(Starling, 1988: 9)。 

綜合以上所述可知，職業安全衛生政策就是政府為解決所察覺的安全衛生

問題所發表的聲明與採取的行動，政策的內容則相當廣泛，大致上包含安全衛生

標準、職業衛生服務、預防與保護措施、健康促進與教育訓練、勞動檢查等等。

這些政策經過立法、制定規範，然後由各種機構去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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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  政策、計畫與方案關係 

資料來源：Starling(1988: 3) 

 

經過以上的概念釐清之後，可以具體地陳述本研究的內容如下： 

1. 德、日、韓、美、英五國面對的職業安全衛生問題與因應策略 

職業安全衛生政策的制定是要解決政府所察覺的相關問題，這是政

策形成的主要背景。各國所面臨的安全衛生問題不見得完全相同，即使

問題完全相同，每一類問題的嚴重性或威脅程度或許不同，決策者的策

略性思考首要原則是：決定將資源集中在問題的關鍵方面(Starling, 1988: 

230)。這種策略性思考影響政府選擇「做什麼」與「不做什麼」，也決

定了政策目的或目標的優先順序。 

2. 德、日、韓、美、英五國職業安全衛生政策的內容 

各國政府為解決安全衛生問題會制定、修改相關法規、規範，然後

據以擬訂計畫與實施方案，本研究探討各國的法規以及主要的計畫與實

施方案內容。 

3. 德、日、韓、美、英五國執行職業安全衛生政策的主要機構 

毫無疑問，制定職業安全衛生政策的機構是特定的政府機關或單

位，但是有些國家將政策制定與執行的機構分開，執行機構往往已非政

府行政機關。因此，本研究探討各國執行安全衛生政策機構的性質與定

政策(policy) 

按優先順序排列的一組

目的(Goals) 

計畫(plan) 

達成目的的一組可測量

之目標(Objectives) 

實施方案(program) 

達成計畫目標的一組

特定行動(Actions) 

G1 

○G2  

G3 

‧ 

‧ 

‧ 

‧ 

O1 

O2 

O3 

○O4

‧ 

‧ 

‧ 

A1 

A2 

A3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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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並觸及它們的執行方式。 

4. 德、日、韓、美、英五國職業安全衛生研究發展趨勢 

制定良好適切的職業安全衛生政策除了需要有策略的指引之外，更

需要研究發展支撐，尤其面臨全球化新產生的安全衛生問題，國際組織

與各國政府莫不鼓勵創新，於是研究發展所扮演的角色較以往更為重

要。因此，本研究將探討各國在職業安全衛生研究發展上的趨勢。 

5. 國際勞工組織(ILO)與歐盟(European Union; EU)的職業安全衛生策略與

行動 

國際勞工組織(ILO)訂定的職業安全衛生原則以及發布的相關公約

和建議書，往往成為各個國家遵循的依據，因此有必要對該組織的策略

與行動加以探討。其次，本研究對象中的德、英兩國是歐盟(EU)會員國，

受歐盟(EU)職業安全衛生策略與行動的指引，因此歐盟(EU)職業安全衛

生策略目標、相關指令、執行方法與執行機構等亦加以探討。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除了分別針對研究對象—國際勞工組織(ILO)、歐盟(EU)以及德國、英

國、韓國、日本、美國—進行個案描述之外，並根據研究主題涉及的重要面向形

成比較架構。首先，蒐集各國相關法令、書籍、報告、官方文件中有關職業安全

衛生問題、特性與因應策略、職業安全衛生政策的內容、執行職業安全衛生政策

的主要機構、職業安全衛生研究發展趨勢。 

由於各國在全球化之下所遭遇的職業安全衛生問題不見得相同，因此本研究

在蒐集各國的資料之後，再使用比較法加以分析比較各國職業安全衛生政策與研

究的諸面向，包括(一)政策內容、主要計畫與實施方案、主要執行機構、性質、

定位與任務分工；(二)職業安全衛生研究之策略與主題領域、研究機構之屬性、

任務分工、執行方式、經費投注與分配情況，以作為我國參酌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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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際勞工組織與歐盟的職業安全衛生 
策略與行動 

第一節  國際勞工組織的職業安全衛生策略與計畫 

國際勞工組織(ILO)自 1919 年成立以來，職業安全衛生一直是其核心議題，

也是達到 1999 年所訂「合宜勞動議程」目標的基本要求。目前，2003 年通過的

「職業安全衛生全球策略」(Global Strategy on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是

全球推動職業安全衛生整體計畫的方針，以下根據這份文件(ILO, 2004)，說明該

組織察覺的全球職業安全衛生挑戰，以及因應挑戰所的策略與行動計畫。 

 

一、全球職業安全衛生的挑戰 

國際勞工組織(ILO)估計，全球每年死於職業災害與職業病的勞工超過 200

萬人，而且這個數字仍在不斷增加之中。 

根據國際勞工組織(ILO)觀察，全球職業安全衛生面臨的挑戰一方面是大家

熟知的危害與風險仍然存在，如：危險物質、機器和工具、手工操作等等，另一

方面是新生議題出現，如：生物危害、社會心理危害、肌肉骨骼傷害等等。此外，

在國家和全球的社會經濟環境中，某些變革的力量也影響職業安全與衛生，例

如：人口結構的因素和動態、就業型態轉變與工作組織改變、性別分化(gender 

differentiation)、企業規模與結構以及生命週期、技術進步快速等等，這些都是產

生新型危害、暴露和風險模式的關鍵問題。 

面對上述挑戰，國際勞工組織(ILO)認為，需要開發新的策略和解決方法，

建構預防與控制措施，同時因應新舊危害與風險，也需要依靠和利用集體的知

識、經驗與良好操作規範，對各種變遷做出適當的回應。 

 

二、職業安全衛生策略 

國際勞工組織(ILO)的「職業安全衛生全球策略」有兩個重要的基本支柱：

一是建立與維持國家預防性安全衛生文化，二是導入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途

徑。 

(一)建立與維持國家預防性安全衛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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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際勞工組織(ILO)的界定，預防性安全衛生文化意味著一種政府、雇

主和勞工所有層級都尊重安全衛生工作環境權利的文化，在這種文化中，上述三

方透過界定明確權利、責任和義務的制度，積極參與確保安全衛生的工作環境，

而且大家都接受預防原則居最優先地位。 

國際勞工組織(ILO)認為，建立與維持預防性安全衛生文化，必須利用一切

可能方法提升對危害與風險觀念以及預防或控制方法的普遍知覺、知識與理解。 

(二)導入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途徑 

2001 年 6 月，國際勞工組織(ILO)公布「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指引」

(Guidelines on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Management Systems)(ILO-OSH 

2001)，已經發展出企業層級的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途徑；職業安全衛生全球

策略主張，在這個觀念與相關方法的基礎上，倡導國家的職業安全衛生系統也採

用這種系統途徑。 

 

三、職業安全衛生行動計畫 

國際勞工組織(ILO)推動職業安全衛生的行動計畫內容包括：(1)推動、喚起

知覺與倡導；(2)運用國際勞工組織(ILO)的工具；(3)技術協助與合作；(4)知識發

展、管理與傳播；(5)國際合作。以下分別說明。 

(一)推動、喚起知覺與倡導 

國際勞工組織(ILO)認為，長期而言，培養和促進預防性安全衛生文化是提

升職業安全衛生績效的基礎，促進預防性安全衛生文化需要領導；因此，該組織

應對不同的促進作法扮演倡導者角色，這些作法包括： 

1. 支持辦理年度國際性推廣活動，旨在提高對職業安全衛生重要性的普遍

知覺，並促進勞工的安全衛生權利； 

2. 設法提高國際勞工組織(ILO)及其職業安全衛生工具的能見度； 

3. 發積極推動一種重要觀念：健全的工作安全衛生管理是國家和企業兩個

層級實現穩固與持續之預防性文化最有效手段； 

4. 策略性地利用國際會議促進預防性安全衛生文化，包括由國際勞工組織

(ILO)和國際社會保障協會(ISSA)三年聯合舉辦一次的世界職業安全-衛

生大會(World Congress on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5. 國際勞工組織(ILO)內部也執行「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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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鼓勵由國家最高行政當局啟動國家職業安全衛生方案。 

(二)運用國際勞工組織的工具 

國際勞工組織(ILO)的職業安全衛生工具包括：(1)發展建構職業安全衛生推

動框架的新工具；(2)修正相關公約與建議書；(3)提高工具對應挑戰的適切性；

(4)有系統地更新操作守則與技術準則。以下分別說明。 

1. 發展建構職業安全衛生推動框架的新工具 

國際勞工組織(ILO)主張，本身應該優先發展出一種建立職業安全衛生領域

推動架構的新工具，旨在確保優先考慮國家議程中的職業安全衛生，形塑以一種

三邊關係形式制定改善職業安全衛生國家策略的政治承諾，國家策略的基礎則是

預防性安全衛生文化與管理的系統途徑。這種務實和建設性的工具尤其應該促

進：(1)勞工有安全衛生工作環境的權利；(2)政府、雇主和勞工有各自的責任；

(3)建立職業安全衛生三方協商機制；(4)在工作場所層級危害與風險評估和管理

原則的基礎上，制定與執行國家職業安全衛生方案；(5)採取促進預防性安全衛

生文化的主動作為；(6)勞工參與所有相關層級並具有代表性。 

2. 修正相關公約與建議書 

國際勞工組織(ILO)認為，應該優先考慮修正的公約與建議書包括：1963 年

的「機器防護公約」(Guarding of Machinery Convention, 1963 (No.119))和「機器

防護建議書」(Guarding of Machinery Recommendation,1963 (No. 118))；此外，應

依據 1990 年的「化學品公約議定書」(Protocol to the Chemicals Convention, 1990 

(No. 170))，以合併的方式修正 1919 年的「鉛中毒(婦女和兒童)建議書」(Lead 

Poisoning (Women and Children) Recommendation, 1919 (No. 4))與「白磷建議書」

(White Phosphorus Recommendation, 1919 (No. 6))、1921 年的「白鉛(塗料)公約」

(White Lead (Painting) Convention, 1921 (No. 13))、1971 年的「苯公約」(Benzene 

Convention, 1971 (No. 136))與「苯建議書」(Benzene Recommendation, 1971 (No. 

144))。 

3. 提高工具對應挑戰的適切性 

國際勞工組織為了提高工具對應當前挑戰的適切性，認為應該在人因工程

和生物危害領域最優先發展新工具，其次是發展機器防護的操作守則；同時，未

來進行的活動應關切與工作有關的社會心理危害。 

4. 有系統地更新操作守則與技術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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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勞工組織(ILO)認為，職業安全衛生領域處在技術持續演變的環境中，

開發高水準的工具應該以關鍵原則為重點，較為過時的要求應透過操作守則與技

術準則之形式詳細加以說明，國際勞工組織(ILO)應該發展有系統的方法更新這

些守則和準則。 

(三)技術協助與合作 

技術協助與合作重點包括：(1)針對有需要的國家提供協助與合作；(2) 整合

三方努力改善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系統；(3)國家最高當局領導推動職業安全衛生

系統；(4)制定評量國家職業安全衛生方案進展的工具；(5)加強職業安全衛生地

區組織的能力與知識。以下分別說明。 

1. 針對有需要的國家提供協助與合作 

為了及時強化國家的職業安全衛生能力與方案，對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

提供技術諮詢和財務支援相當重要。國際勞工組織(ILO)認為本身在訂定技術合

作方案上，應該優先考慮最急需協助的國家以及明確承諾會持續行動的國家。而

且，制定與執行技術合作方案時，首先需要在國家、區域和國際層級上加以評估，

才會有效；可能的話，這些方案應該在區域層級發揮多重效果，而且能夠長期自

我維持。 

2. 整合三方努力改善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系統 

國際勞工組織(ILO)認為，整合三方努力改善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系統的有效

方式是制定國家職業安全衛生方案，由最高政府當局支持與發動這些方案，對強

化國家這方面能力的效果最大，也因此能夠動員國家和國際資源。 

3. 國家最高當局領導推動職業安全衛生系統 

國際勞工組織(ILO)主張，國家職業安全衛生方案應涵蓋國家政策、公開宣

示並記錄在案的高層承諾和願景、國家策略，而國家策略則應包含國家職業安全

衛生概況、目標、指標、責任、資源和政府領導。 

4. 制定評量國家職業安全衛生方案進展的工具 

國際勞工組織(ILO)要求本身在制定協助建構與執行國家職業安全衛生方案

時，應考慮訂定適當與務實的輸入、過程和輸出指標，旨在提供一個工具來評量

三方的進展，並且作為定期審查以及確定未來預防職災與職業病優先行動的基

礎。 

5. 加強職業安全衛生地區組織的能力與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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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勞工組織(ILO)認為本身的職業安全衛生地區組織(field structures)應該

加強能力和專業知識，以便將各會員國的需求更確切地表達；此外，國際勞工組

織(ILO)總部與各地區組織間的溝通應該加強與改進，以確保所蒐集的國家資料

能夠有效利用在規劃與制定方案上。 

(四)知識發展、管理與傳播 

國際勞工組織(ILO)在知識發展、管理與傳播方面的重點包括：(1)增進協助

會員國改善發展、處理和傳播知識的能力；(2)加強職業安全衛生研究；(3)協助

會員國獲取職業安全衛生資訊；(4)開發蒐集、分析資料的一致性方法；(5)加強

教育訓練；(6)加強「種子師資訓練」(train-the-trainer)與建立開發中國家訓練機

制。以下分別說明。 

1. 增進協助會員國改善發展、處理和傳播知識的能力 

確認關鍵優先事項、制定一致與適切的策略、執行國家職業安全衛生方案

均為職業安全衛生重要工作，其先決條件是國家要具備符合政府、雇主與勞工需

求的發展、處理和傳播知識之能力。國際勞工組織(ILO)本身應繼續增進其協助

開發會員國在此領域的能力、回應他們的具體需求。 

2. 加強職業安全衛生研究 

國際勞工組織(ILO)應該對職業安全衛生領域特定優先主題加強研究，最好

是與其他相關組織共同合作，研究成果則作為決策和行動的基礎。 

3. 協助會員國獲取職業安全衛生資訊 

讓每一位有需要的人能夠透過各種傳播方式(如：CD-ROM、網際網路)，免

費獲取國際勞工組織(ILO)職業安全衛生資訊；尤其重要的是，協助會員國將重

要的職業安全衛生文件和資料翻譯成當地語言。此外，國際勞工組織(ILO)還應

該與其他相關組織和機構合作，將該組織各資訊中心和網絡整合進更廣泛的全球

職業安全衛生資訊網絡，使會員國輕易取得高品質和多種語言的職業安全衛生資

訊與資料庫，尤其是職業安全衛生立法、科學和技術指引、教育訓練資料、良好

操作規範等。 

4. 開發蒐集、分析資料的一致性方法 

國際勞工組織應致力開發國際和國家蒐集、分析職災與職業病資料的一致

性方法，也應該支援會員國蒐集、分析、處理和宣導資訊的技術，並且利用可靠

資訊規劃、設定優先順序與決策程序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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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加強教育訓練 

國際勞工組織呼籲，從學校與其他教育訓練機構開始就提供相關教育，這

是提高職業安全衛生議題知覺的基本工作；某些群體需要更進階的職業安全衛生

教育訓練，包括：管理階層、督導員、勞工與勞工代表、負責安全衛生的政府官

員。 

6. 加強「種子師資訓練」與建立開發中國家訓練機制 

國際勞工組織應採取「種子師資訓練」(train-the-trainer)途徑，開發實際且

容易使用的訓練教材與方法，改善各地區組織職業安全衛生資訊宣導的能力並提

供他們訓練，尤其是該組織各訓練中心人員。此外，應協助開發中國家建立勞工

與勞工代表、雇主都能參與的職業安全衛生訓練機制，其訓練應著重預防行動與

找出切實可行的解決辦法，並且特別關注較弱勢的勞工和非正式經濟中的勞工。 

(五)國際合作 

國際勞工組織(ILO)在職業安全衛生活動方面與其他國際組織和機構合作，

已經證明是維護本身價值和觀點的有效方法，尤其是與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合

作最為明顯。 

國際勞工組織(ILO)應該進一步提高職業安全衛生角色的能見度和影響力，

尤其是在有共同興趣與使命的幾個組織之間，以及活動成果對國際勞工組織(ILO)

會員國有利之處，這種類型的合作應進一步鼓勵和加強，舉例來說，「國際勞工

組織／世界衛生組織職業衛生聯合委員會」(ILO/WHO Joint Committee on 

Occupational Health)、世界衛生組織的「國際化學品安全處」 (International 

Programme on Chemical Safety)與「化學品妥善管理規劃處」(Inter-Organization 

Programme for the Sound Management of Chemicals, IOMC)、「國際職業衛生委員

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Occupational Health; ICOH)的工作就應該多加關

注。 

 

四、一般性考量 

國際勞工組織(ILO)制定與執行全球策略時，應當致力於有特別需要協助與

願意加強職業安全衛生能力的國家；在國家層級的策略上，應該考量改善企業層

級工作條件的方法，包括中小企業和非正式經濟中的事業單位，同時，針對青年、

身心障礙、移民勞工、自營作業者等弱勢勞工，可使用下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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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擴大法令適用範圍； 

2. 加強執行與檢查能力； 

3. 加強提供職業安全衛生領域技術顧問與協助的能力； 

4. 使用經濟性誘因； 

5. 加強初級健康照護制度與職業衛生之間的聯繫措施； 

6. 在學校課程與整個教育系統中，導入危害、風險和預防觀念，作為建立

強固和維持預防性安全衛生文化的有效方法。 

最後，需要進一步考量的是：在職業安全衛生標準系絡中(in the context of 

OSH standards)性別的特殊因素、其他工具、管理系統和操作。 

第二節  歐盟的職業安全衛生策略與執行 

職業安全衛生目前是歐盟(EU)就業與社會政策中最重要而且是高度發展的

領域，就業與社會政策的依據是歐盟條約(EC Treaty)第 137 條。歐盟執行委員會

(European Commission)是職業安全衛生策略的制定機構，歐洲職業安全衛生局

(European Agency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t Work; EU-OSHA)」則是執

行職業安全衛生策略的單位。 

 

一、2007-2012歐盟職業安全衛生策略 

(一)背景 

2002 年，歐盟執行委員會(以下簡稱「歐盟執委會」)訂定「2002-2006 歐盟

職業安全衛生策略」(EU Strategy on Safety and Health at Work, 2002-2006)(以下簡

稱「2002-2006 共同體策略」)，這項策略採取工作福祉整體途徑，考量工作場所

的變化與新出現的風險，尤其是社會心理性質的風險。 

「2002-2006 共同體策略」執行結束之後，評量報告1總結指出，此項策略

已經在國家層級上重新啟動預防政策，提出一致性與具說服力的論點，有助於以

伙伴關係達成目標，並且促使有利害關係的各方在達成預防工作目標的方法上採

取策略性考量。此項策略也告訴大眾，職業安全衛生是品質管理絕對必要的內

                                                 
1 此報告全名為：The report on the evaluation of the Community strategy on health and safety at work 

2002-2006 -SEC(2007)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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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也是經濟表現與競爭力的重要特徵，因而提高了他們對職業安全衛生重要性

的體認(European Commission, 2007: 2)。 

歐盟(EU)執行「2002-2006 共同體策略」展現出許多具體成果，舉例來說，

2002-2004 年間，15 個會員國的職災死亡率降低 17％，因職災請假三天以上的比

率降低 20％(European Commission, 2007: 3)。 

(二)職業安全衛生的主要挑戰 

儘管執行「2002-2006 共同體策略」獲致相當成效，但是根據「歐洲改善生

活與工作條件基金會」(European Founda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Living and 

Working Conditions; Eurofound)2的「第四次歐洲工作條件調查」，仍有許多歐洲

勞工持續察覺他們的工作對健康或安全有威脅(European Commission, 2007: 

3-4)： 

1. 將近 28％的歐洲勞工說，他們受非職災造成的健康問題所苦，這些問題

是或者可能是因他們目前或以前的工作造成或更形惡化； 

2. 平均有 35％的勞工感覺他們的工作對健康造成風險；3 

3. 職業風險並非一致性的降低，某些類別的勞工仍然過度暴露於職業風

險，例如青年勞工、工作不穩定勞工、年長勞工與移民勞工；某些類型

的公司比較脆弱，尤其是中小企業，它們的資源有限，無法設置複雜的

勞工保護系統；某些部門仍然有特殊危險，例如：營建／土木工程、農

業、漁業、運輸業、健康照護業和社會服務業。 

除了上述威脅之外，在「2002-2006 共同體策略」報告中確認的一些職業安

全衛生挑戰，其重要性持續增加，包括： 

1. 人口結構的變化與勞動人口老化； 

2. 新的就業趨勢，例如：自營作業增加、外包與中小企業僱用人數增加； 

3. 新的與更多的移民進入歐洲； 

4. 女性勞工持續增加，而尤其影響女性勞工的安全衛生情況隨之增加； 
                                                 
2 「歐洲促進生活與工作條件基金會」是歐盟（EU）的一個自主單位，成立之目的是協助未來

社會與工作相關事項的政策制定。「第四次歐洲工作條件調查」中有關職業安全衛生的統計資料

可參閱 Eurofound（2007: 29-40; 61-66）。 
3 本研究對象中之英國與德國比率最低，前者約 20％，後者約 25％（Eurofound, 2007: 61），隱

示這兩個國家的職業安全衛生在歐盟（EU）國家中堪稱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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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某些類型的職業病更為普遍，包括：肌肉骨骼傷害、傳染病、與心理壓

力相關的疾病； 

6. 職業危險因素的性質隨著變革加速正在改變，新的風險因素如工作中的

暴力(包括性騷擾與心理騷擾)與藥物上癮、工作型式的轉變(工作生活變

得更支離破碎)等等，這些改變意味著需要進行專業研究，找出有效的預

防措施，以便對問題有更深入的瞭解； 

7. 最 後 ， 各 會 員 國 實 際 執 行 共 同 體 立 法 的 程 度 各 有 不 同 (European 

Commission, 2007: 4)。 

基於上述原因，歐盟執委會指出，未來必須繼續並更努力提升職業安全衛

生水準，因此訂定「2007-2012 歐盟(EU)職業安全衛生策略」(EU Strategy on Safety 

and Health at Work, 2007-2012)，作為未來五年工作的方針。 

(三)2007-2012 歐盟職業安全衛生策略目標 

「2007-2012 歐盟職業安全衛生策略」(以下簡稱「2007-2012 共同體策略」)

的首要目標仍然是：持續且一致性降低職災與職業病；歐盟執委會設定的整體目

標是：這五年之間，27 個會員國的職災率每 1 萬名勞工降低 25％(European 

Commission, 2007: 4)。 

(四)2007-2012 歐盟職業安全衛生策略執行方法 

為了達成策略目標，歐盟執委會建議利用下列方法(European Commission, 

2007: 4-15)：(1)保證妥適地執行歐盟(EU)立法；(2)支持中小企業全面執行立法；

(3)針對工作場所的改變，尤其是從中小企業的角度，調整法律架構並且加以簡

化；(4)推動訂定並執行國家策略；(5)鼓勵勞工改變工作行為，同時鼓勵雇主採

取以健康為焦點的途徑；(6)完成確認與評估新潛在風險的方法；(7)改善追蹤工

作進展的方法；(8)在國際層次上推動安全衛生。歐盟執委會建議上述各種執行

方法的具體措施如下： 

1. 建立現代的與有效的法律架構 

(1)加強執行共同體立法 

2004 年，歐盟執委會通過實際執行 89/397/EEC 指令與其五份個別指令架構

的報告，表示這些指令對國家層級保護的程度有正面影響；不過，報告中也指出

適用共同體立法上的嚴重缺點，尤其是在有風險的部門，以及有最弱勢勞工工作

的部門(如：中小企業與公部門)，最弱勢的勞工是指青年、定期契約工與低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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勞工。因此，國家策略應該優先執行一整套能保證高度遵從立法的方法，尤其是

在中小企業與高風險部門，包括： 

A. 在地方層級推廣良好操作規範； 

B. 訓練白領與藍領勞工； 

C. 發展簡單的評估工具以強化風險評估； 

D. 分發以簡單語言書寫的資訊和指導方針，使人容易讀懂而且容易實施； 

E. 改善資訊傳遞與接觸諮詢的管道； 

F. 能使用高品質且負擔得起的外界預防服務； 

G. 勞動檢查員扮演促進中小企業更遵從立法的中介者，主要方式是透過教

育、說服和鼓勵，必要時才採取強制措施； 

H. 在共同體層級與國家層級，對微型企業和中小企業使用經濟性誘因。 

最後必須強調的是，每當試圖將職業安全衛生立法適用到再承攬情況時，

遭遇的問題更多，因為雇主對其勞工採取的預防措施有限，這種情況越來越普

遍，需要在國家與共同體層級給予特別關注。 

(2)加強以合作的方式監督立法適用 

會員國必須將共同體有關職業安全衛生所有立法，以統一的形式轉換成國

家法律並有效適用，確保各國相等程度的保護。歐盟執委會將在共同體層級的資

深勞動檢查員委員會(Senior Labour Inspector’s Committee; SLIC)繼續推動改進控

制的有效性與適用立法的監督，促進勞動檢查單位之間的合作，並且針對特定部

門或風險採取聯合行動。 

在國家層級，應該採取適當的步驟使勞動檢查單位對受關注的問題擔負責

任，也能夠運用他們的權利，例如：對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規定者加以處罰與起訴；

檢查員對於新的挑戰(如：移民的流動)要調整為以鎖定目標的方式執行檢查，也

要增進這方面的知識。 

(3)簡化立法架構與適應變遷 

歐盟執委會將考量工作場所的現況與變化，嘗試調整立法架構；不過，立

法的一致性與簡單有效的原則必須遵守，減少公司行政負擔的目標也必須被尊

重。 

 在國家層級上，為各個公司實質簡化安全衛生規定的作為，其結果必須要能

夠改進與簡化國家層級的架構，但不能降低已經存在的保護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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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鼓勵制定與執行國家策略 

國家策略的訂定應該以國家情況的詳細評估為基礎，同時讓所有利害相關

團體(包括社會伙伴)積極參與協商。國家策略需要包含四個領域： 

(1)改進預防性健康監測的有效性 

勞工健康監測是預防職業病與健康問題的重要工具，歐盟執委會鼓勵會員

國與企業部門執行有系統的程序去蒐集、分析勞工健康監測資料，以改進預防措

施；國家健康照顧系統也應該扮演積極角色，例如：辦理推廣活動以提高醫師對

病患工作史與工作條件的知覺。 

(2)採取促進職災勞工重建與重新融入的行動 

每年有 35 萬名勞工因職災被迫轉換工作、30 萬名勞工遭受不同程度的永久

失能、1 萬 5 千名勞工永遠被勞動市場排除，因此，鼓勵會員國在國家策略中，

對因職災、職業病或失能而長期被勞動市場排除的勞工採取特殊措施，例如：個

人財務協助、根據個人需求設計訓練等等，幫助他們改進重建並重新融入社會。 

(3)因應社會與人口結構的變遷 

有效的安全衛生政策能夠因應人口結構變遷的挑戰，例如：調整工作場所

使其更能符合個人需求、利用可靠的人因工程原則更有效地設計工作場所與組織

工作。 

儘管年老勞工的需求要照顧，青年勞工也不能忽略，尤其是那些最容易受

工作相關風險危害的青年。 

(4)強化政策的一致性 

在共同體與國家層級上，職業安全衛生政策需要與其他可能會影響此一領

域的政策進行有效協調，尤其是公共衛生、地區發展與社會凝聚、公共採購、就

業與組織重整等方面的政策。 

3. 促進改變行為模式 

立法可以改變行為模式，一項針對改進預防文化的策略必須跨越工作場所

與勞工大眾，而向社會所有成員說明；也就是說，這項策略應該開創一種重視健

康與風險預防的全面性文化。 

(1)將安全衛生融入教育訓練方案 

根據國家、地區和地方層級執行「2002-2006 年共同體策略」的經驗，顯示

在所有層級的訓練方案與所有領域的教育中培養預防文化的重要性，包括職業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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練和大學教育。小學教育扮演重要角色，因為在孩提時期就可以培養基本的預防

性反應能力。 

年輕企業家與勞工在職業安全衛生管理方面的訓練應該特別加強，訓練之

後，會使他們察覺公司中的風險以及如何預防；對中小企業和移民勞工而言，此

點尤其重要。 

(2)更安全與更衛生的工作場所：在公司內改進衛生與增進知覺 

歐盟執委會鼓勵會員國在國家策略中訂定特殊措施條款，使企業(尤其是中

小企業)在促進勞工健康方面能獲得技術協助與諮詢；執委會要求職業安全衛生

局(EU-OSHA)蒐集與宣導支持培養職業衛生活動的資訊，並與共同體的公共衛生

方案結合；執委會也要求「歐洲改善生活與工作條件基金會」(Eurofound)檢視上

述推廣活動的真正效果。 

改變人們對職業安全衛生議題的態度需要公司提高對這些議題的知覺，落

實有關資訊、訓練和勞工參與的規定，使勞工獲得適當的專業知識，培養他們的

預防反應能力，便能夠安全地執行任務。 

提供直接或間接的經濟性誘因有助於強化知覺的培養，尤其是對中小企

業，這些誘因如：視改進工作環境與／或降低職災的投資減少其社會保險費用、

給予其導入安全衛生管理制度經費補助。 

4. 面對新增風險 

(1)確認新風險 

加強研究以增進職業安全衛生知識，並以研究發現與論點作為決策之基

礎。研究優先主題包括：社會心理議題、肌肉骨骼傷害、危險物質、再生風險知

識、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與幾種交叉因素關聯之風險(如：工作組織與工作場所

設計議題、人因工程、物理與化學製劑混合暴露)、與奈米科技關連的潛在風險。 

(2)促進工作場所心理衛生 

目前與心理健康不佳相關的問題成為勞工無能力工作的第四大原因，國際

衛生組織(WHO)估計，憂鬱症將在 2020 年前成為勞工無法工作的主要原因，而

工作場所是預防社會心理問題與促進心理健康的適當場所。 

5. 評量進程 

為了確保持續執行本策略，有必要開發新的工具來測量已有的進展，以及

在國家與歐洲層級上所有行為者已作的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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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國際層次上促進安全衛生 

在國際層次上，促進安全衛生的行動包括： 

(1)加強與國際勞工組織(ILO)、國際衛生組織(WHO)及其他國際組織合作，

建立全球高水準的保護； 

(2)與其他國家合作共同執行國際勞工組織(ILO)2003 年通過的「職業安全衛

生全球策略」(Global Strategy on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同時，

批准該組織 2006 年通過的「職業安全衛生促進架構公約」(Promotional 

Framework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Convention)； 

(3)鼓勵會員國批准國際勞工組織(ILO)各項相關公約； 

(4)與非歐盟國家(third countries)以及國際組織共同禁止生產、銷售與使用石

綿或含石綿的產品，並且全面促進安全衛生； 

(5)要求報告嚴重職災，以強化職災資料蒐集並改進這些資料的相容性； 

(6)與已開發經濟體(如：美國、加拿大、澳洲和日本)以及開發中經濟體(如：

中國、印度)加強合作； 

(7)協助候選國家(candidate countries)致力執行職業安全衛生各項法規。 

 

二、歐盟職業安全衛生策略的執行機構：職業安全衛生局 

(一)成立 

1990 年代，歐洲面臨職業安全衛生議題的範圍與歧異，已經超出歐盟(EU)

個別會員國或機構的資源與專業所能處理，於是 1996 年在西班牙 Bilbao 成立了

歐洲職業安全衛生局(EU-OSHA)，作為執行職業安全衛生策略的機構，其任務是

把職業安全衛生相關議題知識與資訊加以整合，並且公開分享，特別是良好的預

防作業規範。 

(二)組織定位 

在組織定位上，職業安全衛生局(EU-OSHA)是執行歐盟(EU)「第一根支柱」

(the first pillar)業務的單位之一，根據單獨的立法而成立。 

歐盟(EU)有三根支柱，第一根是「共同體領域」(community domain)(大多數

是共同政策領域)，第二根是「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第三根是「刑事事項的警政與司法合作」(police and judicial cooperati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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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minal matters)。為了執行這三根支柱中非常特定的技術、科學或管理業務而成

立「局」(Agency)，不過，它的官方名稱並非全部使用「局」，有的使用「中心」

(center)、「研究所」(institute)、「基金會」(foundation)、「部」(office)或「管理局」

(authority)(European Commission, 2003: 5, 42)。 

歐盟各局與歐洲議會(Parliament)、歐盟部長會議(Council)、歐盟執行委員會

(Commission)等各機構(institutions)成立的基礎不同。「機構」是根據歐盟的條約

成立，「局」則是根據歐盟單獨立法(也就是公法)成立，本身具有法律人格(legal 

personality)(European Commission, 2003: 42)。截至 2009 年 7 月，第一根支柱「共

同體領域」有 25 個局，又稱為「共同體局」(Community agency)；第二根支柱「共

同外交與安全政策」有 3 個局；第三根支柱「警政與司法合作」有 3 個局。 

(三)角色與工作 

職業安全衛生局(EU-OSHA)的核心角色是改善歐盟(EU)會員國的工作生

活，扮演開發、分析與宣導改善職業安全衛生資訊的觸媒，工作內容包括：開發

全面性安全衛生網站的網絡，執行推廣活動與出版方案，出版含蓋各式各樣職業

安全衛生問題的文獻，從專業資訊報告到實況概要說明，應有盡有。職業安全衛

生局(EU-OSHA)的工作方式為(EU-OHSA, 2009a)： 

1. 與各會員國政府、雇主和勞工合作推動風險預防方案； 

2. 分析新的科學研究與工作場所風險的統計資料； 

3. 透過其歐洲風險觀測站(European Risk Observatory)預測新生風險； 

4. 與廣大的伙伴們分享資訊、良好操作規範與建議，這些伙伴主要是社會

伙伴(social partners)：雇主協會與工會。 

(四)組織架構與運作方式 

職業安全衛生局(EU-OSHA)的組織架構如圖 2.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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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 歐洲職業安全衛生局網絡架構 

資料來源：EU-OHSA(2009a)。 

 

職業安全衛生局(EU-OSHA)的運作方式如下(EU-OHSA, 2009a)： 

1. 局長 

局長(Director)是該局法定代表，負責該局日常工作的推動與管理，包括所

有財務、行政與人事事項；該職位一任五年，可連任一次，對理事會負責。 

2. 理事會 

理事會(Governing Board)由會員國的政府、雇主和勞工代表以及歐盟執委會

代表和其他觀察員組成，理事會主席每年由上述三個利害相關團體的代表輪流擔

任。理事會訂定目標與策略，同時確認優先議題，其職權尚包括：任命局長、通

過年度管理計畫、通過工作方案、通過年度報告與預算。 

3. 顧問團體 

顧問團體(Advisory Groups)提供職業安全衛生局(EU-OSHA)策略性指導與

工 作 回 饋 ， 這 些 團 體 包 括 ： 歐 洲 風 險 觀 測 站 、 工 作 環 境 資 訊 組 (Working 

Environment Information)、溝通與推廣小組(Communication and Promotion Unit)。

顧問團體的成員由該局與理事會指定，成員來自於勞工、雇主與政府。 

4. 督導組 

督導組(Bureau)由理事會中 11 位成員組成，監督職業安全衛生局(EU-OSHA)

的營運績效，一年聚會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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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對話窗口 

職業安全衛生局(EU-OSHA)的安全衛生資訊網絡是由會員國、候選國與歐

洲自由貿易區國家(EFTA)的對話窗口(Focal Points)構成。對話窗口由每個國家的

政府指定，作為官方代表，通常是該國負責職業安全衛生的政府機構。國家對話

窗口分別在其國內協調與宣導職業安全衛生局(EU-OSHA)的資訊，與各伙伴合

作，這些伙伴包括：歐盟執行委員會、其他歐盟機構與歐洲社會伙伴、其他國際

組織與全世界安全衛生相關組織。 

6. 專家團體 

專家團體(expert groups)由國家對話窗口、代表勞資雙方的觀察員以及歐盟

執委員共同提名，有數個專家團體在其專業內提供諮詢，例如：網際網路、歐洲

風險觀測站，工作環境資訊等。 

7. 主題中心 

主題中心(Topic Centers)由與歐盟(EU)簽約的國家安全衛生機構聯合協會

(consortia)擔任，目前的主題中心是芬蘭職業衛生研究所(Finnish Institute of 

Occupational Health; FIOH)，其任務係負責蒐集與分析各個國家資料，以支援職

業安全衛生局(EU-OSHA)主要領域的工作。 

(四)執行策略的行動 

歐盟執委會要求職業安全衛生局(EU-OSHA)根據「2007-2012 共同體策略」

採取下列行動(EU-OHSA, 2009b)： 

1. 確保其各項活動能喚起知覺，並且促進與推廣最佳安全衛生操作規範，

重點集中在高風險部門與中小企業。 

2. 透過其歐洲風險觀測站草擬報告，從安全衛生觀點檢視女性、移民勞工、

青年勞工、較年長勞工更全面融入勞動市場的特殊挑戰。 

3. 檢視各會員國將安全衛生事項已經融入職業與工作訓練政策中的程度，

歐盟執委員將根據此項資訊以及「工作安全、衛生與健康保護顧問委員

會」(Advisory Committee on Safety, Hygiene and Health Protection at Work)

的意見，考量是否提出建議書。 

4. 蒐集與宣導支持發展職業衛生活動的資訊，這些資訊及策略需要與共同

體公共衛生方案結合。 

5. 開發以部門為主的提高知覺推廣活動，特別針對中小企業，同時透過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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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交換特殊部門的經驗與良好操作規範，提升企業內安全衛生管理。 

6. 鼓勵國家安全衛生研究機構訂定共同優先事項，相互交換研究結果，並

且在研究計畫中納入職業安全衛生需求。 

7. 風險觀測站應該加強風險預測，其預測應該與新科技、生物危害物質、

複雜的人機介面、人口結構及趨勢等影響有關連。 

2007 年是職業安全衛生局(EU-OHSA)執行「2007-2012 共同體策略」的第

一年，其主要的具體工作包括(EU-OHSA, 2008: 7-9)： 

1. 透過歐盟(EU)與西巴爾幹地區的「共同體協助重建、發展與穩定方案」

(Community Assistance for Reconstruction, Development and 

Stabilization)，協助阿爾巴尼亞、塞爾維亞、蒙特內哥羅、馬其頓共和國

成立國家對話窗口。 

2. 推動「減輕負荷」(Lighten the Load)為焦點的宣導活動，並以預防肌肉骨

骼傷害及患者的重建與重新融入社會為重點。 

3. 在 Bilbao 舉辦「安全出航」高峰會，有政府官員、社會伙伴、著名安全

衛生專家出席，作為 2006 年為確保青年人工作生活能有安全衛生起步

的「安全出航」活動收尾。 

4. 舉辦第二與最後一回合的「衛生工作場所方案」(Healthy Workplace 

Initiative)活動，提供中小企業雇主與勞工相關資訊。 

5. 歐洲風險觀測站製作新出現的生物性風險報告，並辦理後續工作坊，提

供政府官員與專家分享知識與經驗的機會；出版新生社會心理風險報

告，檢視工作領域的改變與壓力增加程度的關連性；發布奈米科技對工

作場所可能影響的最新研究資訊，並製作職業性皮膚暴露與工作相關皮

膚病的報告。 

6. 進行移民勞工的文獻研究，提供綜觀影響此一特殊族群最重要的安全衛

生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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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德國 

第一節  德國職業安全衛生政策演進與法律架構 

一、德國職業安全衛生政策的起源與發展 

(一)十九世紀職業安全衛生政策的起源 

當代德國職業安全衛生規範源自於 19 世紀有關工作時間議題的規定，規範

工時之目的似乎與其他國家不同。有些學者認為，當時立法背景與普魯士的軍事

企圖有關，普魯士軍方發現入伍的年輕人身體虛弱，究其原因，是這些年輕人在

孩童時期就進入工廠工作，由於工時過長，身體遭到摧殘，於是 1839 年通過「普

魯士童工法」(Prussian Regulation on Child Labor)，規範童工的工作時間(Koch and 

Salter, 1999: 62)。 

1866 年，北德 17 領邦與普魯士協議成立「北德聯邦」(Norddeutsche Bund)，

該聯邦於 1869 年制定「工廠法」(Gewerbeordnung; Industrial Act)，首度規範職業

安全衛生責任；1871 年，德意志帝國成立之後，將該法適用於所有地區。 

1881 年 3 月 8 日，德意志帝國宰相俾斯麥首度向議會提出職業災害保險法

案，明訂雇主應負的職災責任透過保險方式由「同業職災保險與預防協會」承擔，

這些協會係同類行業雇主分別組成，成為執行職災保險的機構，由雇主選出代表

組成的委員會管理。1884 年 3 月 6 日，「職業災害保險法」(Unfallversicherungsgesetz; 

Accident Insurance Act)通過，7 月 6 日公布，1885 年 10 月 1 日開始實施(Zöllner, 

1982: 24-26)。 

從歷史的發展來看，德國的職業災害保險制度與其他國家最大不同處之一

是，它從開始實施時，即已負擔職災預防的責任，而且與國家機關同時執行此項

任務。「職業災害保險法」授權同業職災保險與預防協會自行訂定預防職災的規

範，並且檢查、監督所有會員公司，與原先已經存在的國家指派之工廠檢查員平

行運作。政府原本試圖導入統一的運作方式，也就是授權同業職災保險與預防協

會委任工廠檢查員為政府工作，但是並未成功。自此以後，國家工廠檢查員與職

災保險機構的預防作為採雙元主義(dualism)(Zöllner, 1982: 30)。 

1890 年，煤礦業職災保險與預防協會在波洪的魯爾大學(Ruhr University 

Bochum)設置全世界第一個職災醫院(Bergmannnshe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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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災保險機構的職災預防活動發展得很快，甚至超出政府的預期。當 1886

年政府制定第一批職災預防法令時，職災保險機構已經在執行其中大多數的要

求；舉例來說，1900 年的法律要求同業職災保險與預防協會僱用安全顧問，實

際上協會早已採取這項措施(Zöllner, 1982: 33)。 

(二)1960 年代前職業安全衛生政策的發展 

1911 年 7 月 19 日 ， 德 意 志 帝 國 議 會 通 過 「 帝 國 保 險 法 」

(Reichversicherungsordnung; RVO; Reich Insurance Act)，試圖將「職業災害保險法」

以及「失能與年金法」(Invaliditäts und Altersversicherungsgesetz; Disability and 

Old-Age Pension Act)整併在一部法典中，直到 1914 年 1 月 1 日，「職業災害保險

法」才正式併入。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進入威瑪共和時代，政府多次試圖立法改革安全

衛生結構，惜未成功，使得 1920 年代的職災率上升，為當時經濟成就付出代價；

不過，1920 年通過的「員工代表會法」(Betriebsrätegesetz; Works Council Act)奠

定今日工廠層級共同決定 (co-determination)與員工代表會 (Betriebsrat; works 

council)制度的基礎(Koch and Salter, 1999: 62)。1925 年，職災保險將通勤災害與

職業病補償納入。 

1933-1945 年，國家社會黨(National Socialist Party)為了爭取支持，表面上顯

現出對安全衛生議題的關切。1934 年 4 月 1 日，職災預防的責任適用於所有產

業部門的法定職災保險機構，這個日子被視為德國職災預防道路上的里程碑

(HVBG, 2009)。1938 年，通過「工時法」(Working Time Act)。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有密集的立法行動，主要的立法包括：1951 年成

立聯邦職業安全衛生署 (Bundesanstalt für Arbeitsschutz; Federal Institute for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 1952 年 施 行 「 工 廠 組 織 法 」

(Betriebsverfassungsgesetz; Works Constitution Act)，其中有幾項適用於安全衛生

領域的條文，補充了法定勞動檢查所(Gewerbeaufsicht; Statutory Labor Inspectorate)

與戰後恢復功能的同業職災保險與預防協會4；1956 年成立聯邦(社會)保險局

                                                 
4 德國在 1933 年進入國家社會主義時期，當年 5 月，保險機構的自我管理實際上已停止，正式

廢除是在 1934 年 7 月「重建法」（Reconstruction Act）通過之後，保險機構由國家指定的「經理」

（manager）負責營運，原來的自我管理單位充其量只是協助與提供意見給「經理」的「顧問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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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ndesversicherungsamt; BVA; The Federal (Social) Insurance Office)。 

整體來看，1949 年前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其實沒什麼改進，零散的法規由一

個不合格的檢查制度監督，國家著重的是工業發展，對安全衛生的議題關切不足

(Koch and Salter, 1999: 63)。 

(三)1960 年代後職業安全衛生政策的發展 

1960 年代之前，德國的職災率高得驚人，職業安全衛生結構的發展也走到

分水嶺。由於當時經濟成長緩慢，工會不得不接受工資限制，因此集體協商的焦

點轉變為質性方面的需求，安全衛生領域也因此獲得改革的契機(Koch and Salter, 

1999: 63)。 

1963 年，國會通過「職災保險改革法」(Unfallversicherungsneuregelungsgesetz; 

Accident Insurance Reform Act)，將職災保險現代化、系統化，尤其強調職災預防，

改革法的重點有三：(1)重視職災勞工的醫療方法與職涯諮詢；(2)改進職業病補

償；(3)保險給付隨著工資成長持續調整。此外，聯邦政府爾後必須在固定期間

提出職災預防報告(Zöllner, 1982: 69)。 

1968 年，國會通過「機械安全法」(Gerätesicherheitsgesetz; Machine Safety 

Act)；1972 年，修訂「工廠組織法」。最重要的是，1974 年通過「職業安全法」

(Arbeitssicherheitsgesetz; ASiG; Occupational Safety Act)，此法規定政府指定安全

專家與醫療人員以諮詢的角色協助雇主。1960 年代末與 1970 年代初的發展實現

了德國政府確保更安全工作環境的責任，尤其是 1974 年開始推動的「工作生活

人性化」(Humanisierung der Arbeitswelt; Humanisation of Working Life)方案，使

聯邦政府開始補助能夠確認工作場所人性化方式的研究計畫；在這項方案之後，

接著又推動「工作與技術」(Arbeit und Technik; Work and Technology)方案。 

1960 年代末期開始，德國國會逐步將所有的社會法整併成一部「社會法典」

(Sozialgesetzbuch; SGB; Social Code)。直到 1997 年，「職業災害保險法」被編入

德國「社會法典」第七篇(Volume 7 of the German Social Code (SGB VII)),，此舉

乃是國會確認了所有法定職災保險與預防機構已經核准的規定與原則(HVBG, 

2009)。5 

                                                                                                                                            
員會」（Zöllner, 1982: 52-54）。 
5 本研究以下引述「社會法典」第七篇之條文係依據 2006 年 10 月 31 日公布之修正版本。 



 27

1996 年 ， 德 國 將 原 「 聯 邦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研 究 所 」 (Bundesanstalt für 

Arbeitsschutz; BAU; Federal Institute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與「聯邦職

業醫學研究所」(Bundesanstalt für Arbeitsmedizin; BafAM/Federal Institute for 

Occupational Medicine)合併成「聯邦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Bundesanstalt für 

Arbeitsschutz und Arbeitsmedizin; BAuA; Federal Institute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6。 

從 1996 年 中 期 開 始 ， 有 關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的 歐 洲 架 構 指 令 (European 

Framework Directive)以及其他相關職業安全衛生指令都融入德國的立法，加上

「社會法典」第七篇與「職業安全衛生法」 (Arbeitsschutzgesetz; ArbSchG;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Act)，同業職災保險與預防協會在預防領域中任務

延伸至對抗與工作相關疾病，無異強化了既有的法定職災保險制度。同時，德國

政府的職業安全衛生機構與同業職災保險與預防協會展開一種新形式的合作關

係。 

表 3.1.1 呈現德國職業安全衛生政策演進過程。 

表 3.1.1  德國職業安全衛生政策演變過程 
時期 環境狀況 政策、法規和機構演變 

1871 年

前，普

魯士時

期 

․普魯士青年軍人入伍體格需

求 

․北德 17 邦與普魯士成立北德

聯邦 

․制定普魯士童工法(1839)  

․制定北德聯邦產業法(1869) 

1871- 

1918 年

德意志

帝國時

期 

․1871 年德意志帝國建立 

․工業化後勞動人口日增，俾

斯麥政府面臨勞動階級壓

力。 

․產業法適用於全國 

․制定健康保險法(1883)、制定職業

災害保險法(1884) 

․煤礦業職災保險與預防協會在波洪

設置全世界第一個職災醫院(1890)

1918- 

1933 年

․一次世界大戰後景氣蕭條，

安全衛生議題更被忽視。 

․制定員工代表會法(1920)  

․職災保險將通勤災害與職業病防治

                                                 
6 德文名稱應為「聯邦職業安全衛生與醫學研究所」，一般英文文獻中均簡稱「聯邦職業安全衛

生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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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 環境狀況 政策、法規和機構演變 

威瑪共

和時期 

․改革安全衛生制度失敗，

1920 年代職災率上升。 

納入(1925) 

 

1933- 

1945 年

第三帝

國時期 

․國家社會黨為爭取勞工支

持，表面上對安全衛生議題

關切。 

․國家社會主義興起，1933 年

前的立法重構或廢除。 

․職災預防的責任適用於所有產業部

門的法定職災保險機構(1934)  

․制定工時法(1938) 

1945- 

1960 年 

․二次世界大戰後，西德政府

密集立法，同業職災保險與

預防協會恢復功能。 

․主要關注在發展工業，相對

忽視安全衛生法制改革，

1960 年之前職災率極高。 

․經濟成長緩慢，工會接受薪

資限制，集體協商焦點轉變

為質性需求，安全衛生問題

獲得改革契機。 

․制定基本法與集體協商法(1949) 

․成立聯邦職業安全衛生署(1951) 

․制定工廠組織法(1952) 

․成立聯邦(社會)保險局(1956) 

 

1961- 

1980 年 

․將職災保險現代化、系統

化，尤其強調職災預防。 

․政府指定安全專家與醫療人

員以諮詢的角色協助雇主 

․確保更為安全工作條件，推

動工作場所人性化。 

․制定職災保險改革法(1963) 

․制定機械安全法(1968) 

․逐步將所有的社會法整併成一部

「社會法典」 

․修正工廠組織法 (1972) 

․制定職業安全法(1974) 

․訂定工作生活人性化方案(1974)、

工作與技術計畫 

․制定化學法(1980) 

1981 年

- 

․德國統一 

․歐盟成立 

․成立聯邦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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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 環境狀況 政策、法規和機構演變 

․1996 年中期開始，將歐洲架構指令

以及其他相關職業安全衛生指令融

入立法。 

․職業災害保險法併入社會法典第七

篇(1997) 

․強化既有法定職災保險制度，同業

職災保險與預防協會任務延伸至對

抗與工作相關疾病。 

․政府職業安全衛生機構與同業職災

保險與預防協會展開新形式的合作

關係 

․產業部門的「職災保險與預防協會

聯合會」與「公部門職災保險聯合

會」合併為「德國職災保險聯合會」

(2007) 
 

     

二、德國職業安全衛生政策的法律架構 

職業安全衛生乃跨領域的，具備技術、醫學與社會三個層面。職業安全衛

生的法源始於 1869 年的「工廠法」，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發展，相關法令超過 700

項，各種解釋令法令彙編逾千計，大部份都是針對事業單位的雇主責任。自從加

入歐洲聯盟作為其成員國後，又需面對歐盟制定的架構指令，將其轉化

(umsetzung)為本國法規，職 業 安 全 衛 生法令多由聯邦勞動暨社會事務部

(Bundesministerium fuer Arbeit und Soziales; BMAS)在「聯 邦 法 律 公 報 」

(Bundesgesetzblatt; BGBl; Federal Law Gazette) 與 「 聯 邦 勞 動 公 報 」

(Bundesarbeitsblatt; BArbBl; Federal Labour Gazette)中公告發佈。 

一般而言，現行德國職業安全衛生政策架構在兩個主要的法律之上：1996

年的「職業安全衛生法」與「社會法典」第七篇(亦即「職業災害保險法」)。 

(一)「職業安全衛生法」主要內容 



 30

「職業安全衛生法」是以 1974 年的「職業安全法」為基礎，納入歐洲共同

體 的 「 歐 洲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架 構 指 令 」 (European Framework Directive on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89/391/EEC)，其主要內容如下(Schröder, 2004: 

29)： 

1. 德國首次將一致性的法律基礎應用到各行各業的活動，以及所有種類的

勞工，其中也包括公部門勞工。 

2. 首次要求德國所有雇主有同樣高程度的責任，該法 3.1 條要求雇主「考

量工作場所影響受雇者安全衛生的任何作業環境，採取必要的職業安全

衛生措施；雇主必須評估這些措施的有效性，必要時根據環境的變遷加

以調整，其目的必須是改善受雇者的安全健康保護。」 

3. 對職業安全衛生的現代理解成為重要基準，亦即一種含有預防職業災害

與職業健康風險措施的理解，包括社會能接受的工作組織。 

4. 職業安全衛生必須融入公司的決策過程，而且在風險評估以及措施規

劃、執行與評量的基礎上有系統地完成。風險評估必須考量涉及的活動

種類，而且任何計畫必須考量並建立與公司相關所有因素之間的適當連

結，尤其是技術、工作組織、其他工作條件、社會關係與環境對工作場

所的影響。 

5. 所有雇主的一般責任是尋求建議，廠醫與職業衛生人員的責任範圍延伸

至支援雇主執行風險評估。 

6. 勞工原就有特定的抱怨(complaint)權利，現在，在雇主採取措施與提供

資源不足以確保工作安全衛生之處，勞工有向主管機關申訴(appeal)的權

利；如果勞工抱怨之後，雇主未採取補救行動，勞工亦有申訴權利。 

7. 政府的檢查員與雇主責任基金必須共同合作強制執行本法。  

1996 年「職業安全衛生法」通過之後，接著通過了一些單獨的準則： 

1. 工作中使用個人防護設備安全衛生保護準則(Decree on safety and health 

protection when using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at work)(1996.12.04)； 

2. 工作中使用工作物質安全衛生保護準則(Decree on safety and health 

protection when using working substances at work)(1997.03.11)； 

3. 工作中使用視覺顯示器安全衛生保護準則(Decree on safety and health 

protection when working with visual display units)(1996.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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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徒手處理重物安全衛生保護準則(Decree on safety and health protection 

when manually handling loads at work)(1996.12.04)； 

5. 僱用場所準則(Decree on places of employment)(1996.12.04)。 

(二)「社會法典」第七篇主要內容 

「社會法典」第七篇第 1 條揭櫫職業災害保險之任務為： 

1. 以所有適當的方法，防止職業災害、職業病，以及工作相關疾病； 

2. 在職業災害或職業病發生後，以所有適當的方法恢復被保險人的健康和

工作能力，並以現金給付補償被保險人或其遺屬。 

換言之，德國職業災害保險的任務除了補償之外，尚包括預防與重建，這在歐洲

國家亦不多見(Walters, 2007)。 

上述這些任務由職業災害保險之保險人(亦即「法定職業災害保險機構」)

擔負，「社會法典」第七篇第 14 條謂： 

1. 職業災害保險人必須採取所有適當的方法，防止職業災害、職業病，以

及工作相關疾病，並且提供有效的急救措施。 

2. 職業災害保險人應該與健康保險基金合作，共同預防工作相關疾病。 

「社會法典」第七篇還有一些重要內容，特別充實了第 14 條職業災害保險

人的預防責任(Schröder, 2004: 29)： 

1. 職災預防規範的範圍擴充至工作相關疾病的預防，為執行這些新增廣泛

責任，職災保險基金必須監督公司並提供公司與被保險勞工建議。 

2. 公司監督人員的權力與責任同步擴充。 

3. 職業災害保險人與各邦職業安全衛生主管機關有責任密切合作，監督公

司並鼓勵經驗交流。 

4. 被保險勞工必須遵守所有預防職災、職業病與工作相關健康風險的措

施，並服從雇主公告的相關指示。 

5. 安全代表應該超越他們傳統的責任，提醒雇主注意受雇者暴露的職災風

險與健康危害。 

6. 職業災害保險人必須確實提供必要的基礎與進階訓練。 

7. 職業災害保險人透過本身的研究或其他機構參與的研究，協助確認疾病

病例與工作相關不衛生因素之間的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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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德國制定與執行職業安全衛生政策的主要機構 

一、德國職業安全衛生體系 

德國作為世界上第一個在 19 世紀末葉建立社會安全體系的國家，其職業安

全衛生以雙元制(das duale Arbeitsschutzsystem; dual system)聞名於世。無論從任

何一個角度來看，這個體系均極為獨特，從立法、政策執行到檢查均採雙軌進行。

職業安全衛生的任務涵蓋工作場所健康危害的查核、評估、設計工具與作業條

件、推動職業安全衛生預防措施、職業傷病的診治(現在甚至擴大範圍，包括工

作相關疾病)、復健與重建措施以及最後的補償給付措施。 

職業安全衛生雙元制的含意是：從立法、政策執行到檢查均採雙軌進行，

其中最重要的兩個行為者是政府和法定職災保險機構。第一條軌道是由聯邦政府

制定全國一致性的法規與政策，各邦政府制定該邦的法規，無論聯邦或各邦的法

規均由邦政府負責執行，透過各邦勞動保護機構(Arbeitsschutzbehoerden)下轄的

勞動檢查所檢查事業單位是否遵行這些法規。第二條軌道是由法定職災保險機構

(協會)自主立法，平行建構自主管理的勞動保護系統，與政府機構共同肩負職業

安全衛生責任；換言之，各協會根據行業的狀況與特性，由代表大會訂定職業安

全衛生的相關規定，然後據以執行，各協會的技術檢查所則針對會員公司進行勞

動檢查，以確保這些規定確實遵行。雖然雙軌並行，但是聯邦政府與邦政府的功

能以監督為主，法定職災保險機構則凸顯其諮詢輔導的角色，兩者共同管理全德

無論大小、所有的事業單位。德國這種雙元制可用圖 3.2.1 表示。 

除了政府和法定職災保險機構，德國職業安全衛生體系中還有一些行為

者，例如：雇主、法定健康保險機構(statutory health insurance)、制定標準機構

(standards bodies)、個人防護設備製造商、大學、企業員工代表會、職業安全衛

生委員會 (Arbeitsschutzausschuss; ASA; health and safety committee)、廠醫

(Betriebsarzt; company doctors) 、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人 員 、 勞 工 安 全 代 表

(Sicherheitsbeauftragte; safety delegates)等，都在體系中扮演相當程度的角色

(Schröder, 2004: 26-27)(參見圖 3.2.2)。此外，工會、總工會、雇主聯合會等組織

也對勞動保護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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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  德國職業安全衛生雙元制 

 
圖 3.2.2  德國職業安全衛生體系中的行為者 

資料來源：修改自 Schröder（200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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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邦與 16 個邦政府制定職業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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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法律 

法定職災保險機構自我管理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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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邦：法律、規章、經核准之職災

預防規定 
邦：法律、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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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職災保險機構代表大會 

決議之職災預防規定 

職業安全衛生雙元制 歐盟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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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德國職業安全衛生體系中行為者的角色與關係 

從宏觀面來看，德國職業安全衛生體系中的主要行為者包括：德國聯邦勞

動暨社會事務部(BMAS)、聯邦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BAuA)、各邦政府、法定職

災保險機構、法定健康保險機構、個人防護設備製造商、大學。從微觀面來看，

也就是企業本身內的行為者，包括雇主、監督人員、廠醫、受雇者、職業安全衛

生委員會、職業安全衛生人員(Fachkraefte fuer Arbeitssicherheit)、員工代表會、

勞工安全代表；這些行為者共同組成企業內部的職業安全衛生系統。以下進一步

說明德國職業安全衛生體系中各個行為者的角色以及角色間之關係。 

(一)宏觀面的行為者 

1. 聯邦勞動暨社會事務部 

德國聯邦勞動暨社會事務部(BMAS)負責草擬全國一致性的法案與制定相

關政策，所有法案經過國會通過。 

1957 年至 2002 年間，「聯邦勞動暨社會事務部」即是聯邦政府的一個部；

2002 年，該部與「聯邦經濟暨技術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Wirtschaft und 

Technologie/Federal Ministry of Economics and Technology)合併，稱「聯邦經濟暨

勞動部 」 (Bundesministerium für Wirtschaft und Arbeit/ Federal Ministry for 

Economics and Labor)，原「聯邦勞動暨社會事務部」主管的部分業務併入「聯邦

衛生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Gesundheit/Federal Ministry for Health)，「聯邦衛

生部」因而改稱「聯邦衛生暨社會安全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Gesundheit und 

Soziale Sicherung /Federal Ministry of Health and Social Security)；2005 年，「聯邦

勞動暨社會事務部」恢復原名稱與建制，「聯邦經濟暨勞動部」與「聯邦衛生暨

社會安全部」亦分別恢復使用「聯邦經濟暨技術部」與「聯邦衛生部」之原名稱。 

2. 聯邦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聯邦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BAuA)的任務包括：法律的執行(execution of 

laws)、建構網絡(networking)、提供資訊(information)、研究(research)、提供建議

(advice)、展示(exhibition)、產生資料(generation of data)(圖 3.2.3)(Schieder, 2005)。

在職業安全衛生制定過程中，擔任勞動暨社會事務部(BMAS)的決策智庫，向部

長提供諮詢與建議；其實，該所負責實際草擬職業安全衛生法案。 

聯邦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BAuA)相當於我國行政院勞工委員會勞工安全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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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律的執行

24%

產生資料

8%

研究

24%提供資訊、提

供建議、展

示、建構網絡

44%

生研究所，不過，它並不是一個政府的行政機關，而是一個不具法律能力的公法

人(eine nicht rechtsfähige Anstalt des öffentlichen Rechts; a public law institute 

without legal capacity)，隸屬於聯邦勞動暨社會事務部(BMAS)(BAuA, 2009a)。 

我國學者通常援引德國學說與法制，將公法人區分為「公法社團」

(Körperschaft des öffentlichen Rechts)、「公法營造物」(Anstalt des öffentlichen 

Rechts)及「公法財團」(Stiftungen des öffentlichen Rechts)三種類型，聯邦職業安

全衛生研究所(BAuA)即屬於「公法營造物」，是一種為持續完成特定行政目的而

結合一定的物與人所設立之行政組織(李建良，2002：10)，也就是我國一般所稱

之行政法人。 

 

 

 

 

 

 

 

 

 

 

 

圖 3.2.3 德國聯邦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任務分配 

資料來源：Schieder（2005） 

 

3. 各邦政府 

德國 16 個邦由各自的邦議會(Bundesrat)立法，各個邦政府設置的勞工保護

機關雖然名稱不見得相同，但是它們均執行聯邦與邦的法律、規章、經核准之職

災預防規定等。 

一般而言，各邦的勞動保護由社會部(Sozialministerium)負責，下轄若干機

構，包括邦勞動檢查聯合委員會 (Länderausschuss für Arbeitsschutz und 

Sicherheitstechnik; LASI; Joint Committee of Labor Inspection Services for the 

Länder) 與 邦 職 業 與 健 康 保 護 處 (Landesaemter fuer Arbeits- bz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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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sundheitsschutz)，後者同時也是邦職業醫學醫師工作之處(Gewerbeaerztliche 

Dienststellen)。邦職業醫學醫師(Landesgewerbearzt)這個職務相當於英國的醫學勞

動檢查員(medical work inspector)，負責審理疑似職業病通報事宜，審定勞工特殊

作業健康檢查指定醫師的資格，向企業廠醫提供諮詢協助、工廠訪視、參與職業

病的調查等任務，我國並沒有相似的建制。 

勞動檢查機關是設在各地區的勞動檢查所(Gewerbeaufsichtsämter; industrial 

inspectorates)與國家勞工保護所(Staatliche Ämter für Arbeitsschutz; state labor 

protection offices)，它們通常是邦政府的直屬單位，在勞工保護事務上向邦政府

相關部長負責。雖然各邦的勞動檢查如何安排是各邦的權限，但是德國全國的勞

動檢查所基本組織原則與活動大同小異。邦政府相關部會中的人員大多均為安全

衛生專家，他們受過國家勞工檢查員訓練並且實際擔任過檢查員。各邦還設有安

全科技中心，經法律授權發放測試與檢定站(所)執照，並且測量與測試站(所)現

場的危險物質(HVBG, 2004: 1, 5)。 

聯邦勞動暨社會事務部(BMAS)對各邦勞動檢查所有絕對權威，不過只有在

違反法律的特殊案件上才使用；通常使用的方式是，透過聯邦職業安全衛生研究

所(BAuA)與各邦的相關部門密切合作，以確保遵循法律(HVBG, 2004: 4)。 

各邦的勞動檢查所負責監督國家勞工保護法規的遵行，也對雇主在執行勞

工保護責任上提供諮詢。此外，某些特殊工廠與使用特殊科技涉及公眾安全衛

生、某些自營作業者的活動可能影響他人安全衛生時，勞動檢查所也會根據相關

規定進行檢查(HVBG, 2004: 3)。7 

4. 法定職災保險機構 

1884 年，德國法定職災保險機構成立時最主要目的之一是預防職災，一直

到今天，此類機構始終從事職災預防與職災勞工重建工作，在職業安全衛生體系

中扮演著幾乎與國家相等的角色，它們有權進行自我管理立法，然後據以執行。

今天，法定職災保險機構一手包辦從預防、診治、復健復工到補償職業傷病的所

                                                 
7 各邦另有礦場檢查所（Mines Inspectorate），檢查「聯邦採礦法」（Bundesberggesetz/Federal Mining 

Act）涵蓋的礦場設施；負責對聯邦政府直屬與附屬單位實施勞動檢查的是由內政部（Federal 

Interior Ministry）的勞工保護署（Zentralstelle für Arbeitsschutz/Labor Protection Office）（HVBG, 

200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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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任務(Alles in einer Hand; all in one hand)，它是德國規模最為龐大的法人組織，

擁有自己的職業醫學與職業安全衛生人員，設置醫院，並建立研究機構，允為德

國獨有、傲視全球的一大特色。 

法定職災保險機構與德國其他社會保險機構相同，均非政府行政機關，而

是 依 據 公 法 成 立 的 社 會 保 險 載 體 ， 屬 於 公 法 下 的 獨 立 法 人 (independent 

corporations under public law)，採取自我管理(self-administered)，被保險人與他們

的雇主共同參與，制定機構的政策(Zöllner, 1982: 2)。在德國公法人的分類中，

法定職災保險機構屬於「公法社團」(Körperschaft des öffentlichen Rechts)(參見李

建良，2002：10)。聯邦勞動暨社會事務部(BMAS)所轄的聯邦(社會)保險局(BVA)

負責監督職災保險機構，對這些機構有諮詢、同意、檢查權力。 

法定職災保險機構按部門別分成產業部門(industrial sector)、農業部門

(agricultural sector)、公部門(public sector)三大類；產業與農業部門稱「同業職災

保險與預防協會」(Berufsgenossenschaft; BG; Institution for Statutory Accident 

Insurance and Prevention)，公部門稱「保險人」(Unfallversicherungsträgern; Public 

Sector Accident Insurer)；無論哪一類的法定職災保險機構，學者與實務界均簡稱

「BG」。 

截至 2009 年 11 月，產業職災保險與預防協會共有 20 個，係根據經濟部門

或行業分類組成；農業職災保險與預防協會共有 9 個，其中 8 個是按地區別組成，

1 個是由園藝業組成，與其他兩類協會比較，農業職災保險與預防協會有兩個主

要的不同處：一是此類協會與農業部門的其他社會保險(例如健康保險、年金保

險)機構是混合的；二是接受政府的補助，該部門自營作業者的各項保險費由國

家部份負擔；公部門保險人有 27 個，其中有 1 個是聯邦政府組成，有 2 個是按

行業分類組成(鐵路、郵政與電信)，有 3 個是消防隊組成，其他則是按照地區別

組成。 

所有產業部門職災保險與預防協會組成「產業職災保險與預防協會聯合會」

8 (Hauptverband der gewerblichen Berufsgenossenschaften; HVBG; The German 

Federa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Statutory Accident Insurance and Prevention)，所有農業

部門職災保險與預防協會與該部門其他社會保險機構組成「全國農業同業協會聯

                                                 
8 該聯合會於 1887 年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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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會 」 (Bundesverband der landwirtschaftlichen Berufsgenossenschaften; BLB; 

National Feder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所有公部門職災保險

與預防協會組成「公部門職災保險聯合會」(Bundesverband der Unfallkassen; BUK; 

Central Federation of Public Sector Accident Insurers)。2007 年 6 月 1 日，「產業職

災保險與預防協會聯合會」(HVBG)與「公部門職災保險聯合會」(BUK)合併為

「德國職災保險聯合會」(Deutsche Gesetzliche Unfallversicherung; DGUV; German 

Social Accident Insurance)，這個聯合會總共涵蓋約 7,430 萬被保險人，363 萬家

事業單位(公司、公部門機構與學校)。至於農業部門的職災保險，大約涵蓋 168

萬人。加總起來，德國全國的職災保險涵蓋人數大約 7,600 萬(DGUV, 2009a; Timm, 

2008: 6)(參見圖 3.2.4)。 

 

 

 

 

 

 

 

 

 

 

 

 

 

圖 3.2.4  德國法定職災保險機構之結構 

 

每個法定職災保險機構設置技術檢查所(technical inspectorates)，監督職災預

防相關規定之遵守，並向該機構之預防部門主任(Chief Prevention Officer)負責。

技術檢查所的任務包括：拜訪會員公司、提供工作安全衛生事項的諮詢、提供急

救之醫療設備。簡言之，技術檢查所的檢查員一方面提供雇主與勞工職災預防事

項的建議，另一方面執行公司層級的勞動檢查，這些活動是執行國家法律的國家

勞動檢查機關以外的檢查(HVBG, 2004: 2, 3, 7)。法定職災保險機構的技術檢查所

相當於我國的勞動檢查處、勞動檢查所，不過，根據我國的「勞動檢查法」，勞

法定職災保險機構 

德國職災保險聯合會（DGUV） 全國農業同業協會聯合會（BLB）

20 個產業職災保險與預防協會

（BG） 
公部門 27 個保險人 

9 個職災保險與預防協會（BG）

7,430 萬被保險人、 
363 萬家事業單位 

168 萬被保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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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檢查機構還負責檢查其他勞動條件，例如勞動基準法令規定之事項。 

國家勞動檢查機關與法定職災保險與預防機構密切合作，互相交換資訊與

經驗，這些都於法有據。「社會法典」第七篇第 20 條規定，法定職災保險與預防

機構在每一個邦設立「地區聯合中心」，其功能即是進行資訊與經驗的交換。 

無論國家勞動檢查員或法定職災保險機構的技術檢查員均擁有幾乎相同的

權力，這些權力包括： 

(1)在工作時間內進入、檢查、檢視工作場所與事業單位現址，並且檢查事

業單位文件； 

(2)檢視工廠、工作設備與個人護具、工作流程； 

(3)測量與確認工作相關疾病的危害物，並調查職業災害、疾病或受傷的原

因； 

(4)要求雇主或雇主指定一位人員陪同檢查； 

(5)在雇主不履行法律規定責任之處，簽發要求雇主採取某些消除或降低危

險作為的強制通知書，限定改善期限，其副本抄送員工代表會； 

(6)若有立即危險，強制通知書內容必須立即執行，其中包含命令停工、關

閉工廠或程序、或禁止繼續使用某些物質； 

(7)對雇主處以罰款； 

(8)國家檢查員依據「設備與產品安全法」(Equipment and Product Safety 

Act)，認為不安全的設備、工廠，得禁止製造商或進口商販賣或展示； 

(9)若懷疑有違反刑法的行為，得向檢察官舉報； 

(10)若檢查工作遭到妨礙，得報警處理。 

5. 法定健康保險機構、個人防護設備製造商、大學 

法定健康保險機構有責任針對提升公司內的衛生狀況訂定全面措施的相關

規定；個人防護裝備製造商(例如防護衣製造商)扮演在外部提供職業安全衛生的

角色；大學有各種教師投入安全技術、人因工學或職業安全衛生相關的研究

(Schröder, 2004: 26-27)。 

(二)微觀面的行為者 

1. 雇主與監督人員 

根據立法賦予的合法性權力，有許多行為者涉及公司內的職業安全衛生，

但是一般而言，職業安全衛生的提供責任在雇主，他們負責受雇者的安全與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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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雇主可以將這些責任授權給監督人員，但最終責任還是在雇主。此外，雇主

有責任提供受雇者法定職災保險，這有兩個目的：其一為預防以及對職災、職業

病患者提供醫療、職業與社會重建組織與補助；其二是提供年金與福利補償

(Schröder, 2004: 27)。 

2. 廠醫與職業安全衛生人員 

德國十分重視事業單位的廠醫與職業安全衛生人員，繼 1974 年「職業安全

法」通過之後，雇主就必須向廠醫和職業安全衛生人員請教相關問題(Schröder, 

2004: 27)。現行法令對兩者的必備資格、工作說明、與其他各方人員合作的責任

等皆作十分詳盡的規範。以下進一步說明(Triebig, Kentner, and Schiele, 2003)。 

廠醫是一個德國專科醫師制度中的小專科(Zusatzbezeichnung)，層級低於職

業醫學專科醫師(Facharzt fuer Arbeitsmedizin)。全德約有數萬名廠醫，但職業醫

學專科醫師只有數千位(約廠醫數目的十分之一)。廠醫的工作包括：勞工特殊作

業健康檢查、為雇主與員工提供諮詢、協助復健復工、照顧懷孕與哺乳員工、評

估其他醫師開立的勞工特殊作業健康檢查分級管理報告、急救訓練、參與職業安

全衛生委員會、監控員工傷病進程、職場健康促進等等。因為企業規模不一，廠

醫服務的型態也隨之不同，例如在大企業專任或兼任的廠醫、在跨企業廠醫聯合

執業中心任職、開業的職業醫學專科醫師、擔任兼職廠醫等。 

德國與許多國家類似，在中小企業推動職業安全衛生不是一件容易的事

情。事業單位員工的特殊作業健康檢查共分 46 項，職業安全衛生人員與廠醫選

擇應當受檢的勞工，即暴露情況超過 1/2 MAK(相當於 PEL)者，送去同業職災保

險與預防協會(BG)所認可的指定醫師處接受檢查。指定醫師除了必須是職業醫學

專科醫師或其他專科醫師之外，尚需取得從事某項特殊作業康檢查的資格並定期

展延。特殊作業健康檢查的費用由雇主支付，檢查內容十分詳盡，運用不少生物

偵測(biological monitoring)。檢查的間隔不定，從每一年到每五年均可能。檢查

分為第一次檢查、後續檢查，因健康需要或勞工要求的提前檢查，以及離職退保

後針對塵肺症或致癌物暴露者的持續健康檢查，直到死亡。 

勞工特殊健康檢查的管理分為四級：(1)有長程的健康顧慮；(2)有短程的健

康顧慮；(3)在某些情況下沒有健康顧慮；(4)沒有健康顧慮。醫師發現或合理懷

疑職業傷病時，需通報同業職災保險與預防協會(BG)或各邦負責勞動醫學保護的

機構，這是所有醫師的義務，如同傳染病通報一般。通報啟動同業職災保險與預



 41

防協會(BG)的調查工作(Feststellungsverfahren)，蒐證「工作是否導致暴露」，然

後委託專科醫師進行醫學鑑定(Begutachtung)，提出是否認定為職業傷病，以及

工作能力損失程度(Minderung der Erwerbsfaehigkeit; MdE)的專家意見。根據鑑定

專家意見，同業職災保險與預防協會(BG)的年金委員裁定個案是否能夠被認定為

職業傷病、有無 20%以上的工作能力損失以及年金給付的金額。 

3. 受雇者與員工代表會 

受雇者必須遵守所有預防職災、職業病與工作相關健康風險的措施，並服

從雇主公告的相關指示。受雇者每四年選舉出員工代表會代表，負責處理與公司

相關的所有問題，根據員工代表會之代表多寡，其中一人或多人負責職業安全衛

生事項，例如：確定職業安全衛生規範是否被遵守、提出改進措施建議，他們甚

至在某些領域有共同決定的權利。總而言之，受雇者構成公司內職業安全衛生體

系的一部分(Schröder, 2004: 27)。 

4. 安全代表 

安全代表由雇主指派，負責監督公司各單位與部門的職業安全衛生，並支

援雇主完成職業安全衛生相關責任，現行「社會法典」第七篇甚至要求安全代表

超越他們傳統的責任，提醒雇主注意受雇者暴露的職災風險與健康危害(Schröder, 

2004: 27, 29)。 

總之，德國職業安全衛生體系中的各個行為者扮演不同的角色，角色與角

色之間的邊界部分重疊，構成一張保護勞工安全與健康的綿密防護網。無論在宏

觀或微觀層面，職業安全衛生可以分為技術保護 (technischer Arbeitsschutz; 

technical work protection)和醫療保護(medizinischer Arbeitsschutz; medical work 

protection)兩個面向。前者相當於職業安全衛生，後者相當於職業醫學，兩者彼

此配搭，相輔相成。這個創始於西元 1880 年，歷經多次改革的勞動保護體系組

織龐大，法令繁複，法律化深重(juridified nature)，雖然相對穩固，但卻並非沒

有可以改進的餘地。 

第三節  德國面臨的職業安全衛生問題與因應策略 

一、德國面臨的職業安全衛生問題 

德國在二次大戰之後艱辛重建、飛躍發展，經過 1970、1980 年代職業傷病

發生率的持續下降，前述之職業安全衛生體系功不可沒。但是進入全球化、後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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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高科技化、扁平化、企業變革與高齡化的千禧年，新的挑戰接踵而至，對

於雙軌制的要求與批評加劇，包括：要求去管制化(deregulierung; deregulation)、

去官僚化；協調不足、缺乏職業安全衛生策略；勞動檢查人力與預算不足；技術

導向、能夠降低職業傷害，卻無法面對新型態的工作相關疾病；只遵守法律白紙

黑字的規範，卻輕忽未立法的其他面向等。 

聯邦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BAuA)前所長 Hans-Jürgen Bieneck 於 2007 年指

出，德國的工作領域持續變遷，包括：人口結構的改變、工作生命的延長、農業

中傳染病的新風險、辦公室工作場所增加等等，面對這些新挑戰，必須思考：未

來利用何種途徑使更多中小企業職業安全衛生能以預防為導向？適合年長勞工

需求的產品應如何設計？採用何種措施改善工作安全衛生形象(BAuA, 2007: 

7)？ 

2008 年 6 月，德國職災保險聯合會執行長(Director General, DGUV)Joachim 

Breuer 在第 18 屆世界職業安全衛生大會(XVIII World Congress on Safety and 

Health at Work)上表示，德國與其他工業國家相同，都遭遇全球化與人口結構改

變兩大挑戰。全球化使得勞工面臨逐漸增加的競爭壓力、新技術、新工作型態以

及工作虛擬化的成長；人口結構的改變使這種情況更加惡化，其結果是：工作生

命延長、工作不保的恐懼日增、無保障與臨時工作急遽增加。於是，職業安全衛

生與社會保護同時受到衝擊。他建議以三種途徑因應，而且必須「三管齊下」

(Breuer, 2008)： 

1. 在職業安全衛生策略的、管制的、企業的層次上進行國家與國際的協調

途徑； 

2. 將職業安全衛生活動鑲嵌在社會安全的細密網絡之中； 

3. 探索活化雇主在企業層次支持國家與國際行為者策略與執行管制努力的

方法，降低社會安全費用回報企業提供安全衛生工作場所的誘因制度是

一個達到此目的之方法。 

Breuer(2008)也提到，中小企業需要特別關注，因為它們的職業傷害與致命

率較高。此外，在部門別中，營造業、農業、運輸業、保健業的職災風險較高；

年輕勞工、移民勞工、年長勞工、以及工作條件無保障勞工較易受職災影響；特

殊疾病正在上升，如肌肉骨骼傷害、心理壓力疾病等。 

Breuer(2008)特別關注勞動力老化的問題，他指出，勞動力老化不是指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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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年齡，而是指勞工的生理機能退化，以致於因持續緊繃的工作造成身體能力喪

失。許多行業與職業的工作負荷並沒有依據年齡調整，對勞工生理、心理、智能

與情緒健康造成過度的要求。 

 

二、德國因應職業安全衛生問題的策略 

為了因應上述挑戰，同時內化歐盟和國際勞工組織對會員國的要求，德國

聯邦政府於是在 2006 年展開了一個稱之為「德國職業安全衛生共同策略」

(Gemeinsame Deutsche Arbeitsschutzstrategie; GDA; Joint German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Strategy)的計畫，成為德國職業安全衛生發展史上的新里程碑。

德國國會在 2008 年 10 月將德國職業安全衛生共同策略(GDA)立法化，納入職業

安全衛生相關法規之中，成為相關單位必須承擔的責任。 

依據德國職業安全衛生共同策略(GDA)，職業安全衛生相關單位共同制定五

年 內 (2007-2012) 的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目 標 (Arbeitsschutzziele) 與 行 動 領 域

(Handlungsfelder; action fields)。職業安全衛生目標與行動領域乃根據一定的基

準，考慮社會現況而決定。在行動領域之下，制定工作方案(programs)，以落實

歐盟對成員國的要求。這些工作方案將藉由各項指標來評量成效，以確保德國職

業安全衛生共同策略(GDA)能夠適應社會變遷並持續改進。此外，德國職業安全

衛生共同策略(GDA)將強化雙元制的功能，改善政府職業安全衛生機構與同業職

災保險與預防協會(BG)的合作，落實法令，提供事業單位更有效的監督與輔導。

透過德國職業安全衛生共同策略(GDA)，德國的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將得以更透明

化、互相調合、有利於其落實(DNBGF, 2007: 2-3)。 

(一)德國職業安全衛生共同策略的長程目標 

德國職業安全衛生共同策略(GDA)的長程目標有四(DNBGF, 2007: 3)： 

1. 維持與加強勞工的工作能力，促進終生學習； 

2. 支援國民一般健康目標； 

3. 減輕社會安全體系的負擔； 

4. 提升企業競爭力。 

(二)職業安全衛生目標 

德國職業安全衛生共同策略(GDA)支持聯邦政府、邦政府與同業職災保險與

預防協會(BG)，透過清晰明確的過程，共同制定三至五年內的職業安全衛生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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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目標的制定應考慮社會、企業與員工的需求、可近性，可行性等因素。職業

安全衛生目標涉及眾多領域，包括技術安全、災害預防、衛生保健、職場健康促

進與人性化的職場設計等(DNBGF, 2007: 4)。 

職業安全衛生目標可以分為產出目標(outcome)、過程目標(process)與結構目

標(structure)。職業安全衛生目標的制定乃一多步驟、循序漸進的過程。先訂定

基準(criteria)，評估確認資料來源，然後由聯邦政府、邦政府與同業職災保險與

預防協會(BG)共同規劃出可能的幾個目標，再邀請社會伙伴(social partners)討

論、建立優先次序(priority)、透過職業安全衛生論壇(Arbeitsschutzforum; ASF)廣

納各方意見，最後在全國職業安全衛生會議(Nationale Arbeitsschutzkonferenz; 

NAK)上確立職業安全衛生目標，並與社會伙伴達成協定(DNBGF, 2007: 5)。 

如何決定職業安全衛生目標的優先順序？德國職業安全衛生共同策略

(GDA)採用一種稱為 IGA(Initiative Gesundheit und Arbeit; IGA; Initiative for 

Health and Work)的方法，利用可靠的資料庫如職災保險給付、職業傷病通報、

全國癌症死亡登記、問卷調查等，配合專家意見(例如作業環境的健康危害指數、

預防措施的影響性、目標可行性、工作相關性)，得到一組先後排序的職業安全

衛生目標，包括職業病的目標序列、職業傷害的目標序列、通勤事故的目標序列

以及依照 ICD-10 的目標序列。此外，選取目標必須參考歐盟 2007-2012 年的職

業安全衛生目標，以及德國與其他成員國相比較下所呈現的劣勢，如職場二手

煙、振動暴露、在高速下工作、噪音暴露、在時間期限壓力下工作等(DNBGF, 2007: 

Anlage1, 1-3)。 

截至 2007 年 8 月 5 日，德國職業安全衛生共同策略(GDA)制定了 12 項目標

以及相對應的行動領域和工作計畫(參見表 3.3.1)。 

表 3.3.1  德國職業安全衛生共同策略目標、行動領域與品質指標 
目標 行動領域 品質指標 

審視高危險行業、作業或族群 

發展具企業特殊性的預防策略 

審視人機介面不當所帶來的危

險因素 

1. 減少職業傷

害的發生率與

嚴重度 

涵蓋高齡(職傷較嚴重)與年輕

職業傷害通報人數 

新發生的職業傷害數 

致死的職業傷害數 

損失工時數 

職業傷害所導致的直接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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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行動領域 品質指標 

 員工族群(職傷較頻繁) 職業傷害的住院天數 

職業傷害所需的復健治療天

數 

重體力與姿勢不良的行業、作

業 

單側負荷或長久不需活動的作

業環境 

影響高齡勞工的面向 

審視實習生與年輕勞工作業環

境中的危險因素 

物理與心理負荷共存的作業環

境 

2. 減少肌肉骨

骼系統的疾病 

加強與其他社會保險系統的合

作 

重體力與姿勢不良作業環境

的比率 

提供預防措施的企業比率 

採用企業所提供預防性措施

的員工比率 

人因工程設計良好的企業數 

肌肉骨骼疾病的盛行率 

損失工時數 

治療費用 

對勞雇雙方問卷調查的結果 

提早退休的人數 

罹患職業病的人數 

與相關單位合作，採取預防措

施 

提供職場減壓的資訊、諮詢與

支援服務 

檢視精神心理壓力特別高的行

業、作業 

讓資深員工的抗壓技巧傳授給

年輕員工 

3. 減少職場精

神心理的負荷

與相關疾病 

針對個人的預防措施，如衝突

處理、情緒管理、面對職場身

心暴力 

損失工時數 

精神心理疾病的盛行率和發

生率 

員工問卷調查的結果如「歐

洲工作情況調查」 

治療的費用 

提供減壓措施的企業比率 

減壓課程的時數與員工參與

率 

新增的失能數 

4. 減少循環系 鼓勵企業提供職場健康促進的

誘因措施 

損失工時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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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行動領域 品質指標 

支持個人性預防措施如減壓

班、特別注意高齡與年輕勞工 

檢視對循環系統帶來特別高壓

力的行業、作業 

職場健康促進措施 

統的負荷與相

關疾病 

鼓勵企業提出如何改善預防措

施的誘因 

循環系統疾病的盛行率 

治療費用 

教育訓練課程數與員工參與

率 

推動職場健康促進的企業數 

新增的失能數 

檢視高危險行業、工作或族群 

提供員工皮膚保健知識 

員工採用皮膚保健措施的意願

與行為表現 

職場與非職場危害因素共同存

在 

探討健保、職災保險以及學界

與其他單位的合作 

整體檢視從職校開始一直到就

業後的預防措施 

5. 減少職業性

皮膚病的發生

率與嚴重度 

關於皮膚保健措施有效性的研

究 

進行皮膚相關危害風險評估

的企業比率 

提供皮膚保健措施的企業比

率 

員工利用皮膚保健措施的比

率 

對雇主和勞工進行問卷調查 

職業性皮膚病盛行率和發生

率 

損失工時數 

疑似職業病通報數 

治療的費用 

提早退休的人數 

職業性皮膚病數 

重點放在高噪音暴露行業、作

業、或族群 

特別注意在勞工特殊作業健康

檢查中意外發現的聽力異常者 

透過說明與增強動機，提升耳

塞耳罩的使用率[目前約 50%] 

6. 減少噪音負

荷與噪音性聽

力損失 

加強企業對低噪音機具設備的

職業性聽力損失的職業病件

數 

職業性聽力損失的潛伏期 

職業性聽力損失診斷時的年

齡 

領取勞保聽力損失給付的件

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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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行動領域 品質指標 

認識與採購意願 

注意噪音引起的非聽力效應如

循環系統疾病 

 

重視年輕工作族群的聽力保護

措施 

整體醫療、職能、社會重健

的花費 

重點放在游離結晶二氧化矽高

暴露的行業、作業或族群 

重點放在石綿高暴露的行業、

作業或族群 

重點放在阻塞性呼吸道疾病盛

行率高的行業、作業或族群 

7. 降低職業性

呼吸道疾病的

發生率和嚴重

性  

檢視清理移除工作是否符合安

全衛生條件 

行業作業的暴露現況與趨勢 

提供清理移除工作相關安全

衛生指引的企業數目 

阻塞性呼吸道疾病的件數 

醫療職能與社會復健的花費 

提供適當的支援與條件，使員

工能夠健康地工作到退休。行

動領域包括：工時、工作內容、

合格團隊發展與健康保護等。 

提供讓企業重視職場健康促進

的誘因 

創造誘因，讓員工盡可能延長

工作年限 

加強企業人事部門聘用年紀較

大者的意願 

提供短期、定期契約員工在工

作條件上的彈性 

8. 職場環境的

變遷 

提供員工預防性措施，如：安

全衛生訓練、壓力調適、衝突

處理、計畫管理等。 

高齡員工的比率 

順利健康地工作到退休年齡

的員工比率 

採取長程融合中老年員工措

施的企業數 

非正職員工如短期承攬人員

的工作負荷與健康問題 

彈性工時人員的工作負荷與

健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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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行動領域 品質指標 

提升員工對於奈米產品的認識 

提升員工對於工作環境中奈米

物質暴露的瞭解 

特別檢視大學研究機構與新興

奈米企業的狀況 

提供資訊以確保奈米工作的安

全 

9. 奈米科技的

挑戰 

研究奈米物質暴露的健康效應 

使用奈米科技企業的比例 

暴露於奈米物質的員工數 

歐盟的奈米工作安全衛生指

引 

獎勵職業安全衛生創新產品的

開發 

鼓勵企業採用創新的、有利於

職業安全衛生的產品 

10. 創新與預

防的夥伴關係 

支援讓安全衛生產品更易為使

用者接受的策略 

具備安全衛生技術的機具設

備之市場占有率 

具備創新安全衛生概念的機

具設備之全球市場占有率 

員工對於安全衛生設施裝備

的接受度，特別是手套與

耳塞 

機具設備的安全衛生裝置被

不當地動了手腳的件數 

加強作業場所的危害風險評

估，並據此推動職業安全衛生

措施 

將職業安全衛生與預防醫學納

入企業的管理決策中 

改善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機構所

提供職業安全衛生服務的適用

性、可近性與用處 

11. 增進企業

對於職業安全

衛生的重視、

改善職場健康

意識與行為、

發展預防措施 

系統性考慮企業中所有的健康

危害因素，特別針對身心壓力

的負荷 

實施作業場所危害風險評估

的企業數 

中小企業職安衛的缺失數 

缺勤時間 

職業傷害數 

推動降低職場身心壓力措施

的企業數 

實施整合性職業安全衛生系

統的企業數 

實施整合性健康管理系統的

企業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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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行動領域 品質指標 

特別考慮中小企業的情況與需

求 

勞動檢查機構對於職業安全衛

生與風險評估有統一的認識 

將職業安全衛生觀念納入養成

與在職教育之中，特別注意年

輕人、中小企業與外籍勞工。 

推動企業對於職業安全衛生的

敏感性，提供經濟誘因，例如

透過勞保實績匯率、對通過

OHSAS 企業的補助等。 

 

透過健康員工來創造健康安全

的工作場所，例如缺勤率減

少、異動減少、滿意度提高等。

損失工時數 

企業的職業安全衛生形象與

落實度 

無一定作業場所的勞工 

彈性工作型態的員工 

輪班工作者 

實習生與年輕員工 

營造業工人 

中老年員工 

12. 加強從事

特別危害健康

作業的勞工之

保護 

經常更換工作者與重返職場者 

比較有一定作業與無一定作

業場所工作者的職業傷病

情形 

依照行業別區分外包、實習

生與年輕勞工的職業傷病

率與缺勤率 

因健康問題而終止職業訓練

所產生的花費 

對特定工作族群如教師、職

校生進行問卷調查，暸解

職業安全衛生措施的接受

度與效益 

資料來源：DNBGF(2007: Anlage5, 1-13) 

 

(三)德國職業安全衛生共同策略範例：減少職業性皮膚病的發生率與嚴重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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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職業安全衛生共同策略(GDA)的重點策略之一在減少職業性皮膚病的

發生率和嚴重度(目標五)。在全國職業安全衛生會議(NAK)的決策下，聯邦勞動

暨社會事務部(BMAS)、邦勞動檢查聯合委員會(LASI)與德國職災保險聯合會

(DGUV)共同決定兩個行動領域：(1)潮濕作業；(2)皮膚危害物質，包括皮膚致敏

物質。 2007 年 11 月擬定的工作協定包括：現況描述、訂定工作方案

(Arbeitsprogramme)的目標、決定工作方案的對象(Adressaten)、 決定工作方案的

合作伙伴、訂定工作方案的方法、訂定工作方案的成效指標、評量工作方案的預

防潛力(the potential of prevention)、其他配合計畫、備註。以下分別詳述之。 

1. 現況描述 

德國危害物質法規(TRGS 401)中所定義的潮濕作業(Feuchtarbeit)在業界十

分常見，穿戴不通透性手套的情形普遍，因此，因這些潮濕作業所引起的皮膚問

題必須妥善處理，但是雇主與員工經常缺乏對皮膚危害與皮膚保健的認識。常見

的潮濕作業行業包括：食品製造、加工、販賣業；農業；林業；漁業；園藝花卉

業；醫療保健服務業、獸醫業；服務業；美髮業；營建業；金屬製造加工、機械

製造、車輛製造；化學工業等。刺激性或過敏性皮膚危害物質的種類繁多，如金

屬加工業使用的切削油、冷卻油與強力清潔劑。營造業中可能接觸到環氧樹脂、

橡膠添加物、水泥內含鉻等。事業單位必須實施有效的技術、組織、與個人保護

措施、以減少皮膚病變。TRGS 401 提供指引，加強雇主與員工的危害認知、皮

膚保健、以及危害物質預防措施的認識。 

2. 訂定工作方案的目標 

工作方案的目標包括： 

(1)提升進行作業場所危害風險評估時，將潮濕作業納入考慮的企業數目。 

(2)提升採取潮濕作業職業安全衛生措施的企業數目。 

(3)提升對潮濕作業職業安全衛生措施進行成效控管的企業數目。 

(4)推廣對皮膚危害與皮膚保健的認識。 

3. 決定工作方案的對象 

工作方案的對象為所有潮濕作業企業的雇主與員工。 

4. 決定工作方案的合作伙伴 

工作方案的合作伙伴有： 

(1)所有相關同業職災保險與預防協會(BG)與各邦政府的職業安全衛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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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2)聯邦勞動暨社會事務部(BMAS)； 

(3)健康預防保健與技術安全股份有限公司； 

(4)德國廠醫協會； 

(5)德國職業安全技師協會； 

(6) 德國預防工程師協會 (Verein Deutscher Revisionsingenieure; VDRI; 

German Association of Prevention Engineers)； 

(7)聯邦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BAuA)； 

(8)德國接觸性過敏團體； 

(9)德國皮膚科醫學會； 

(10)皮膚科診所資訊聯盟； 

(11)職業與環境皮膚科工作協會； 

(12)聯邦手部保護協會； 

(13)聯邦健康教育中心(Bundeszentrale für gesundheitliche Aufklärung; BzgA; 

German Federal Health Education Center)。 

5. 訂定工作方案的方法 

工作方案的方法為： 

(1)利用簡短的標準化問卷對企業或機構進行訪視、諮詢，預定期程截至 2008

年 8 月； 

(2)關於皮膚危害與皮膚保健的特定介入計畫、訊息資料、授課、測驗等。 

6. 訂定工作方案的成效指標 

工作方案的成效指標包括： 

(1)實施皮膚危害風險評估的企業數目； 

(2)實施皮膚職業安全衛生措施的企業數目，應用所謂 STOP 原則，即工程

改善先於行政措施，行政措施先於個人防護設備，特殊作業健康檢查

(G24)； 

(3)實施對潮濕作業職業安全衛生措施進行成效控管的企業數目； 

(4)計畫實施後，皮膚防護知識因而增加的雇主與員工數。 

7. 評量工作方案的預防潛力 

基本上，工作方案的預防潛力的評量無法量化，但是依照行業別估計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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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30%之間，降低 10%職業性皮膚病的目標應可達成。 

8. 其他配合計畫： 

其他配合計畫如：全民健保與職災保險合作的「健康皮膚」預防計畫。 

9. 備註 

備註項中列明長程指標數字降低，包括： 

(1)疑似職業性皮膚病的通報數目； 

(2)被認定為職業性皮膚病的數目。 

 

三、德國職業安全衛生共同策略下職業安全衛生體系的重整 

在德國職業安全衛生雙元制中，各邦的國家職業安全衛生機構與同業職災

保險與預防協會(BG)依法執行職業安全衛生政策，監督諮詢事業單位，以達成預

防、診治、補償、與重建的任務。處在這個社會經濟情況劇烈變動的年代，在啟

動職業安全衛生共同策略(GDA)之後，德國將傳統的職業安全衛生體系略加變

革，以改進雙元制的功能。因此，重新檢討雙元制成為德國職業安全衛生共同策

略(GDA)的核心任務。 

德國職業安全衛生共同策略(GDA)的執行者(Träger; carrier)是聯邦政府、各

邦政府與德國職災保險聯合會(DGUV)，三者共同合作，以達成德國職業安全衛

生共同策略(GDA)的目標(DNBGF, 2007: 11)。 

聯邦政府的功能在立法、研究與傳達全國職業安全衛生狀況。聯邦政府對

內協助、協調各邦，對外代表德國，創造職業安全衛生的周全條件，並審查各參

與機構是否履行各自的責任。各邦政府採用各種方法來達成職業安全衛生的使

命，包括提供資訊、激發動機、提供諮詢、監控與罰則，並鼓勵企業與跨企業的

合作。德國所有的事業單位皆涵蓋於職業傷病保險之中，既然被免除勞工向雇主

求償的風險，雇主應致力於預防職業災害、職業病和工作相關疾病、健全急救措

施。同業職災保險與預防協會(BG)也平行提供事業單位職業安全衛生監督、諮

詢、資訊、教育訓練、辦理補償、復健、復工等服務(DNBGF, 2007: 11)。 

(一)全國職業安全衛生會議 

德國職業安全衛生共同策略 (GDA)設置一個全國職業安全衛生會議

(NAK)，作為計畫、協調與評量的中心決策機構。全國職業安全衛生會議(NAK)

的成員來自聯邦政府、各邦政府與德國職災保險聯合會(DGUV)，發展具體的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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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安全衛生目標，並且與各參與機構共同制定行動領域和工作重點計畫，每 2-5

年檢討一次，對每一項工作方案提出評量報告，檢視方案的成效。此外，全國職

業安全衛生會議 (NAK) 發展一個全國職業安全衛生監控機制 (nationales 

Arbeitsschutzcontrolling)，以評量職業安全衛生措施的成效與持續性。聯邦政府、

各邦政府與職災保險聯合會(DGUV)三方各遴選三位代表參加全國職業安全衛生

會議(NAK)，將工作情況(例如勞動檢查)提到會上來討論，主席由三方代表每年

輪流擔任，勞動暨社會事務部(BMAS)特別為全國職業安全衛生會議(NAK)在聯

邦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BAuA)設立一個辦事處。 

為了提供所有參與德國職業安全衛生共同策略(GDA)單位一個對話與交換

意見的平台，因此設立一個職業安全衛生論壇(ASF)，向全國職業安全衛生會議

(NAK)提供意見；該論壇主持人便是全國職業安全衛生會議(NAK)的主持人。參

與職業安全衛生論壇(ASF)者來自雇主、工會、其他社會保險機構、研究機構、

與專業團體。最近的一次，即第三次職業安全衛生論壇(ASF)於 2008 年 7 月 16

日在 Dortmund 召開。 

以上這些單位包括全國職業安全衛生會議(NAK)與其設在聯邦職業安全衛

生研究所(BAuA)的辦事處，以及職業安全衛生論壇(ASF)均依據「社會法典」第

七篇而建制，取得完整的法源依據。 

(二)各邦的勞動保護機構 

2004 年，各邦的社會部部長會議決定一個跨邦的品質管制措施，旨在整合

職業安全衛生措施，例如：設定共同最低標準、周邊配套條件、一致的目標與管

控機制。負責執行這個任務的單位是邦勞動檢查聯合委員會(LASI)。同樣地，同

業職災保險與預防協會(BG)方面也致力於發展整合機制，以健全監督諮詢事業單

位的功能。有一個稱為「預防品質」(Quality in The Prevention)的方案，其目的便

在提升同業職災保險與預防協會(BG)預防措施的效能。 

(三)合作協定 

為了使雙元制的國家職業安全衛生機構與同業職災保險與預防協會(BG)更

加密切合作，聯邦政府、各邦政府、職災保險聯合會(DGUV)三方達成一個協定，

以落實合作計畫。這個協定涵蓋：共同履行全國職業安全衛生會議(NAK)的職業

安全衛生目標、行動領域與工作計畫；承諾共同評量各項指標；協調彼此對事業

單位進行輔導、檢查與諮詢的準則；承諾避免重疊不協調的作為；建立共同的資



 54

料庫；推行雙方面的協同行動；舉辦定期經驗交流等(DNBGF, 2007: 11-13)。 

第四節  德國職業安全衛生研究的趨勢 

德國的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可以分為三大區塊：聯邦與邦政府、德國產業職

災保險與預防協會(BGs)、大專院校。全德的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均收錄在國家勞

動保護研究資料庫中，入口網站架設於聯邦勞工與社會部(BMAS)首頁，其中最

重要的部份來自聯邦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BAuA)以及德國職災保險聯合會

(DGUV) 下 轄 ( 或 經 費 支 援 ) 三 個 研 究 機 構 ：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研 究 所

(Berufsgenossenschaftliche Institut für Arbeitsschutz; BG Institute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BGIA)、工作與健康研究所(Berufsgenossenschaftliche Institut 

Arbeit und Gesundheit; BG Institute Work and Health; BGAG)、職業醫學研究所

(Berufsgenossenschaftliche Forschungsinstitut für Arbeitsmedizin; BG-Institute for 

Occupational Medicine; BGFA)。以下就說明這幾個機構研究趨勢。 

 

一、聯邦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的研究 

(一)聯邦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概況 

聯邦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BAuA)是勞工與社會部(BMAS)仰賴制定職業安

全衛生制定之專業智庫，它揭櫫的願景是：「在一個人性與競爭的工作世界中，

人人健康安全」；其核心任務為：針對工作安全衛生出現的風險，獲取相關知識

並加以預測(Rothe, 2009)。 

2007 年，聯邦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BAuA)共有 686 位人員，2006 年人事費

預算約為 2,600 萬歐元，2007 年約為 2,700 萬歐元(BAuA, 2008: 103)(參見表 3.4.1

與表 3.4.2)。 

表 3.4.1  德國聯邦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人員(2007 年) 
類別 人數 

職員 523 

官員 121 

見習人員 42 

總計 686 

資料來源：BAuA(2008: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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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分項來看，聯邦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BAuA)的任務包括：法律的執行

(execution of laws) 、 建 構 網 絡 (networking) 、 提 供 資 訊 (information) 、 研 究

(research)、提供建議(advice)、展示(exhibition)、產生資料(generation of data)，其

中，研究占其工作量的 24％(詳見圖 3.2.3)(Schieder, 2005)。 

聯邦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BAuA)的研究包括本身的研究、委外研究、第三

者資助之研究(Drittmittelforschung; third-party funded research)，這三者經費合計

2006 年為 398.5 萬歐元、2007 年為 473.9 萬歐元9(BAuA, 2008: 103)(參見表 3.4.2)。 

 

表 3.4.2  德國聯邦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經費預算(2006-2007 年) 
單位：歐元(約) 

 2006 2007 

總額 41,449,000 44,729,105 

人事費 25,994,000 26,978,000 

耗材費 12,108,000 13,443,000 

津貼補助 56,000 62,000 

投資 3,281,000 4,246,000 

支出中各項分配   

委外研究 2,805,000 3,617,000 

第三者資助之研究 271,000 330,000 

本身的研究 909,000 792,000 

勞工安全衛生展示館 4,006,000 4,696,000 

資訊與通訊技術 906,000 1,652,000 
資料來源：BAuA(2008: 103) 

 

(二)問題與挑戰 

聯邦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BAuA)前所長 Hans-Jürgen Bieneck 於 2007 年指

                                                 
9 資料來自於德文版「2005-2007 年聯邦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年度報告」（BAuA, 2008: 103），比

對 2003-2004 年年度報告（BAuA, 2005: 73），發現 2006 年預算與 2003 年完全相同，2007 年預

算與 2004 年完全相同，推測 2005-2007 年年度報告中之數字可能誤植。另一份資料指出，2005

年研究經費為 570 萬歐元（Schieder, 2005），可供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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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德國的工作領域持續變遷，包括：人口結構的改變、工作生命的延長、農業

中傳染病的新風險、辦公室工作場所增加等等，使得該所面臨許多新的挑戰，例

如：(1)未來利用何種途徑使更多中小企業職業安全衛生能以預防為導向？(2)適

合年長勞工需求的產品應如何設計？採用何種措施改善工作安全衛生形象？

(BAuA, 2007: 7) 

(三)2007-2010 年工作計畫的策略目標 

為了因應上述挑戰，聯邦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BAuA)於 2007 年首次訂定一

個為期四年的「2007-2010 年工作計畫」(Working Program 2007-2010)，設定 10

項策略目標如下(BAuA, 2007)：  

策略目標 1：維持與增進工作與就業能力； 

策略目標 2：改進與工作相關之健康損害與疾病預防措施； 

策略目標 3：發展與執行中小企業與關鍵部門有效且經濟的預防觀念； 

策略目標 4：推動有安全衛生設計的工作系統； 

策略目標 5：改善防止工作中使用危險物質與生物製劑的謢具； 

策略目標 6：提高具有應用安全性的化學製劑比例； 

策略目標 7：提高有安全衛生設計製品的比例； 

策略目標 8：降低某些含有危險性質製品群組的比例； 

策略目標 9：擴大有關工作安全衛生諮詢、資訊與高品質服務； 

策略目標 10：宣導工作安全衛生的正面形象。 

每一個策略目標中都有「聚焦點」(focal point)，也就是工作重點，共有 45

個聚焦點(參見表 3.4.3)，並以下列 11 個列為優先(BAuA, 2007: 8)： 

1. 開發與執行適合高齡者工作設計之整體途徑(策略目標 1)； 

2. 對有特殊工作負荷與高危險群勞工之全面預防性照顧(策略目標 1)； 

3. 改變工作環境造成之心理與身心健康失調(策略目標 2)； 

4. 工作過程中不當負荷造成之肌肉骨骼系統傷害(策略目標 2)； 

5 與化學、生物製劑相關之疾病(策略目標 2)； 

6. 與工作相關的循環系統疾病(策略目標 2)； 

7. 中小企業與自營作業者良好操作規範的模式(策略目標 3)； 

8. 設計符合需求的工作系統(策略目標 4)； 

9. 研究工作場所奈米微粒、細微粒、超細微粒可能的危害(策略目標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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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持續發展與宣導風險評估觀念(策略目標 5 與策略目標 8)； 

11. 建立產品評估的原則(策略目標 7)。 

 

表 3.4.3  德國聯邦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2007-2010 年策略目標與焦點 
策略目標 焦     點 

1. 維持與增進工作

與就業能力 

(1)開發與執行適合高齡者工作設計之整體途徑 

(2)對有特殊工作負荷與高危險群勞工之全面預防性照顧 

(3)增進個人與組織資源 

2. 改進與工作相關

之健康損害與疾病

預防措施 

(1)改變工作環境造成之心理與身心健康失調 

(2)工作過程中不當負荷造成之肌肉骨骼系統傷害 

(3)與化學、生物製劑相關之疾病 

(4)與工作相關的循環系統疾病 

(5)物理風險因素造成之工作相關疾病 

(6)改進資料庫 

3. 發展與執行中小

企業與關鍵部門有

效且經濟的預防觀

念 

(1)工作安全衛生的創新管理 

(2)中小企業與自營作業者良好操作規範的模式 

(3)事業單位內與全產業職業安全衛生的效能與效率 

4. 推動有安全衛生

設計的工作系統 

(1)設計符合需求的工作系統 

(2)不同產業與職業之事業單位各有其安全衛生工作系統 

(3)職業訓練與大學訓練機構中有安全衛生的設計 

(4)根據工作程序與活動調整工作時間 

5. 改善防止工作中

使用危險物質與生

物製劑的謢具 

(1)持續發展與宣導風險評估觀念 

(2)研究工作場所奈米微粒、細微粒、超細微粒可能的危

害 

(3)藉由研究與知識管理確認物質相關風險 

(4)系統性分析與評估工作場所物質風險並提出降低風險

建議 

(5)制定有關化學、危害物質與生物製劑之管制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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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提高具有應用安

全性的化學製劑比

例 

在國家與國際層次推動直接與混合應用安全性的化學製

品 

7. 提高有安全衛生

設計製品的比例 

(1)建立產品評估的原則 

(2)建立規範與國際標準 

(3)產品設計與人口學的變遷 

(4)移用產品(兼為工作者與消費者使用)之安全衛生 

(5)知識的普及 

8. 降低某些含有危

險性質製品群組的

比例 

(1)產品風險之判斷與評估 

(2)持續發展產品設計之最新技術 

(3)執行已核准之測試準則與操作方法 

9. 擴大有關工作安

全衛生諮詢、資訊與

高品質服務 

(1)擴大資訊中心成為聯邦政府在工作安全衛生領域以客

製化導向的諮詢與資訊設施 

(2)為公司安全衛生人員提供高品質的諮詢以及訓練服務 

(3)強化 BAuA 的資訊系統與知識管理 

10. 宣導工作安全

衛生的正面形象 

(1)永久展品的更新 

(2)輪展品的創新、更新與營運 

(3)辦理動態活動、更新安全衛生展示館 

資料來源：BAuA(2007) 

 

(四)2007-2010 年工作計畫的研究情況 

2007 年 12 月，德國聯邦政提出 7 項要求，作為現代政府研究的準則(Rothe, 

2009)： 

1. 問題導向並與實務相關； 

2. 科際間整合； 

3. 超學科整合； 

4. 研究結果從科學轉移至應用，反之亦然； 

5. 有一通知就能召集到的科技專業人員； 

6. 以研究為基礎處理長期性議題； 

7. 預測新生風險並研究新生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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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邦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BAuA)根據上述 7 項要求，將 10 項策略目標設定

成 8 個領域，展開各項相關研究計畫案，表 3.4.4 呈現部分研究主題。 

 

表 3.4.4  德國聯邦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2007-2010 年研究領域與主題 
研究領域 研究主題 

1. 維持與增

進工作與就

業能力 

 

F 1964：夜班工作對成人的影響 

F 2032：醫院的工作環境  

F 2033：校園的健康促進策略  

F 2038：職業駕駛的職場健康問題  

F 2106：職場精神心理健康的促進與職業性精神疾病的預防  

F 2146：職業性頸椎椎間盤突出危險因素的個案對照研究  

F 2149：改善醫院照護工作的健康負荷  

F 2167：順應人口結構變遷的維繫勞動能力策略  

F 2170：校園中的噪音 

2. 改進與工

作相關之健

康損害與疾

病預防措施 

F 1785：職場精神心理健康之促進與保護—整合研究與實務 

F 1802：出版健康保護年報之新概念  

F 1865：職場憂鬱症原因探討  

F 1926：職業性皮膚炎致病因素  

F 1955：手握機具之雙手局部震動模式研究  

F 1974：鈹的生物偵測研究  

F 1977：精神心理壓力：評估與設計健康之住院老人照護工作環

境 

F 1985：職業駕駛因精神心理負荷所引起之駕駛中短暫昏睡現象

F 1986：戶外工作勞工皮膚對紫外線之防禦性研究  

F 1995：職場創傷事件對精神心理之負荷  

F 1996：從德國健保資料分析職業性肌肉骨骼系統疾病  

F 1997：精神心理壓力：評估 ChEF 問卷之信度與效度  

F 2005：非侵入性生物偵測之實用性研究：利用固象微萃取方法

分析土氣中之四氯乙烯  

F 2029：職場精神社會心理負荷與循環系統疾病之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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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2037：職業性石英暴露與腎臟疾病之關係  

F 2045：危險物質經皮膚吸收與體內負荷之關係  

F 2047：BAuA 的生物偵測資訊系統  

F 2054：職業屬性、精神心理負荷、與職業性心血管疾病之關係

F 2056：在中小企業利用 Naphthalin 生物偵測探討多環芳香碳水

化合物之暴露情形  

F 2058：歐盟各國 18 歲以下少年健檢健康狀況與職業生涯發展 

F 2066：預防農業相關之呼吸道疾病  

F 2070：利用主動軀幹肌肉模式改進全身垂直振動對腰椎之負荷

評估  

F 2084：2003-2007 年間全產業致死職災事故分析  

F 2090：發展針對 10 Hz–1 MHz 電磁波之數值整合模式「雙極心

節律器與電極排列」 

F 2096：職業性膝關節病變之個案對照研究  

F 2102：評估針對適應不良者維持就業和復工介入措施之成效 

F 2128：Job mobbing–資料蒐集之結構效度信度研究 

F 2129：流行病學研究作為職場社會供給決策之輔助  

F 2132：評估憂鬱症患者維持就業和復工介入措施之成效  

F 2145：開發評估職業病防治模式計畫之有效方法  

F 2150：職業性噪音暴露與心肌梗塞之關係—作業相關性分析 

F 2152：老年性認知障礙之補償—生理耗能 

F 2155：1985-1989 年間前東德 Wismut 工人之住院率 

F 2166：發展 SIGMA 與 BASA 使用者之友善軟體  

F 2169：自動化非侵入性吐氣生物偵測之實用性研究  

F 2177：甲醛暴露與鼻咽癌之系統性文獻回顧  

F 2179：評估唾液中腎上腺皮脂素分析作為身心壓力負荷之指標

F 2185：職場中眩光對健康之影響  

F 2196：評估看護工正確搬抬患者措施之長期成效評估  

F 2211：職場中推動預防非傳染性慢性病預防措施之可行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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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2213：岩煤礦工死亡率之分析  

F 2235：循環系統疾病職業危險因素之研究  

F 2239：前東德 Wismut 工人髖關節病變之歷史性同期群研究 

F 2244：運用工作設計提升創造力之研究  

F 5139：職場危害因素對男性生殖功能之個案對照研究  

F 5144：前東德 Wismut 工人膝半月軟骨病變之個案對照研究  

F 5147：柴油廢氣暴露與肺癌之關係  

F 5212：電磁波過敏症之研究 

3. 發展與執

行中小企業

與關鍵部門

有效且經濟

的預防觀念 

F 1572：營造業職場預防性設計之開發 

F 2104：金融業人力資源促進之指標  

F 2126：汽車業利用平衡計分卡推展健康促進之成效評估  

F 2127：改善人力資源指標以確保企業未來競爭力  

F 2224：部份住院患者看護工作之勞動保護 

4. 推動有安

全衛生設計

的工作系統 

F 1801：醫院中電腦工作站之人因工程設計  

F 1857：利用紅外線或雷射作為人員辨識或避免碰撞之試驗  

F 1869：在中小企業發展噪音防治措施  

F 1882：高架作業之技術工作輔具  

F 1988：職場照明之研究  

F 2069：腰椎檢體對壓迫與推移力之生物力學研究  

F 2122：開發辦公室工作利用日光及紫外線防護之衛教資料  

F 2158：手持雷射工具作業之安全衛生設施  

F 2180：工作場所內氣候—實地測量以評估模擬計算與擬定輔助

措施  

F 2236：開發工作時間影響健康之評估方法 

5. 改善防止

工作中使用

危險物質與

生物製劑的

謢具 

F 1504：高粉塵作業場所新防護措施之實施  

F 1586：職業安全衛生實驗室之品質管理  

F 1743：正確與全面使用 MSDS 之指引  

F 1809：木材殺菌劑之健康危害  

F 1914：評估新舊殺菌劑之吸入性健康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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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2044：服務、清潔、維修人員之工作危害評估  

F 2063：堆肥作業場所之健康危害  

F 2064：發展利用定量 PCR 評估空氣傳播病原菌之方法  

F 2075：超細粉塵之職業安全衛生防護措施  

F 2134：紙類環保回收業之危害  

F 2135：細與超細粉塵對肺部健康影響之基因毒性機轉  

F 2137：噴塗作業吸入與皮膚暴露危害評估系統之評估  

F 2217：改進奈米粒子之熱沉澱測量法 

6. 提高有安

全衛生設計

製品的比例 

F 1300：改進供高齡勞工使用產品之人因工學設計 

F 1868：職場防噪音產品之整體評估  

F 1898：協助企業遵從噪音振動防治法所規定之容許限度值 

F 1949：滑磨測量工具之設計研究  

F 1957：手工具之噪音研究  

F 1970：機具噪音測量之特殊問題—環境校正因素  

F 1981：機具設計安全衛生指引之軟體應用  

F 2118：年齡對手工具製造之安全衛生要求 

F 2120：高等教育中有關產品安全衛生之學程方案 

F 2202：新開發的救難人員保護衣著之人因工學研究  

F 2226：鍵盤之噪音研究  

F 5179：商用手機低頻電磁波對人體健康、工作能力、與大腦功

能之影響研究(380 - 400 MHz) 

F 5211：低頻電磁波(1800-2800 MHz)對人體健康與工作能力之

影響研究 

7. 降低某些

含有危險性

質製品群組

的比例 

F 1203：減少職場噪音與隔音之方法 

F 1900：木工機具之噪音現況 

F 2020：不同年齡層購買進口產品之行為與安全衛生意識之研

究—以家用工具為例  

F 2060：辦公室用具之噪音分級  

F 2115：LED 光害之測量與危害評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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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2117：手持雷射機具之個人防護設計品質 

F 2216：產品危險性評估方法之建議 

8. 擴大有關

工作安全衛

生諮詢、資訊

與高品質服

務 

F 1867：中學生(5-10 年級)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課程之分析  

F 1945：協調整合「辦公室成功因素」計畫並將「辦公室 INQA」

計畫地區化  

F 2091：歐盟之音樂家噪音暴露防治指南  

F 2094：警用船舶與內陸航行之職業安全策略  

F 2154：改善勞工安全衛生人員與廠醫之合作關係  

F 2183：德國之勞動保護歷史(1945-2000 年)  

F 2188：創造重視職業安全衛生之學習型企業 

F 2234：各國勞動保護策略之比較研究 

資料來源：BAuA(2009b) 

 

二、德國產業職災保險與預防協會的研究 

德國「社會法典」(SGB)第七篇第 1 條賦予同業職災保險與預防協會的任務

是：「使用所有適當的方法防止職業災害、職業病，以及工作相關疾病，在職業

災害或職業病發生後，務求將損害降至最低。」德國產業職災保險與預防協會(BGs)

執行此項任務，研究對生命與健康的工作相關危害原因，同時也將其延伸至學校

與高等教育機構學生以及日間照顧機構兒童的安全衛生(DGUV, 2008: 5)。 

各個產業職災保險與預防協會(BG)與其聯合組織德國職災保險聯合會

(DGUV)所從事的研究工作，是預防、重建與補償活動整體策略與優先事項的一

部分；德產業職災保險與預防協會(BG)的研究包含本身的研究所、委外研究、職

災醫院研究等等。部門的以及特定危害與風險的研究通常是由各產業職災保險與

預防協會(BG)自行研究或委外研究；職災醫院的研究著重於診治方法與程序的進

一步發展，以及成本效益的評估，評估的研究也涵蓋產業職災保險與預防協會

(BG)重建管理(HVBG, 2005a: 3)。 

(一)德國產業職災保險與預防協會研究簡史 

產業職災保險與預防協會(BG)的研究始於 18 世紀末對職災患者重建的研

究。1908 年，煤礦業職災保險與預防協會針對嚴重的煤礦災變，開始做職災方

面的研究；1920 年代，針對塵肺症進行醫學與技術上的因果關係研究。193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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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職災保險與預防協會聯合會(HVBG)成立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BGIA)一個部

門，負責研究如何避免粉塵相關疾病。 

此後，研究的優先領域與相對應的資源，持續根據職業安全衛生的發展進

行調整，最近的發展是在 2001 年成立工作與健康研究所(BGAG)，設置新學科(如

心理學和經濟學)，這是產業職災保險與預防協會(BG)過去從未碰觸過的領域。

「社會法典」(SGB)第七篇通過之後，明確界定研究是產業職災保險與預防協會

(BG)的特定任務(HVBG, 2005a: 6)。 

目前，產業職災保險與預防協會(BGs)共有 20 個研究機構(職災保險聯合會

3 個、個別協會 17 個)。2005 年 10 月，為慶祝產業職災保險與預防協會(BG)一

世紀的研究，當時的產業職災保險與預防協會聯合會(HVBG)理事會通過了一份

「 產 業 職 災 保 險 與 預 防 協 會 研 究 原 則 」 (Principles of BG Research: 

Prevention-Occupational Diseases-Rehabilitation (Objectives-strategies–foci)) 的 文

件，作為下一個世紀研究的依據，其中包括研究目標、研究特色、一般與特定焦

點與優先領域，以下進一步說明(HVBG, 2005a)。 

(二)產業職災保險與預防協會研究的策略性目標 

德國產業職災保險與預防協會(BG)在預防、職業病、重建等三方面各有策

略性目標： 

1. 在預防方面 

(1)釐清工作場所暴露物與其對安全衛生影響的因果關係； 

(2)確認與評估工作相關之健康危害物； 

(3)開發、試驗、證實有效的預防觀念與措施； 

(4)監測社會或技術發展導致工作領域的變遷。 

2. 在職業病方面 

(1)釐清某些被保險人群體職業病例為何增加，以及某些暴露形式與職業病

例間的因果關係； 

(2)利用醫學報告成果分析與訂定診察程序； 

(3)研究與評估早期診察措施； 

(4)發展、測試與証實治療職業病的方法。 

3. 在重建方面 

(1)發展與充分運用診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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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開發減輕職災後果的措施； 

(3)審查產業職災保險與預防協會(BG)重建程序的品質，包括重建管理與職

業重建的品質； 

(4)審查重建方法成本效益的適當性。 

(三)研究特色以及與產業職災保險與預防協會其他功能的互動 

產業職災保險與預防協會(BG)的研究為了達到上述目標，必須具備配合實

際需求，應用與操作上便利的特色： 

(1)將研究發現融入職業與通勤災害以及職業病的模式，也要融入工作相關

暴露危害的發展； 

(2)支持 BG 活動的焦點； 

(3)配合公司的需求與規模，以及它們的被保險勞工； 

(4)與其他工具如：規範、資格認證、測試與證明、醫療檢查、治療、職業

重建等緊密結合； 

(5)特別注意那些適合實務利用的研究結果； 

(6)科技整合的本質； 

(7)聚焦於應用性研究； 

(8)彈性組織，能夠對實務上產生的新議題快速因應； 

(9)提供一個評估各項措施效能與效率的基礎； 

(10)以科學的高品質標準為基礎； 

(11)充分提供產業職災保險與預防協會(BG)預防與重建能力的維持與強化； 

(12)保證有效率地與負責地使用研究資源。 

(四)產業職災保險與預防協會的研究焦點與優先領域 

 整體而言，產業職災保險與預防協會(BG)研究焦點與優先領域是根據以下

判準決定之： 

(1)法定的責任； 

(2)職災與職業病目前的趨勢； 

(3)員工暴露於工作相關疾病與某些群體人員職業病例的增加； 

(4)職災、職業病與工作相關疾病的嚴重性與代價； 

(5)因社會與技術發展產生的當前問題； 

(6)產業職災保險與預防協會(BG)的主動作為與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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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產業職災保險與預防協會(BG)職業安全衛生研究焦點與優先領域必須符

合上述判準。 

目前的研究計畫案包括以下 12 個項目： 

(1)化學與生物風險(Chemical and biological risks) 

(2)流行病學(Epidemiology) 

(3)火災與爆炸風險(Fire and explosion risks) 

(4)機械風險(Mechanical risks) 

(5)多學科計畫(Multidisciplinary projects) 

(6)生理負荷與人因工程(Physical loads and ergonomics) 

(7)產品安全(Product safety) 

(8)精神心理風險(Psychomental risks) 

(9)重建(Rehabilitation) 

(10)與工作環境相關之風險(Risks related to the working environment) 

(11)皮膚與呼吸系統疾病(Skin and respiratory diseases) 

(12)熱度與生理風險(Thermal and physical risks) 

至於實際的研究內容與優先領域，會在適當的期間加以檢視，並且依據變遷情況

加以調整，以下是產業職災保險與預防協會(BG)職業安全衛生中程研究領域，部

門別與個別協會的特殊危害焦點不包含在內。 

1. 有重疊關切的議題研究領域 

這部分的研究領域可能與下面要列舉的「職業與通勤災害研究」、「職業病

與工作相關疾病研究」相關，此外，這個領域的研究主題也包含「醫療重建與職

業參與」的主題。 

(1)各項措施的品質保證，尤其是保證與評估措施的效能、效率與永續性。 

(2)執行與移轉之研究，焦點置於訂定操作指引的文件，協助工廠執行職業

安全衛生的法定要求。 

(3)開發並製作新預防途徑的原型，主要是在配合中小企業的實際應用。 

(4)將資格認證作為執行的工具，例如採用使用特別考量目標團體與人員挑

選和培養的途徑。 

(5)從混合暴露影響(如：共致癌作用(cocarcinogenesis))的範圍與限度分析因

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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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適合考量非工作因素(如：生活方式、性向、休閒活動)的工作場所訂定

暴露評估程序。 

(7)工作與工作環境的有益健康因素(salutogenic factors)。 

(8)確認與評估特定受雇者群體面臨增加的暴露危害。 

(9)工作領域的變遷及其對工作安全與健康的影響： 

a. 僱用型態的改變，例如部份工時工作、承攬僱用、多重僱用、臨時

合約工作； 

b. 人口結構的發展，尤其是年長受雇者人數增加與工作生命延長； 

c. 組織變革，例如傳統企業架構的崩解、彈性工作時間地點與較長每

周工時制度的導入； 

d. 使用新資訊與通訊科技導致的改變。 

(10)監測工作環境與職業暴露，尤其是新生風險。 

2. 職業與通勤災害的研究 

(1)確認職業與通勤災害的原因(可能是多重原因)，包括技術與人員因素。 

(2)評估與監測安全技術方面的技術發展與創新，尤其是確保資料轉化、安

全相關軟體、人員偵測新感應器、小型化趨勢等的新方法。 

(3)人機介面的最適性，尤其是考量人類行為的模式、範圍與侷限。 

3. 職業病與工作相關疾病 

 (1)化學與生物影響 

a. 開發測量與分析空氣與生物物質暴露的方法，主題如：超微細粉

塵 、 細 菌 、 過 敏 原 、 多 環 性 芳 香 化 合 物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PAHs)、異氰酸酯化合物 (isocyanates)、芳香族胺

(aromatic amines)。 

b. 考量物質與特殊製劑活動的紀錄來進行量化分析，主題如：石英、

瀝青、柴油引擎釋放物、碳粉塵、辦公室設備與資訊科技使用之危

害物質、過敏原。 

c. 工作場所特殊關連暴露形式的回溯研究，主題如：石英、鉻、苯、

芳香族胺(aromatic amines)、石綿、三氯乙烯(trichloroethylene)、苯

并菠(benzo[a]pyrene)。 

d. 肺部、呼吸道與神經系統癌症與疾病的因果關係，例如共致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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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arcinogenesis)範圍與限度的風險評估。 

e. 危害物的混合暴露。 

f. 皮膚暴露與皮膚病、過敏等等的關係。 

g. 室內區域的暴露。 

h. 傳染病。 

i. 上呼吸消化道(upper aerodigestive tract)癌症。 

(2)物理影響 

a. 室外工作時工作場所紫外線輻射(ultraviolet radiation)暴露。 

b. 測量與評估工作場所防止電磁場(electromagnetic field)危害保護設

施。 

c. 測量與評估肌肉骨骼負荷，例如因重舉、重抬、執行工作時姿勢不

良與重複動作導致脊椎疾病、腕隧道症候群(carpal tunnel syndrome

或膝關節病(gonarthrosis)。 

d. 工作場所振動暴露風險評估。 

3. 心理與社會心理壓力 

(1)測試與調和工作場所危害心理健康因素分析的測量方法。 

(2)開發與評估降低工作場所心理壓力的介入措施。 

(3)開發預防創傷後壓力的策略，例如：受到嚴重傷害、攻擊、搶劫或其他

形式的工作場所暴力之後的壓力。 

4. 治療、復健與職業參與 

(1)發展職災患者診察、治療的方法與程序，尤其是手術的領域。 

(2)發展職業病災患者診察(包括早期診察)、治療的方法與程序，例如皮膚

病、間皮癌(mesothelioma)、塵肺症(pneumoconiosis)。 

(3)評估產業職災保險與預防協會(BG)治療、醫療復健(包括重建管理)、職業

參與的方法，尤其是品質與成本效益的適當性。 

 

三、德國職災保險聯合會三研究所的任務分工與研究重點 

德國職災保險聯合會(DGUV)本身設有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BGIA)、工作與

健康研究所(BGAG)兩個研究機構，也與礦業職災保險與預防協會合作，營運附

屬於魯爾大學(Ruhr University Bochum)的職業醫學研究所(BGFA)。此外，聯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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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GUV)設置基金，資助外部機構進行聯合會欠缺相關技術與人員的特殊計畫，

也有越來越多需要科際整合的複雜計畫與外部團隊合作。德國職災保險聯合會

(DGUV)透過各研究所與歐洲及國際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機構建立伙伴關係，例

如：德國職災保險聯合會(DGUV)、「歐洲職業安全衛生研究伙伴」(Partnership for 

European Research in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PEROSH)、「雪菲爾團隊」

(Sheffield Group)三者共同與許多大學以及其他研究機構合作研究(DGUV, 2008: 

7)。 

德國職災保險聯合會(DGUV)的三個研究所各有其任務與研究焦點，以下說

明之。 

(一)三研究所的任務分工 

1. 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BGIA)於 1935 年設立於柏林，1952 年在波昂重建，

1980 年遷移至聖奧古斯丁(Sankt Augustin)的新建築。 

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BGIA)協助各個產業職災保險與預防協會(BG)解決涉

及工作安全衛生的科技問題，其任務包括(DGUV, 2008: 8; HVBG, 2005b: 9-19)： 

․研發調查； 

․產品測試與品質管理系統； 

․空氣與物質樣本分析； 

․藉由指導工作場所測量進行諮詢、參與設定標準及規範活動、出版專業

意見； 

․以各種研討會、專業人才庫與訓練作為資格認證方式。 

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BGIA)三分之二的工作在防止職業病與工作相關疾

病，另外三分之一在預防職災；大約 80％的活動是由產業職災保險與預防協會

(BG)以及它們設置的機構發動，大致上所有主題都出自於公司層級安全衛生遭遇

的問題。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BGIA)也擔任歐洲製造商的測試與認證工作。 

2. 工作與健康研究所 

工作與健康研究所(BGAG)於 2001 年設立於德東的德勒斯登(Dresden)，是

職業衛生與行政學院(BGA)的一部份，主要任務是資格認證，希望能極小化風

險、降低心理壓力與預防策略的最佳化，其方式是透過傳授技術、研究、諮詢，

以提高安全警覺與維護工作場所衛生。為了打通理論與實務的鴻溝，每年舉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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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會、大會、國際研討會，發表最新科學發現與實務界人士討論。該所設有 266

房(351 床)的旅館，供前來研習者住宿(DGUV, 2008: 20; HVBG, 2005b: 21-27)。 

3. 職業醫學研究所 

職業醫學研究所(BGFA)於 1989 年 1 月 1 日開始使用目前的名稱；2001 年 6

月 1 日建立由臨床醫學、毒物學、過敏免疫學、分子生物醫學、流行病學等五個

中心構成的跨科際架構；2002 年 7 月 4 日成為魯爾大學的一個附屬研究機構。 

職業醫學研究所(BGFA)主要任務在於降低各種危害物質對受雇者健康造成

的風險，包括(DGUV, 2008: 20; HVBG, 2005b: 29-35)： 

․處理真實生活中出現的職業醫學議題； 

․進行工作場所健康保護的研究； 

․促進工作場所健康保護的進一步發展； 

․提供產業職災保險與預防協會(BG)有關科學議題的建議； 

․與本國與國際機構合作； 

․發展預防與診斷治療職業病的方法。 

(二)三研究所的專長與研究重點 

1. 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BGIA)有 240 位人員(更新至 2006 年)，其中 115 位為

科技人員，他們的專業包括：自然科學(化學、物理、微生物)、工程學(電機工程、

機械工程、建築、資訊科技)、應用流行病學與毒物學、人因工學、人類與科技。

研究焦點為自然科學與技術，針對化學、生物、物理因素與職災預防、產品安全、

人因工學等領域進行研究、測試、諮詢，2006 年執行 50 個研究計畫案(DGUV, 2008: 

7, 19)。 

2. 工作與健康研究所 

工作與健康研究所(BGAG)有 70 位人員，其中 35 位為科技人員，其專業領

域包括：心理學、自然與工程科學、職業科學、社會科學、經濟學、資訊科技、

教育學、職業醫學、法律。研究重點在社會科學、經濟學、教育、職業心理學、

勞工組織、法律、工程，並提供這些方面的諮詢，2006 年執行 54 個研究計畫案

(DGUV, 2008: 7, 27)。 

3. 職業醫學研究所 

職業醫學研究所(BGFA)有 80 位人員(更新至 2007 年)，其中 40 位為科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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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

56%

職業病

26%

重建

18%

員。由於新的生產技術往往製造職業醫學中的新問題，該所進行的研究即聚焦在

這些新問題上，主要研究領域是化學、生物危害物對人類健康的影響以及相對應

的預防措施，複雜的醫學議題則透過五個中心進行科際整合研究；2007 年執行

66 個研究計畫案。儘管各研究所有其個別任務與研究焦點，但是各研究所間透

過協調合作，確保安全衛生議題以科際整合與整體性的方式處理(DGUV, 2008: 7, 

35)。 

四、德國職災保險聯合會的研究經費 

德國職災保險聯合會(DGUV)設置研究基金，補助產業職災保險與預防協會

(BG)執行符合需要的應用性研究計畫案，其他機構執行預防、重建與職業病的研

究計畫案也可以申請基金的經費補助。研究計畫案能否獲得補助的決定權在管理

委員會(management committee)，這個委員會是由勞資雙方同數額代表組成。 

德國職災保險聯合會 (DGUV) 的「研究協調與研究補助部」 (Research 

Co-ordination and Research Funding Department)負責準備與管理這些計畫案，它建

議申請者密切與專業部門討論，並且處理管理委員會審查事宜，然後擬定補助合

約並監控計畫進行的績效。 

根據 2003-2006 年的統計，每年平均補助經費為 320 萬歐元、102 個計畫案；

總補助經費中，預防研究計畫案占 56％、重建案占 18％、職業病案占 26％。預

防研究計畫案經費中，一般性主題研究占 15％、健康保護占 57％、職災與通勤

災害占 28％(參見圖 3.4.1 與圖 3.4.2)(DGUV, 2008: 36-37)。 

 

 

 

 

 

 

 

 

 

圖 3.4.1  2003-2006 年德國職災保險聯合會研究經費補助總數分配 

資料來源：DGUV（2008: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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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保護

57%

職災與通勤

災害預防

28%

一般性

主題

15%

 

 

 

 

 

 

 

 

 

 

圖 3.4.2 2003-2006 年德國職災保險聯合會補助預防研究經費分配 

資料來源：DGUV（2008: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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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日本 
第一節  日本職業安全衛生政策演進與法律架構 

一、日本職業安全衛生政策的起源與發展 

(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職業安全衛生政策起源 

日本職業安全衛生規範源自於 19 世紀工廠檢查議題，當時紡織工廠林立，

採礦與土木工程興盛，許多勞工長時間工作，安全衛生狀況不佳，礦工身染塵肺

症等職業病而死亡，特別是使用大型機械、危險有害原料的工廠造成公害與職業

災害頻仍，於是工廠檢查規範應運而生。 

1877(明治 10)年大阪府公布「工廠檢查規則」(「製造所管制規則」)，各地

方跟進擬訂類似法規。中央主管機關農商務省商工局於 1887(明治 20)年著手檢

討制定中央層級法規，經數年討論後，1911(明治 44)年通過「工廠法」，於 1916(大

正 5)年實施，此法除規範工作時間外，並賦予行政主管機關監督權限，一旦發現

工廠設備或衛生、安全等對其他公益事項有危害之虞時，可命令其停工，以確保

職業安全衛生。「工廠法」實施之初，適用對象是經常僱用 15 人以上勞工或事業

性質危險及衛生有害之虞者，適用工廠數 19,047 家、勞工約 112 萬人。負責行

政監督的工廠監督官及副官有 208 人，每年巡察每家工廠 3 次，監督率高達 8 成。 

1922 年「工廠法」修正，適用範圍擴大到經常僱用 10 人以上勞工的工廠，

適用工廠數增加為 26,593 家，主管機關也移轉至內務省社會局。此後，逐步充

實相關法令，1927 年公布「工廠附屬寄宿舍規則」、1929 年「工廠危害預防及衛

生規則」、1935 年「壓力容器檢查令」(「汽罐管制令」)。1932 年，適用的工廠

數遽增至 75,420 家，監督官及副官人數提高至 344 人，每年巡察每家工廠巡察 1

次，監督率降為 3 成。 

1931 年，日本政府針對土石採取業、營建業、運輸業及貨運業的安全衛生

問題制定「職業災害勞工扶助法」(「勞動者災害扶助法」)，該法第 5 條賦予主

管機關對預防工作場所危害及衛生事項權限。內務省依據該法陸續公布相關法

令，包括 1934 年「土石採取場安全衛生規則」、1937 年「土木建築工程現場安

全及衛生規則」、1941 年「土木建築工程附屬寄宿舍規則」等。 

「職業災害勞工扶助法」制定的同時，日本進入戰爭狀態，當時的陸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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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發現來自工廠及農村的士兵體格及格率大幅下降，體認工廠安全衛生問題及全

民健康的重要，1938 年提案新設厚生省，主管「工廠法」等法規，確保工作時

間與安全衛生，維護勞工健康。 

(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職業安全衛生政策的發展 

1945 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盟軍總司令部(General Headquarters; GHQ)進

駐日本(1945-1952)，職業安全衛生政策開始有系統地發展。1947 年，通過「勞

動基準法」取代過去的「工廠法」，主管機關由新設的勞動省勞動基準局接手。

「勞動基準法」除了對職業安全衛生事項有詳細的規定之外，並將職災補償適用

於所有勞工，由個別雇主對職災勞工負補償責任，採取無過失主義。同年，「職

業災害補償保險法」亦通過實施，當時適用於經常僱用 5 人以上之製造業與其他

指定行業，由適用行業的雇主支付保險費，勞工受領保險給付。1949 年制定「礦

山保安法」，礦山行政改由商工省(現在的經濟產業省)主管。 

1950 年代後半，日本經濟成長快速，職災率隨之上升，職災規模亦擴大，

形成嚴重社會問題。1958 年，日本政府開始訂定降低職災五年計畫。 

1963 年 11 月 9 日，三井三池煤礦發生煤塵爆炸，造成 458 名礦工死亡；1965

年，山野煤礦瓦斯爆炸，造成 273 名礦工死亡；1969 年，三池煤礦井下火災，

造成 83 名礦工死亡；1970 年，南大夕張煤礦瓦斯爆炸，造成 62 名礦工死亡。

在一連串嚴重的災變中，職業安全衛生政策開始受到社會普遍關注，並逐步制定

相關法規10。舉例來說，1964 年制定「職業災害預防團體法」(Industrial Accident 

Prevention Organization Law)，人民可根據此法成立團體，預防職業災害；1967

年制定「對煤礦災害所致一氧化碳中毒特別措施法」。 

日本的工會也在這段期間大聲抗議工作場所安全衛生遭到忽視，當時日本

最大的工會聯合會「工會總評議會」於 1966 年設立勞工安全中心，並於次年以

「勞工不出賣生命」的主張，發動提高職災補償抗爭。 

                                                 
10 包括：1951 年「四乙烷基鉛危害預防規則」、1955 年「矽肺及外傷性脊髓傷害特別保護法」（1960

年「塵肺症法」制定後廢止）、1959 年「鍋爐及壓力容器安全規則」、「電離放射線危害預防規則」、

1960 年「塵肺症法」、「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1962 年「起重機等安全規則」、1967 年「鉛中

毒預防規則」、「營建業寄宿舍規程」、1969 年「吊籃安全規則」、1970 年「家內勞動法」、1971

年「特定化學物質等傷害預防規則」、「辦公室衛生基準規則」、「缺氧症預防規則」，1979 年「粉

塵危害預防規則」、2005 年「石綿危害預防規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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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年代，「職業災害補償保險法」作了兩次重要修正。1960 年的修正將

職災勞工一次總額給付制度改為年金制度，某些失能補償與長期傷病補償可由國

家補助。1965 年的修正將適用對象擴大至中小企業主與自營作業者，遺屬之補

償亦改為年金制，而且國家可以補助各種給付。 

1972 年，日本政府將「勞動基準法」第 5 章安全衛生部分等規範抽出，單

獨制定「職業安全衛生法」；1975 年制定「作業環境測定法」；「職業災害補償

保險法」在 1970 年代最重要的一次修正是 1975 年將範圍擴大為「全面適用」；

其次，該法在 1976 年修正時，確立由「勞工福祉事業團」(Labor Welfare Corporation)

執行職災保險，強化保險設施，尤其是職災勞工重建事業。 

2000 年，為加強地方勞工行政，各都道府縣設置勞動局。2001 年，勞動省

與厚生省合併為厚生勞動省(Ministry of Health, Labor and Welfare)。近年，勞動

基準監督官監督比率維持在 3~4%之間。同時，日本各地塵肺、矽肺症發病人數

逐年激增，在未能順利取得補償的情況下，進行全國串聯，透過國賠訴訟影響政

策，結果日本政府於 2005 年批准國際勞工組織(ILO)第 162 號石綿公約(Asbestos 

Convention, 1986 (C162))，同年制定「石綿危害預防規則」，2006 年再制定「石

綿損害健康救濟法」，強化石綿管制並加強病患救濟措施。 

表 4.1.1 呈現日本職業安全衛生政策演進過程。 

表 4.1.1  日本職業安全衛生政策演變過程 
年代 環境狀況 政策、法規和機構演變 

二次大戰前 

(1877-1945) 

․紡織工廠、礦山及土木工程

勞工因長時間工作、安全衛

生不良，導致身染塵肺症等

職業病而死亡。 

 

․1930 年代初進入戰爭狀

態，徵兵檢查發現適齡人員

體格逐年劣化。 

 

․大阪府首先制定「工廠檢查規

則」(1877)，其他地方政府跟

進。 

․中央政府制定「工廠法」(1911)

․「工廠法」修正，適用範圍擴

大(1922)。 

․「工廠附屬寄宿舍規則」

(1927)、「工廠危害預防及衛生

規則」(1929)、「壓力容器檢查

令」(1935)。 

․「職業災害勞工扶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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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代 環境狀況 政策、法規和機構演變 
(1931)、「土石採取場安全衛生

規則」(1934)、「土木建築工程

現場安全及衛生規則」

(1937)、「土木建築工程現場附

屬寄宿舍規則」(1941)。 

․1938 年陸軍提案，新設厚生

省，維護人民身體健康。 

二次大戰後 

(1945-) 

․1945 年戰敗，盟軍總部進駐

(1945-1952)，1946 年公布日

本國憲法。 

․1950 年代後半，經濟成長快

速，職災率上升、職災規模

擴大，1958 年政府開始訂定

降低職災五年計畫。 

․1960 年代，煤礦災變頻傳，

礦工死亡慘重，職業安全衛

生政策開始受到普遍關注。

․1966 年「工會總評議會」設

立勞工安全中心，次年發動

提高職災補償抗爭。 

․1970 年代後半，隧道建築從

業人員罹患塵肺症嚴重，遠

州塵肺症訴訟(金屬礦山)及

長崎北松塵肺症(炭礦)等集

體訴訟相繼展開。 

․2005 年批准國際勞工組織

第 162 號石綿公約 

․2006 年大阪泉南石綿國賠

․「勞動基準法」與「職業災害

補償保險法」(1947)，新設勞

動省勞動基準局。 

․「礦山保安法」(1949)，礦山

行政改由商工省(經濟產業省)

接管。 

․「塵肺症法」與「有機溶劑中

毒預防規則」(1960) 

․1960 年代，「職業災害補償

保險法」修正，總額給付制改

為年金制；1965 年將適用對

象擴大至中小企業主與自營

作業者，遺屬補償改為年金

制。 

․「職業災害預防團體法」(1964)

․「職業安全衛生法」(1972)、

「作業環境測定法」(1975)、

「高壓作業安全規則」

(1977)、「粉塵危害預防規則」

(1979)。 

․1975 年「職業災害補償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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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代 環境狀況 政策、法規和機構演變 
訴訟 

․2007 年政府與全國隧道塵

肺症原告團體締結「隧道塵

肺症預防對策協議」。 

法」全面適用(1975)、修正由

勞工福祉事業團執行職災保

險，強化職災勞工重建事業

(1976)。 

․「確保勞動派遣事業正當營運

與派遣勞工僱用條件法」

(1985) 

․都道府縣成立勞動局(2000)、

勞動省與厚生省合併為厚生

勞動省(2001)。 

․勞工福祉事業團業務移交勞

工健康福祉機構(2004) 

․「石綿危害預防規則」(2005)

․「石綿損害健康救濟法」(2006)

 

 

 

 

二、日本職業安全衛生政策的法律架構 

日本國憲法第 27 條第 2 項生存權為勞動保護之法源，職業安全衛生政策則

架構在 1972 年的「職業安全衛生法」上。「職業安全衛生法」將原本散見於「勞

動基準法」、「職業災害預防團體法」等確保安全衛生部分獨立立法，明定危害

預防基準、責任體制及促進自主性活動措施等，推動安全衛生措施，確保勞工安

全與健康，為日本職業安全衛生政策主要法源。「職業安全衛生法」下，尚有政

令、厚生勞動省省令、公告及解釋文加以輔助(參見圖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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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日本職業安全衛生法體系 

資料來源：井上浩(2006：16)。 

 

為配合國際勞工組織(ILO)等國際組織調整日本職業安全衛生政策，日本批

准之國際勞工組織(ILO)職業安全衛生相關公約參見表 4.1.2。 

表 4.1.2  日本批准之國際勞工組織職業安全衛生相關公約 
名        稱 批准日 

勞動檢查公約(1947 年，第 81 號) 

Labour Inspection Convention, 1947 (C81) 

1953.10.20 

輻射線保護公約(1960 年，第 115 號) 1973.07.31 

省令)… 

公告)… 

法律)… 

政令)… 

憲法第 27 條第 2 項 

職業安全衛生法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行令

職業安全衛生規則 
鍋爐及壓力容器安全規則 
起重機等安全規則 
吊艙安全規則 
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 
四乙烷基鉛中毒預防規則 
特定化學物質等危害預防規則 
高氣壓作業安全衛生規則 
電離放射線危害預防規則 
缺氧症預防規則  
辦公室衛生基準規則 
粉塵危害預防規則 
石綿危害預防規則等 

作業環境測定基準 
作業環境評量基準 
衛生管理人員規程 
安全衛生特別教育規程 
鍋爐構造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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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稱 批准日 
Radiation Protection Convention,1960 (C115) 

職業災害給付公約(1964 年，第 121 號) 

Employment Injury Benefits Convention, 1964 (C121) 

1977.07.26 

(商業與辦公場所)衛生公約(1964 年，第 120 號) 

Hygiene (Commerce and Offices) Convention, 1964 (C120) 

1993.06.21 

石綿公約(1986 年，第 162 號) 

Asbestos Convention, 1986 (C162) 

2005.08.11 

提升職業安全衛生架構公約(2006 年，第 187 號) 

Promotional Framework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Convention, 2006 (C187) 

2007.07.24 

資料來源：參考町田靜治(2009)及 ILO 駐日事務所(2009)。 

 

(一)「職業安全衛生法」主要內容 

「職業安全衛生法」實施至今經過數次修正，2005 年進行大幅度修正，現

行法共 12 章、123 條，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章總則部分，明定本法制定目的、相關名詞定義、事業主及勞工等之

責任義務等。「職業安全衛生法」制定目的為「配合勞動基準法，確立職業災害

之災害預防基準，將責任體制明確化並促進自主管理活動措施，推動綜合性計畫

策略，以確保勞工安全及健康，建立舒適之工作場所環境」(第 1 條)。事業主定

義為「經營事業，僱用勞工」者，相當於雇主；勞工定義則與日本「勞動基準法」

第 9 條相同(第 2 條)，亦即「不分職業種類，受僱於事業單位或事業場所而獲得

薪資者」。 

針對本法適用對象，個別規範責任義務包括：(1)事業主除遵守本法規定之

最低基準外，應建立舒適工作場所環境及改善勞動條件，以確保勞工的安全與健

康；(2)機械及設備的設計、製造、進口者，原物料的製造、進口者，建築物的

建築、設計者在設計、製造、進口或建築過程中，應致力於預防職業災害發生；

(3)營建工程等招人承攬時，有關施工方法、工期等，應注意不得附加有礙安全

衛生作業的條件；(4)勞工除遵守預防職業災害必要事項外，應致力於協助事業

主及其他關係人實施預防職業災害措施(第 3 條、第 4 條)。 

第二章職業災害預防計畫，僅一個條文，規定厚生勞動大臣徵詢勞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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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會意見後，應針對預防職業災害主要策略及重要事項擬訂實施計畫(第 6 條)。 

第三章安全衛生管理體制，規範事業主經營事業之事業單位應選任負責安

全衛生管理人員及組織，包括：安全衛生總管理員、安全管理員、衛生管理員、

安全衛生促進員、產業醫師、安全委員會、衛生委員會、安全衛生委員會等。各

管理人員名稱及其選任方式詳如表 4.1.3。此外，針對安全衛生管理人員素質，

要求事業主應舉辦相關教育活動，以提升專業能力，厚生勞動大臣應公布指導方

針加以規範，必要時進行行政指導(第 19 條之 2)。 

表 4.1.3  日本安全衛生管理人員名稱及其選任方式 
名 稱 選            任   

安全衛生總管

理員 

指揮安全管理員及衛生管理員，統一管理事業單位安全衛生；

選任義務各行業、規模不一，營造業、運輸業僱用 100 人以上，

製造業、水電燃氣業、通信業、旅館業、娛樂業、汽車修理業、

機械修理業等僱用 300 人以上，其他行業僱用 1,000 人以上之

工作場所。 

安全管理員 管理安全技術事項者，原則上僱用 50 人以上事業單位須選

任。選任資格不採證照制，一定學歷以上或具有相當年限產業

安全實務經驗者。 

衛生管理員 管理勞工衛生技術事項者，不分行業，僱用 50 人以上事業單

位均須選任。選任資格採證照制，應具備衛生管理者證照，或

自醫師、齒科醫師、職業衛生管理顧問中選任。 

產業醫師 負責勞工健康管理，不分行業，凡僱用 50 人以上事業單位均

須選任。 

安全衛生委員

會等 

安全委員會檢討事業單位安全事項，衛生委員會檢討衛生事

項，原則上僱用 50 人以上事業單位須選任。或改設安全衛生

委員會取代之此二委員會。 

安全衛生促進

員、衛生促進

員 

僱用 10~49 人事業單位應選任安全衛生促進員，負責安全衛生

業務；衛生促進員則是不需選任安全管理員之行業或僱用

10~49 人的事業單位須選任。若已選任安全管理員或衛生管理

員，無需再選任安全衛生促進員或衛生促進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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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勞工危險及健康傷害預防措施，規定事業主就各種狀況採取必要預

防措施，包括：(1)預防危險：例如機械、爆炸性物品、電器等熱能可有導致危

險之設備，採石、伐木等作業、高處墜落、土石崩坍等危險地點，應採取必要預

防措施；(2)預防引發健康傷害：如原物料、瓦斯、蒸氣、粉塵、低氧、病原體、

放射線、高低溫、超音波、噪音、振動、氣壓異常、計算機器監視、精密工作、

排氣、排水或殘渣等，應採取必要預防措施。厚生勞動省對於上述事業主應採行

各種預防措施的技術面規範及化學物質種類，發布指引加以指導。事業主對於建

築物、設備、原物料等或作業過程具危險性有損健康之虞時，應加以調查並致力

採行必要預防措施(第 20 條、第 21 條、第 22 條、第 28 條、第 28 條之 2)。 

第五章機械類、危險物及有害物規制，從勞工經手之器物製造源頭進行管

理，包括：(1)製造特定危險作業機械的業者，必須領有都道府縣勞動局長發行

的製造許可、製造或進口時接受相關檢查。(2)危險物及有害物原則上禁止製造、

進口、轉讓、提供或使用含聯苯胺等可能損害健康之物品，例外時應取得厚生勞

動大臣許可；轉讓、提供危險及有害物時，應以書面通知對方；若經手製造、進

口法令規範之化學物質以外新化學物質者，應向厚生勞動大臣提出有害性調查報

告並採取相關預防措施(第 37 條、第 38 條、第 55 條、第 56 條、第 57 條之 2、

第 57 條之 3)。 

第六章勞工就業措施，規定事業主應在僱用勞工、變更作業內容、或勞工

從事危險有害業務時，負責直接指導或監督勞工之管理人員及其他相關人員，對

勞工實施安全衛生教育；起重機等特殊業務則必須僱用具有專業執照或修習必要

課程者(第 59 條、第 60 條、第 60 條之 2、第 61 條)。 

第七章健康保持增進措施，規定相當縝密。例如屋內作業現場從事有害業

務的事業主，應進行作業環境測定與記錄，必要時整頓相關設施、設備或實施健

康檢查、進行作業管理、作業時間限制等；事業主應實施一般勞工健康檢查，從

事有害業務之勞工則實施特殊健康檢查，部份行業實施齒科檢查，勞工有接受檢

查義務。除上述一般性勞工健康檢查外，為維護夜間工作勞工健康，規定勞工必

須自發性接受健康檢查並繳交書面證明給事業主。事業主在記錄健康檢查結果、

聽取醫師意見後，必要時變更就業場所、轉換作業、縮短工時等，並向衛生委員

等單位報告。健康檢查結果應通知勞工，醫師認定有保持健康必要者，應盡量配

合醫師或保健師的保健指導(第 65 條、第 65 條之 2--之 4、第 66 條、第 66 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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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之 7)。 

為預防長時間工作損害勞工健康，對於每月超時、假日工作時間達 100 小

時以上之勞工，或認定為疲勞累積之勞工，事業主必須安排其接受醫師面談指

導，由醫師確認該勞工工作狀況、疲勞累積狀況、身心狀況等。問診結果製作成

紀錄並保存五年。事業主必要時調整勞工就業場所、轉換工作內容、縮短工時、

減少夜間工作，或向衛生委員會提出醫師意見報告等(第 66 條之 8 第 1 項、第 66

條之 8 第 3 項、第 66 條之 8 第 5 項)。 

第七章之二建立舒適職場環境措施，要求事業主應致力建立舒適職場環

境，包括維持管理作業環境、改善作業方法、設置恢復疲勞設施設備等，厚生勞

動省大臣發布指引進行行政指導(第 71 條之 2--之 3)。 

第九章安全衛生改善計畫等，授予都道府縣勞動局長必要時指示事業主擬

訂事業單位安全衛生改善計畫的權限，事業主擬訂計畫時應徵詢該事業單位半數

以上勞工組織之工會或勞工代表意見。此外，創設勞動安全顧問及勞動衛生顧問

制度，經營事業單位安全問題診斷及指導的收費業務(第 78 條、第 81 條)。 

第十章監督，要求雇主設置、轉讓或變更建築物或機械等主要結構時，應

在施工前 30 日向勞動基準監督署長提出施工計畫，計畫內涉及尖端技術有檢討

必要者，經厚生勞動大臣或都道府縣勞動局長審查。主要負責督導業務的是勞動

基準監督署長及勞動基準監督官，具有勞動檢查、詢問關係人、查閱帳簿與文件、

作業環境檢測權限，必要時可帶走檢查所需必要物品、原物料及器具，並兼有刑

事訴訟法之司法警察人員權限(第 88 條、第 89 條、第 89 條之 2、第 91 條、第

92 條)。 

都道府縣勞動局及勞動基準監督署之下，編制產業安全專門官及勞動衛生

專門官。前者主管本法第 37 條第 1 項許可、安全衛生改善計畫申請、職業災害

原因調查涉及安全之業務；後者負責本法第 56 條第 1 項許可、第 57 條之 3 第 4

項勸告、第 57 條之 4 第 1 項指示、第 65 條作業環境檢測等專業技術、安全衛生

改善計畫申請、職業災害原因調查涉及衛生之業務，必要時提供指導與支援(第

93 條)。都道府縣勞動局下編制勞動衛生指導醫師，由厚生勞動大臣任命職業衛

生專科醫師兼任，參與本法第 65 條第 5 項、第 66 條第 4 項勞工衛生相關事務 (第

95 條)。 

(二)「勞動安全衛生法」實施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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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厚生勞動省調查，日本各事業單位的安衛管理體制實際運作概況如下： 

1. 就事業單位選任安全衛生管理人員的執行比率言，僱用 50 人以上事業單

位運作較完備，達 7~9 成，但僱用 10~49 人事業單位不到 3 成，產業醫

師選任比率 7.9%。(詳見表 4.1.4 至表 4.1.5) 

2. 實施一般定期健康檢查事業單位比例 78.5%。(詳見表 4.1.6) 

3. 事業單位內長時間工作(每週超過 40 小時、每月超過 100 小時)勞工比例

為 13.4%，依據「過重勞動導致健康傷害綜合對策」11實施醫師面談指導

的僅有 8.6%。(詳見表 4.1.7) 

4. 以心理健康為由停職勞工的事業單位 3.3%，停職 1 個月以上占 77.6%。(詳

見表 4.1.8) 

5. 事業單位夜間工作勞工比例 34.1%，未提報健康檢查給雇主的高達

95%。(詳見表 4.1.9) 

6. 依規定選任產業醫師的事業單位(僱用 50 人以上)有 75.4%。 

表 4.1.4 至表 4.1.9 顯示上述情況。 

 

表 4.1.4  日本事業單位安全衛生管理人員選任比率(僱用 50 人以上) 
單位：% 

 安全衛生總

管理員 

安全管理員 衛生管理員 產業醫師 安全衛生委員

會等 

2005 年 90.5 80.4 80.4 75.4 76.2 

資料來源：厚生労働省官房統計情報部編(2005)。 

 

表 4.1.5  日本事業單位安全衛生管理人員選任比率(僱用 10~49 人) 
單位：% 

 安全管理員或衛生管理員 安全衛生促進員或衛生促進

員 

產業醫師

2005 年 35 23.3 7.9 

資料來源：厚生労働省官房統計情報部編(2005)。 

 

                                                 
11 「過重労働による健康障害預防のための総合対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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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日本事業單位實施一般定期健康檢查比例 
單位：% 

 

一般定期健康檢查實施後續措施 

 合計 實施 

結果異常

者徵詢醫

師意見 

健康檢查實

施後就業措

施 

健康檢查

結果通知

勞工 

實施保

健指導 

未實施 

2005 年 100 78.5 (39.0) (26.8) (96.0) (34.9) 21.5 

資料來源：厚生労働省官房統計情報部編(2005)。 

 

表 4.1.7  日本事業單位長時間工作勞工狀況及相關措施實施比例 
單位：% 

  合計 有長時間

工作勞工 接受醫師面談指

導 

未接受醫師面談

指導 

無長時

間工作

勞工 

2005 年 100 13.4 (8.6) (91.4) 86.6 

資料來源：厚生労働省官房統計情報部編(2005)。 

         

表 4.1.8  日本事業單位以心理健康為由停職勞工狀況 
單位：% 

  合計 有以心理健

康為由停職

勞工 

停職一個月以

上 

停職未超過

一個月 

無以心理健

康為由停職

勞工 

2005 年 100 3.3 (77.6) (22.4) 96.7 

資料來源：厚生労働省官房統計情報部編(2005)。 

         

表 4.1.9  日本事業單位夜間工作勞工狀況 
單位：% 

  合計 有夜間工

作勞工 有向雇主提出自

發性健康檢查結

未向雇主提出自

發性健康檢查結

無夜間

工作勞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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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勞工 果勞工  

2005 年 100 34.1 (5.0) (95.0) 65.9 

資料來源：厚生労働省官房統計情報部編(2005)。 

 

第二節  日本制定與執行職業安全衛生政策的主要機構 

日本厚生勞動省負責制定職業安全衛生政策以及職災預防與職災勞工補

償、重建之相關計畫。職業災害保險業務由「勞工健康福祉機構」(Japan Labor 

Health and Welfare Organization; JLHWO)執行，此機構是政府設立之獨立行政法

人，隸屬於厚生勞動省，負責執行職災勞工補償與重建計畫，也擔負職災預防的

工作，重點在職業衛生的促進。職災預防是日本職災保險中的重要一環，相關業

務由「中央職業災害預防協會」(Japan Industrial Safety and Health Association; 

JISHA)執行，其重點在於工作場所的安全促進。這個協會是雇主組成的民間團

體，由厚生勞動省的勞動基準局監督，日本人稱之為「特別民間法人」，是一種

特殊法人(參見圖 4.2.1)。 

 

 

 

 

 

 

 

 

 

圖 4.2.1 日本職業安全衛生政策機構任務分工 

 

一、厚生勞動省 

根據日本總務省統計局的「2006 年事業單位、企業統計調查」，日本全國有

609 萬家事業單位，約 5,863 萬勞工(總務省統計局，2009)。主管勞工事務之中

央機關為厚生勞動省，最高首長為厚生勞動大臣。日本職業安全衛生政策的制

厚生勞動省 

制定政策 

中央職業災害預防協會

開發與執行職災預防  
計畫(尤其是職業安全)

勞工健康福祉機構 

執行職災補償、重建、福

利計畫以及促進職業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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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依照「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 條規定，厚生勞動大臣徵詢勞動政策審議會意

見後，應針對預防職業災害主要策略及重要事項擬訂實施計畫，亦即職業災害預

防計畫。勞動政策審議會委員由公益人士、勞工代表、雇主代表三方組成，審議

重大政策內容。針對職業安全衛生問題，設有安全衛生分組，分組下有塵肺部門，

職災保險問題則設有勞動條件職災保險部門，審議安全衛生及職災保險政策內

容。 

厚生勞動省內部設有勞動基準局、安全衛生部、職災補償部、勤勞者12生活

部、職業安定局、高齡障礙者僱用對策部、職業能力開發局、公平就業兒童家庭

局等單位做為行政窗口。前三個單位主管有關職業安全衛生及職業災害業務，分

述如下。 

 (一)勞動基準局 

勞動基準局監督指導事業單位、對重大惡質違法案件進行司法處分、處理

事業主提出之許可申請、文件交付、檢查生產設備安全性、實施災害調查、統計

調查、給付職災保險。 

全國各都道府縣設置有勞動局(47 局)，而作為第一線機關的勞動基準監督

署(321 署及 4 支署)，為國家直轄機關。 

(二)安全衛生部 

安全衛生部主管業務包括： 

1. 預防職業災害 

(1)製造業建設業等行業別職業災害預防對策。 

(2)交通職業災害、機械災害等特定災害預防對策。 

(3)工作場所危險性或有害性等調查措施之周知與指導。 

(4)工作場所實施系統性、持續性安全衛生管理、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之

普及與促進等。 

2. 預防職業性疾病 
                                                 
12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日本原本慣用「勞動」（「労働」）一詞，1942 年 11 月 1 日因應行政機

關縮編，厚生省勞動局與職業局合併為勤勞局後，「勤勞」（「勤労」）全面取代「勞動」。當時的

厚生大臣小泉陸軍軍醫中將向全國的知事（相當於縣長）說明，改變用語的理由是要去除外來思

想。戰後，日本國憲法仍舊沿用「勤勞」一詞，許多政府單位或企業團體也使用（井上浩，2006：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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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罹患職業性疾病者人數雖減少，但近年石綿引發之惡性肺水腫案例增多，腰

痛、塵肺等職業病患以及有機溶劑中毒、一氧化碳中毒、缺氧症、化學物質影響

健康事件不斷發生。針對石綿危害健康問題，擬訂建築物解體作業等健康傷害預

防對策、石綿作業從事者健康管理對策等。 

3. 健康保持與增進 

(1)近年長時間勞動導致健康危害，強烈感受職場不安與壓力的勞工與日俱

增，推動過勞引發之健康危害預防對策及職場心理健康對策。 

(2)為使中小企業落實健康管理，發揮地區產業保健中心功能等，強化對小

規模事業場之輔導。 

(3)為建立舒適職場環境，透過推動吸煙對策等輔導塑造舒適職場。 

(三)職災補償部 

職災補償部主管業務包括： 

1. 職災補償 

職業災害保險的目的，是提供業務上事由或通勤災害造成受傷、疾病、失

能或死亡等職業災害勞工迅速且公平之保護，給予必要保險給付，使職業災害勞

工及早重返社會、保護職業災害勞工及其遺屬、增進勞工福祉。 

2. 重返社會促進等業務 

(1)重返社會促進業務：給予義肢、輪椅等輔具，實施遺留傷害事後照護等。 

(2)職業災害勞工等協助照護業務：老年重度職業災害勞工照護設施營運、

子女就業費用給付等。 

(3)安全衛生確保事業：石綿對策、過重勞動與心理健康對策等。 

二、中央職業災害預防協會 

日本在 1964 年通過「職業災害預防團體法」(Industrial Accident Prevention 

Organization Law)，根據此法第 8 條，人民以預防職業災害為目的，可成立二大

類團體：一類是中央職業災害預防協會(JISHA)，另一類是各種職業災害預防協

會。 

(一)執行業務與經費來源之法源 

根據「職業災害預防團體法」第 11 條，中央職業災害預防協會(JISHA)(以

下簡稱「中災防」)執行以下與預防職業災害的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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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促進由雇主、雇主組織與其他組織預防職業災害活動； 

2. 設置並營運教育與技術支援設施； 

3. 提供有關技術事項的指導與協助； 

4. 有關機械、器具的檢驗與測試； 

5. 舉辦勞工技能講習； 

6. 蒐集、發送資訊與資料； 

7. 進行調查並公布結果； 

8. 其他必要業務。 

根據「職業災害預防團體法」，中災防(JISHA)的經費來自於會員繳交的會

費(第 15 條)及政府補助，以勞工保險特別帳戶中勞工職災補償保險項目預算範

圍內，亦即勞工職災補償保險基金，酌予補助其業務費(第 54 條)。此外，中災

防(JISHA)接受委託執行相關業務時可收取費用。 

(二)成立目的與組織 

1. 成立目的與定位 

中災防(JISHA)成立於 1964 年 8 月 1 日，當時正值日本高度經濟成長期，

事業主自主成立此一團體，其初衷為支援事業主預防工業災害。中災防(JISHA)

根據「職業災害預防團體法」成立，其會員應包括：(1)依據該法規定成立之所

有職業災害預防協會；(2)執行職業災害預防活動之全國層級雇主組織；(3)執行

中災防(JISHA)章程中所列之職業災害預防活動的組織(第 13 條)。換言之，中災

防(JISHA)是日本職業災害預防團體的頂級組織(peak association, or umbrella 

organization)。 

中災防(JISHA)的成立需向政府登記，具有法人(juristic person)地位(第 9 條、

第 10 條)，屬於公益法人中之社團法人13，主管機關為厚生勞動省，由勞動基準

局直接監督。 

2. 會員 

目前中災防(JISHA)的會員共分成四大類(參見「中央職業災害預防協會章

程」第 5 條)(中央労働災害預防協会，2009a)： 

第一類為職業災害預防協會，共有 5 個，包括：營建業職業災害預防協會

                                                 
13 參見劉宗德（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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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 Construction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ssociation; JCOSHA)、陸上貨

物運送事業職業災害預防協會(Japan Land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Safety and 

Health Association)、港口貨物運送事業職業災害預防協會(Japan Port Labor 

Accident Prevention Association)、林業與伐木業職業災害預防協會(Japan Forestry 

and Timber Manufacturing Labor Accident Prevention Association)、礦業職業災害預

防協會(Japan Mining Safety and health Association)。 

第二類為全國層級的雇主團體，共有 55 個，例如：日本經濟團體聯合會、

日本工作機械工業會、水泥協會、石油聯盟等等。 

第三類為地方勞動基準協會聯合會及地方性雇主團體，共有 48 個，例如：

北海道勞動基準協會聯合會、三重勞動基準協會聯合會、青森縣勞動基準協會等。 

第四類為其他職業災害預防團體，共有 16 個，例如：日本産業衛生學會、

全國勞動衛生團體聯合會、産業安全技術協會、日本起重機協會等等。 

除了以上四類會員之外，尚有認同該協會宗旨之贊助會員，以個別事業單

位為主，2009 年之贊助會員約有 5,100 個。 

3. 營運組織 

根據「中央職業災害預防協會章程」，中災防(JISHA)設會長 1 人、副會長

若干人、理事長 1 人、理事 100-200 人、監事 5 人以下。會長由會員選出，任期

二年，對外代表該會，對內綜理會務。現任會長(社)日本經濟團體聯合會會長御

手洗富士夫(兼任)，日常工作的推動由專職之理事長負責；理事長通常由厚生勞

動省退休官員擔任，現任理事長澤田陽太郎為厚生勞動省常務次長退休。理事長

之下設行政部門、研究中心、東京與大阪安全教育中心、各地區安全衛生服務中

心(參見圖 4.2.2)。 

4. 人員與預算 

中災防(JISHA)專職人員約 400 位(中央労働災害預防協会，2009c)。2008 年、

2009 年之年度預算大約 90 億日圓，大部分收入來自於事業與委託收入，2009 年

政府補助約 14 億日圓，占 16%左右(表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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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  日本中災防營運組織 

資料來源：中央労働災害預防協会（200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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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日本中災防收支預算(2008-2009 年) 
單位：千(日圓) 

收    入    部    分 支    出    部    分 

項    目 2008 2009 項    目 2008 2009 

會費收入 271,985 270,430 管理費 3,745,039 3,834,197

事業收入 4,785,704 4,752,755 事業費 2,466,696 2,684,144

委託收入 2,578,663 2,523,744 受託事業費 2,758,663 2,523,744

政府補助 1,204,416 1,462,565 厚生勞動科學

研究事業費 
26,813 18,769

雜項收入 26,443 29,360 準備金 50,000 50,000

合    計 8,867,211 9,038,854 合    計 8,867,211 9,110,854
資料來源：中央労働災害預防協会(2009d)。 

 
(三)業務 

中災防(JISHA)成立的目的是為了促進工作絕對安全衛生與舒適，根據此一

目的，它對會員及社會大眾提供以下服務(中央労働災害防止協会，2008)： 

1. 安全衛生資訊之提供 

(1)透過網際網路、定期出版物、圖書等提供有關行政措施動態、災害實例、

化學物質訊息、判例、國際資訊、工作場所活動實例等安全衛生資訊。 

(2)在安全衛生資訊中心營運體驗危險與災害的虛擬實境與立體影像設施。 

(3)在產業安全技術館中展示簡明易懂之安全裝置、故障自動防護等產業安

全技術。 

2. 推展提高安全衛生意識之活動 

(1)配合厚生勞動省推動全國安全週、全國勞動衛生週活動。 

(2)邀請企業安全衛生有關人員參加全國產業安全衛生大會，以及研究發

表、講演、討論會。 

3. 專家諮詢與技術支援服務 

(1)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建置之指導與協助。 

(2)提供專家協助診斷事業單位安全衛生上的問題，並提出改善方案。 

(3)實施作業環境測定，並根據測定結果提出改善方案。 

(4)製作化學物質模式安全數據表，支援適當管理化學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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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支援團體安全衛生活動，亦即對僱用不滿 50 人的小規模事業單位實施

「蒲公英計畫」，以提高其安全衛生水準，並且召開中小企業事業主之

安全衛生講習會。 

4. 教育、進修 

(1)以經營團隊為對象，按階層與領域提供各種研討會、函授教育、講座等

教育進修機會。 

(2)安全衛生教育中心培養各種安全衛生教育講師。 

(3)國際安全衛生中心提供發展中國家安全衛生負責人進修活動。 

5. 推動零災害運動 

(1)倡導全員參與之零災害運動。 

(2)實施以經營團隊為對象的研討會、以現場管理者為對象的程序研究會、

訓練人員養成的危險預知訓練(Kiken Yochi Training; KYT)。 

6. 健康與舒適工作場所之促進 

(1)為了建立促進勞工身心健康的工作場所，推動全方位健康促進活動(Total 

Health Promotion; THP)，實施專業人員之培養、認證。 

(2)召開進修會和討論會，研討工作場所心理健康對策。 

(3)推動「建立舒適的工作場所」觀念，減少工作中的疲勞與緊張。 

7. 職業災害預防調查與研究 

(1)對實際業務有幫助的課題進行調查研究，例如：人因工程應用、安全衛

生費用使用效果、預防人為疏失造成職業災害等等。 

(2)在職業衛生調查分析中心及大阪職業衛生綜合中心，針對從事有害物質

相關業務之勞工實施特殊健康檢查，並接受國家、業界團體、企業等要

求，調查在職務範圍使用化學物質的有害性，以及影響健康之空氣中有

害物質。 

(3)日本生物鑑定中心接受來自國家、企業等的要求，根據動物實驗，調查

產業界使用化學物質的有害性。 

三、勞工健康福祉機構 

(一)執行業務與經費來源之法源 

日本「職業災害補償保險法」(2007年修正)第29條規定：政府對於本保險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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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事業之勞工及其遺屬，得辦理以下各項促進其社會重建之事業： 

1.為遭受職業災害及通勤災害之勞工(以下簡稱「罹災勞工」)設置及營運療

養與復健相關設施，以及其他使其順利社會重建之必要事業。 

2.罹災勞工療養生活之協助、罹災勞工看護之協助、遺屬就學之協助、罹災

勞工及其遺屬所需貸款之協助、以及其他協助罹災勞工及其遺屬之必要事

業。 

3.有助於職業災害預防相關活動、設置及營運健康檢查相關設施，以及其他

確保勞工安全健康、保險給付適當實施、薪資給付等必要事業。 

有關社會重建促進等事業，依「獨立行政法人勞工健康福祉機構法」第 12

條第 1 項，由政府指示獨立行政法人勞工健康福祉機構(JLHWO)為之。 

日本政府根據本法，將上述社會重建促進事業業務的興辦、服務，交由勞

工健康福祉機構(JLHWO)辦理。根據「獨立行政法人勞工健康福祉機構法」第5

條，勞工健康福祉機構(JLHWO)之資本額係由來自政府，而且政府認為有必要

時，得在預算範圍內，對該機構追加出資金額。 

(二)成立目的與組織 

1. 成立目的與定位 

勞工健康福祉機構(JLHWO)係依據「獨立行政法人勞工健康福祉機構法」

於2002年成立，它的前身是1976年成立之「勞工福祉事業團」，此事業團於2004

年4月1日解散14，將業務移交給勞工健康福祉機構(JLHWO)。 

根據「獨立行政法人勞工健康福祉機構法」第 3 條，勞工健康福祉機構

(JLHWO)設立之目的在透過設置並營運療養設施、健康檢查設施，對執行勞工健

康業務者提供進修、資訊、諮詢等支援設施，以適當且有效實施勞工職業傷害或

疾病療養及勞工健康保護相關措施，同時辦理積欠工資墊償事業等，增進勞工福

祉。 

從成立的目的來看，勞工健康福祉機構(JLHWO)主要負責執行職業災害保

險的重建，不過其中也包含職業災害預防，甚至積欠工資墊償。 

                                                 
14 勞工福祉事業團解散的背景有三：（1）政府出資達 6,597 億日圓（至 2000 年底）；（2）職災醫

院收治職災病患占入院患者比例銳減（1957 年 52.3%、1996 年 6.2%）；（3）累計虧損達 2,218 億

日圓（至 2000 年底）。因此，依照「特殊法人整理合理化」進行調整（総務省行政評価局，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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勞工健康福祉機構(JLHWO)係獨立行政法人(Incorporated Administrative 

Agency; IAA)，其前身「勞工福祉事業團」則是一種特殊法人(Public Corporation)，

與我國的國公營事業相當(劉宗德，2004)。日本獨立行政法人制度的設計是為了

矯正特殊法人運作上的問題，這套制度的建立受到英國的「政署」制度影響甚鉅；

「政署」是英國文官體制中具有強烈執行功能且直屬於部會的組織，性質上不是

公法人，而是公共法人(行政院人事行政局，2004：356-357；蔡秀卿，2002)。 

根據日本總務省行政評估局的界定，獨立行政法人是一種負責提供絕對必

要公共服務的組織，這些服務是政府不必自己提供，私部門又可能基於不同理由

不願提供的。獨立行政法人制度的導入是2001年中央政府改革的一部份，其基本

理念是政策規劃部門與執行部門分立，規劃之責任在政府，執行之責任在獨立行

政法人，二者都在公部門的範疇之內(Administrative Evaluation Bureau,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 Government of Japan, 2007)。 

2. 營運組織 

勞工健康福祉機構(JLHWO)設理事長 1 人，理事 4 人，監事 2 人；其本部

設總務、經營企畫、職員、管理、醫療事業、產業保健、工資墊償、營繕等 8 個

部室(參見圖 4.2.3)。 

勞工健康福祉機構(JLHWO)本部之下設 11 類機構，包括：職災醫院 30 家、

職災看護專門學校 9 所、預防醫療中心 9 所、職災疾病研究中心 13 所、醫療復

健中心 1 所、綜合脊髓損傷中心 1 所、復健人因工程中心 1 所、復健庇護工場 6

間、海外工作健康管理中心 1 所、產業保健促進中心 47 所、納骨塔 1 座。 

3. 人員與預算 

勞工健康福祉機構(JLHWO)在 2004 年之專職與非專職人員有 11,250 人，

2005、2006 兩個年度在人員精簡計畫下大幅下降，2008 年專職與非專職人員則

有 9,022 人。表 4.2.2 呈現按職種分類的人員分布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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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  日本勞工健康福祉機構本部組織 

資料來源：独立行政法人労働者健康福祉機構(2009a)。 
 
表 4.2.2  日本勞工健康福祉機構所屬人員(按職種分)(2004-2008 年) 

職    種 
年度 區分 總計 事務、

技術 
醫療 

(醫師) 
醫療 

(護士) 
醫療 

(醫事技術) 
技能

業務 
專職人員 11,031 1,328 1,179 6,210 2,014 3002004 

非專職人員 219 1 162 30 7 19

專職人員 9,549 1,293 1,216 5,214 1,585 2412005 
非專職人員 172 - 145 15 8 4

專職人員 8,451 1,232 1,181 4,371 1,465 2022006 
非專職人員 87 - 83 2 - 2

專職人員 8,847 1,139 1,193 4,857 1,487 1712007 
非專職人員 85 2 81 1 - 1

專職人員 8,948 1,114 1,222 4,995 1,470 1472008 
非專職人員 74 2 63 1 2    6

資料來源：独立行政法人労働者健康福祉機構(2009b)。 

 

近幾年來，勞工健康福祉機構(JLHWO)的年度預算均超過 3,000 億日圓，表

4.2.3 呈現 2004-2009 年度歲入歲出情況。 

營繕部 

工資墊償部

監事室 

產業保健部

醫療事業部

管理部 

職員部 

經營企畫室

總務部 

醫  監

理  事 理事長 

監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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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日本勞工健康福祉機構年度預算(2004-2009 年) 
單位：千(日圓) 

年  度 項  目 預  算  數 決  算  數 
歲入 340,051,413 311,354,442 

2004 
歲出 333,393,840 307,637,777 
歲入 325,656,585 307,527,397 

2005 
歲出 322,659,943 303,498,618 
歲入 319,738,331 306,463,750 

2006 
歲出 309,385,403 300,859,276 
歲入 308,449,890 310,448,377 

2007 
歲出 305,692,044 308,159,209 
歲入 307,042,377 307,964.717 

2008 
歲出 303,915,024 299,919,103 
歲入 310,197,000 － 

2009 
歲出 307,828,000 － 

資料來源：独立行政法人労働者健康福祉機構(2009c)。 

(三)業務 

根據勞工健康福祉機構(JLHWO)成立的目的，其執行業務的範圍規定在「獨

立行政法人勞工健康福祉機構法」第 12 條，內容如下： 

1.有關療養設施(「職業災害補償保險法」第 29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之療養

設施)之設置及營運事項； 

2.有關健康檢查設施(「職業災害補償保險法」第 29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之

健康檢查設施)之設置及營運事項； 

3 有關提供執行勞工健康業務者進修、資訊、諮詢，以及支援為這些目的

之設施的設置及營運事項； 

4.「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13 條之 2 規定的事業單位之事業主，選任符合同

法第 13 條第 2 項規定之必要條件所設置的醫師，進行同條第 1 項規定的

勞工健康管理人員，給予事業主全部或一部份經費補助； 

5.根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6 條之 2 規定接受健康檢查勞工的經費補助； 

6.對有關「工資支付確保法」第 3 章規定的事業(同法第 8 條規定的業務除

外)實施事項； 

7.有關復健訓練設施(「職業災害補償保險法」第 29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的

重建訓練設施)之設置及營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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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有關罹災勞工(「職業災害補償保險法」第 29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之的罹

災勞工)靈骨塔之設置及營運事項。 

9.為執行本項各款業務之相關事項。 

除前項規定業務外，本機構得接受行政機關委託，在不影響原業務執行之

範圍內，就「職業災害補償保險法」第 7 條第 1 項保險給付之決定進行必

要診察。 

第三節  日本面臨的職業安全衛生問題與因應策略 

一、日本面臨的職業安全衛生問題 

(一)「職業安全衛生法」實施檢討報告 

根據 2004 年厚生勞動省內部檢討報告(厚生勞働省，2004)指出，「職業安

全衛生法」實施至今，職災件數明顯降低，每年請領職災保險給付人數約 52 萬

人，嚴重傷病假停職 4 日以上之死傷人數約 12 萬 6,000 人。職災認定為「過勞

死」之案件或因化學物質等導致勞工染病者，有逐年增加趨勢。同時，社會經濟

整體變動下，因應消費者需求，企業採少量多樣生產模式，業務外包情形大增，

組織型態各異，而勞工就業類型多元化，引發職場上職業安全衛生責任歸屬問題。 

特別是 2003 年日本陸續發生嚴重工安事故，例如製鐵所熔鋼外流、瓦斯爆

炸、油槽火災、輪胎工廠火災等，啟動三省廳產業事故災害預防對策促進關係省

廳聯絡會議，厚生勞動省同步進行大規模工安檢查(「大規模製造業における安

全管理に係る自主点検」)，結果發現事故發生率高的事業單位有以下幾個共通

問題：        

1.事業單位負責人未主動實施安全管理活動； 

2.事業單位負責人就實施安全管理活動有人力、經驗、經費不足之感； 

3.與承攬企業之間安全管理合作與資訊溝通不良； 

4.安全委員會活動力弱； 

5.新進勞工之定期教育訓練與作業手冊更新等未落實； 

6.對設備、作業危險性高的防災工作不夠積極等。 

此外，根據調查顯示，企業間競爭激烈，勞工負擔過重，長期處於緊張工

作環境中，對工作抱持不安、壓力感者高達 6 成。2003 年，因業務引發腦部、

心臟疾病之認定案件超過 310 件、因精神疾病甚至自殺之認定案件超過 10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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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必要因應這些問題，加以改善。 

該報告進一步指出，「職業安全衛生法」在規劃上是為確保勞工安全與健

康最低限度必要措施之法律，以遵守法律為基本要求，建議此後應轉換思考模

式，從過去後發性個別預防對策之手法，改採「先發性預防對策」，以引導事業

主積極掌握，降低或避免危險有害情況發生，改善勞工就業環境。 

(二)「職業安全衛生法」修正 

厚生勞動省接受該報告書之建議，經勞動政策審議會研議後，提出「職業

安全衛生法」修正案，2005 年通過、2006 年實施(竹野佑喜，2006)。修正內容

之特徵有二：一是實施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二是過重勞動導致健康危害預防

對策中增加醫師面談指導制度。 

「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的安全衛生管理制度，一改過去最低基準概念，

轉為促進自主性預防措施。修正內容有六大項(労働調査会，2006)： 

1.促進事業主推動自主性安全衛生工作之環境整頓 

(1)推動降低特定危險性、有害性措施(第 28 條之 2 第 1 項)； 

(2)推動自主性管理工作(第 88 條之 2 第 1 項、第 2 項)； 

(3)活化安全衛生委員會(「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則」第 3 條之 2、第 21 條等)； 

(4)充實安全衛生責任人員教育(「職業安全衛生規則」第 5 條等)。 

2.發包業主與承攬業主共同實施安全衛生管理體制(第 30 條之 2 第 1 項)。 

3.心理健康對策及過重勞動導致健康傷害預防對策 

(1)過重勞動導致健康傷害預防對策(第 66 條之 8 第 1 項等)； 

(2)心理健康對策(第 66 條之 8 第 3 項、第 4 項、第 66 條之 9 等)。 

4.健康資訊保護(第 66 條之 6) 

5.推動化學物質管理(第 57 條第 1 項、第 57 條之 2 第 1 項等) 

6.資格制度之更新(附表第 17、18 等) 

(三)石綿問題 

石綿廣泛應用在建築耐熱、汽車材料上，其纖維質輕，容易飛散於空中，

人體若吸入纖維刺傷肺部，易導致惡性肺水腫及肺癌，潛伏期長達 30~40 年，發

病一、二年內死亡。1995 年惡性肺水腫平均死亡人數約 500~950 人，2005 年激

增為 911 人，估計 2030~2050 年間將為發病高峰(厚生労働省，2009a)。 

石綿病患的救濟管道，主要依據「職業災害補償保險法」申請補償，但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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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潛伏期過長，造成法律時效消滅而喪失請求權。若訴諸民事賠償，特別是非職

業暴露者在因果關係上舉證困難，不易勝訴，成為重大安衛課題。例如大阪泉南

石綿原告團改採國賠訴訟模式，爭取權益(村松昭夫，2006；山下登司夫等，

2007)。為了因應此一課題，日本政府 2005 年批准國際勞工組織(ILO)第 162 號

石綿公約(Asbestos Convention, 1986 (C162))後，2006 年制定「石綿損害健康救濟

法」，以非職業暴露罹災者為對象，在「職業災害補償保險法」外，開闢新的行

政救濟管道。申請案由獨立行政法人環境再生保全機構審查，通過者可支領補償

費15。 

(四)日本職業災害近況 

根據日本「厚生勞動白皮書」顯示，2008 年約有 55 萬人遭受職業災害，罹

災停工 4 日以上之死傷人數 119,291 人，比前一年減少 2,065 人。死亡人數 1,268

人，以行業別來看，營造業 430 人最多，其次是製造業 260 人、陸上貨物運送事

業 148 人。業務死傷或患病勞工達 3 人以上的重大災害件數 281 件，比前一年減

少 12 件，其中交通事故 125 件，占 44%。此外，一般健康檢查結果顯示，與腦、

心臟疾病發病有關的血脂、血壓不正常發現率增加，感受職場壓力的勞工數比例

高，化學物質導致疾病人數亦有增加傾向。 

 

二、日本因應職業安全衛生問題的策略與計畫 

(一)職業安全衛生政策體系 

日本厚生勞動省規劃的職業安全衛生政策體系包含：(1)基本對策；(2)勞工

安全確保對策；(3)勞工健康確保對策；(4)建構舒適工作場所促進對策；(5)化學

物質健康危害預防對策；(6)國際安全衛生對策；(7)中小企業對策。每一項對策

之中，訂定重點工作；基本對策中的最重要工作是擬訂職業災害預防計畫(參見

圖 4.3.1)。 

 

 

 
                                                 
15 例如醫療費（個人負擔部份）、療養津貼（每月 103,870 日圓）、喪葬費（199,000 日圓）、

特別遺屬撫慰金（280 萬日圓）、特別喪葬費（199,000 日圓）、救濟給付調整金等（環境省環

境保健部企画課石綿健康被害對策室，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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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 日本職業安全衛生政策體系 

資料來源：厚生労働省(200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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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與機械等之設置、移轉、變更；及大規模建築工程等計畫申請義務推動機械
設備；工廠新設、變更、建築工程等事前審查及評鑑實施制度。 

事 前 評 鑑 的 充 實

擬定機械設備引發之災害預止對策(結構規格、檢查、檢定)。 
機 械 設 備 安 全 化 的 促 進

輔導中小綜合企轉包指導能力，致力原業者營建現場安全管理方針的普及，達成專
業企業安全管理活動的促進。 

營 建 安 全 對 策

中央職業災害預防協會、建業職業災害預防協會、陸上貨物運送事業職業災害預防
協會、港口貨物運送事業職業災害預防協會、林業與伐木業職業災害預防協會、礦
業職業災害預防協會。

與 職 業 災 害 預 防 團 體 合 作

基

本

對

策

執行第 11 次職災預防計畫(平成 20 年 24 年)，防止職災發生。 

職 業 災 害 預 防 計 畫 的 擬 定

實施全國安全週、全國職業衛生週及無災害紀錄證授證制度。 

安 全 衛 生 意 識 的 提 倡

推動事業單位安全衛生管理活動。

安 全 衛 生 管 理 系 統 的 確 立

整頓並充實防治危險有害作業之特別教育、安全衛生教育中心等各種教育機關。 

安 全 衛 生 教 育 的 實 施

 
健
康
確
保
政
策

貫徹作業環境管理、作業管理、健康管理等三個管理；推動塵肺、腰痛、電離放射
線危害、臭氧缺乏症等預防對策。  

職 業 病 預 防

防止過重勞動引發健康危害。

作 業 相 關 疾 病 的 預 防

專業輔導都道府縣產業保健促進中心產業醫生；地區產業保健中心提供小規模事業
單位健康諮詢等。 

產 業 保 健 活 動 活 化

推動全方位健康促進活動(THP)、輔導中小規模事業單位引進 THP、推動工作場所心
理健康對策。 

健 康 的 保 持 增 進

 建構
 舒適
 工作
 場所
 促進
 對策

中央舒適工作場所形成推進中心、都道府縣舒適工作場所形成推進中心提供舒適工
作場所形成相關諮詢服務。

舒 適 工 作 場 所 形 成 的 普 及 啟 發 與 諮 商 等

都道府縣勞動局長針對舒適工作場所推進計畫進行認定。

舒 適 工 作 場 所 推 動 計 畫 的 認 定

  
 化學 
 物質
 健康
 障礙
 預防
 對策

依據石綿危害預防規則、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規則、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等，
推動化學物質暴露防止對策；推動化學物質管理輔導事業、戴奧辛對策。 
化 學 物 質 管 理 的 正 確 化

落實化學物質等危險有害的標示及化學物質安全數據表(MSDS)的交付。 
有 害 性 資 訊 的 傳 播

實施新化學物質、既存化學物質之有害性調查。

化 學 物 質 有 害 性 調 查

 國際  
 安全
 衛生
 對策 為輔導提升安全衛生水準，推動中小事業單位等團體安全衛生活動輔導業務、工作

場所改善機器整頓業務、職業災害預防特別安全衛生診斷業務等。 
推 動 因 應 國 際 化 的 安 全 衛 生 對 策

 中小
 企業
 對策

推動安全衛生技術合作、安全衛生國際交流、國際安全衛生資訊的收集與提供；推動國外
派遣勞工安全衛生對策，追求安全衛生基準與國際基準間的整合。 

中 小 規 模 事 業 單 位 安 全 衛 生 活 動 的 活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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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11 次職業災害預防五年計畫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 條規定，厚生勞動大臣應聽取勞動政策審議

會之意見，為預防職業災害擬訂主要對策及其他重要事項之計畫。從 1958 年開

始，厚生勞動省即根據此一規定，訂定降低職災的「職業災害預防五年計畫」，

截至目前已持續訂定 11 次。 

「職業災害預防五年計畫」的基本策略為：「儘可能降低死亡事故，確保

中小企業安全衛生工作落實，減少勞工心理負擔，全面推展教育宣傳活動，減少

事故受害人數，動員全社會廣泛參與；同時，為因應當前就業流動性大與工作轉

換頻繁的特性，擴大安全培訓密度。」除一般性的計畫外，還有針對職災發生率

較高的行業如營造業、陸上貨物運輸業、第三產業(路面清掃、垃圾清理)等訂定

的專屬計畫。 

1.計畫目標 

「第 11 次職業災害預防五年計畫」計畫期間為 2008 年至 2012 年，計畫目

標為： 

(1)過重勞動導致健康傷害、精神傷害的職災認定件數每年約 300 件； 

(2)職災死亡人數比 2007 年減少 20%以上； 

(3)職災死傷人數比 2007 年減少 15%以上； 

(4)推動勞工健康確保對策，降低定期健康檢查發現率。 

2.計畫內容 

「第 11 次職業災害預防五年計畫」計畫分為十大項，詳細內容如表 4.3.1。 

 

表 4.3.1  日本第 11 次職業災害預防計畫內容 
項    目 內    容 

1. 促進自主性安全衛生活動 (1)促進實施「危險性及有害性等調查」 

(2)活用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 

(3)促進自主性安全衛生活動之環境改善 

(4)資訊共享 

2. 特定災害對策 

 

(1)機械災害預防對策 

(2)墜落、摔落災害預防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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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內    容 
(3)交通職業災害預防對策 

(4)爆炸、火災災害預防對策 

3. 職業災害頻發行業對策 

 

(1)製造業對策 

(2)營建業對策 

(3)陸上貨物運送業對策 

(4)林業對策 

(5)第三産業對策 

(6)其他行業對策 

4. 職業病預防對策 

 

(1)粉塵危害預防對策 

(2)腰痛預防對策 

(3)振動、噪音危害預防對策 

(4)中暑預防對策及缺氧症預防對策 

(5)其他職業病預防對策 

5. 石綿危害預防對策 

 

(1)徹底執行全面禁止使用石綿 

(2)徹底執行預防解體作業暴露對策 

(3)推動離職者健康管理對策 

6. 化學物質對策 

 

(1)化學物質導致職業災害預防對策 

(2)化學物質管理對策 

7. 心理健康對策及過重勞動

導致健康危害預防對策 

(1)心理健康對策 

(2)過重勞動導致健康危害預防對策 

8. 産業保健活動、健康促進及

舒適工作場所促進對策 

(1)活化産業保健活動 

(2)健康促進對策 

(3)舒適工作場所促進對策 

9. 安全衛生管理對策之強化 

 

(1)有效推動安全衛生教育 

(2)推動中小企業對策 

(3)就業型態多元化等相關對策 

(4)推動老年勞工對策 

(5)因應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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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內    容 
10. 推動高效率、高效果措施 

 

(1)促進職業安全衛生研究 

(2)推動地區職業災害頻發行業等對策 

(3)與各機關合作 

(4)各對策效果分析與評量等 

 

(三)重要職災預防對策 

1.特定災害對策 

(1)機械災害預防對策 

機械災害占職業災害的三成左右，多數罹災者殘留後遺性損傷。首先針對

機械的設計、轉讓等階段進行預防，實施「危險性及有害性等調查」、高危險性

機械結構規格限制、職業災害預防對策指導、「機械綜合安全基準指引」等。 

(2)墜落、摔落災害預防對策 

營造業經常發生高空墜落或摔落事故，2009 年 3 月修正「職業安全衛生規

則」，追加鷹架橫木設置及作業開始檢查等規定，加強墜落、摔落災害預防對策。

此外，針對建築物、車輛的意外墜落、摔落事故亦加強預防措施。 

2.粉塵危害預防對策 

隧道工程、金屬研磨作業產生的粉塵導致勞工罹患塵肺症等職業病，根據

2007 年 6 月 18 日隧道塵肺症訴訟簽訂「隧道塵肺症協議」，同年 12 月修正「粉

塵危害預防規則」，強化隧道等建築作業場所粉塵危害預防。2008 年度擬訂「第

7 次粉塵危害預防綜合對策」，透過粉塵濃度測定、調整換氣裝置風量、要求勞

工必須穿戴附加電動風扇呼吸頭罩等，指導雇主預防粉塵災害。 

3. 石綿危害預防對策  

2006 年 9 月「職業安全衛生法施行令」修正後，全面禁止石綿製品製造、

進口、轉讓、提供或使用。但化學工業常使用的石綿材質氣密墊片等產品，先進

行替代品開發與實驗，其後將全面禁止相關產品製造。 

在預防解體作業暴露對策方面，2009 年 2 月修正「石綿危害預防規則」，

增加公布事前調查結果及特定作業勞工穿戴附加電動風扇呼吸頭罩義務。健康檢

查及健康手冊規定適用對象，除直接接觸石綿者外，擴大到其他週邊業務之勞

工，並推動離職後勞工的健康追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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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基於預防觀點，奈米材料對人體影響的報告書出爐，2009 年 3 月公

布「奈米材料暴露預防措施」，加強宣導。 

4.化學物質對策 

日本產業界使用的化學物質約 6 萬種，每年超過 1,000 種以上新的化學物質

被應用在工作現場。這些化學物質具危險性及有害性，甚至引燃性、急性毒性、

致癌性、生殖毒性等。為避免化學物質引發職業災害，「勞動安全衛生法」第

31 條之 2 規定，製造具有一定危險或有害化學物質、或外包製造之設備儀器改

造、修理、清潔等工作給承攬商時，須提供承攬人必要之安全衛生資訊。同法第

57 條第 1 項規定，化學物質之容器與包裝須標示化學物質，確實傳達化學物質

之危險性與有害性等資訊。特別是 2006 年 4 月開始，「勞動安全衛生法」規定

事業主有義務對事業單位危險性、有害性進行調查並採取預防措施(同法第 28 條

之 2 第 1 項)。 

(1)化學物質導致職業災害預防對策 

在化學物質導致職業災害預防對策方面，首先推動危險性及有害性等調

查，依據國際化學品全球調和制度(Globally Harmonized System; GHS)危害分類專

家系統加以分類、擬訂物質安全資料表(Material Safety Data Sheet; MSDS)、擴大

標示內容物質及文書繳交內容物質等，並製作案例集、實施研習活動及選定模範

事業單位。此外，落實選任作業主任人員及執行職務，並且貫徹事前作業環境檢

測及事後追蹤調整。 

(2)化學物質管理對策 

有關危險性及有害性調查，厚生勞動省發布「化學物質危險性及有害性等

調查指引」，指導事業單位推動化學物質自主管理，由事業主自行評估風險、自

行管理。但有鑑於中小企業自主性不足、成效有限，因此創立有害物暴露作業報

告制度，也就是當雇主僱用勞工從事有害健康之虞的產品製造，或勞工暴露於該

產品之氣體、蒸氣或粉塵之作業環境時，必須就勞工作業種類、事業單位通風設

備等相關事項，向轄區勞動基準監督署長報告。國家針對該報告及相關調查進行

風險評估，再根據評估結果調整管理規定。 

另一方面，日本政府配合國際趨勢檢討化學物質管理方法，例如參酌 2002

年世界永續發展高峰會(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SSD)長期化

學物質管理國際協議、國際化學品管理策略方針(UN Strategic Approach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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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Chemical Management; SAICM)，以及歐盟「化學物質登錄、評估、

認 可 及 限 制 規 則 」 (Registration, Evaluation, Authorisation and Restriction of 

Chemicals; REACH)，檢討政府與民間的責任分工。 

5.心理健康對策及過重勞動導致健康危害預防對策 

(1)心理健康對策 

首先，基於早期發現早期治療的觀念，舉辦心理健康教育、研習活動並建

立諮商體制、結合其他醫療資源、促進重返工作等，並收集成功案例，加以推廣。

特別是配合 2006 年制定的自殺對策基本法，推動職場勞工自殺預防措施。 

「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長時間工作勞工接受醫師面談指導時，須確認

其心理健康狀況。同時，衛生委員會附議事項列入心理健康部分，期使勞資雙方

共同自主推動及規劃心理健康對策。2006 年 3 月，厚生勞動省公布「勞工心理

健康保持增進指引」，加以宣導推廣。2009 年 3 月，修正「心理健康問題停職

勞工重返工作協助手冊」(2004 年 10 月制定)，輔導勞工復職。 

(2)過重勞動導致健康危害預防對策 

為預防長時間工作造成勞工健康危害，首先針對加班文化進行改革，推廣

不加班、休年假等風氣，以降低長時間工作導致腦部、心臟疾病發生機率。其次，    

2006 年 4 月開始，事業主對於每月超時、假日工作時間達 100 小時以上之勞工，

或認定為疲勞累積之勞工，必須義務安排其接受醫師面談指導，由醫師確認該勞

工工作狀況、疲勞累積狀況、身心狀況等(「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6 條之 8 第 1

項)。結果製作成紀錄並保存 5 年(同法第 66 條之 8 第 3 項)。雇主視情況調整勞

工就業場所、轉換工作內容、縮短工時、減少夜間工作，或向衛生委員會提出醫

師意見報告等(「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6 條之 8 第 5 項)。同時，厚生勞動省制

定「過重勞動導致健康危害綜合對策」16指導雇主預防工作，2008 年 3 月修正後，

將醫師面談指導制度擴大適用於員工 50 人以下的事業單位。 

6. 産業保健活動、健康促進及舒適工作場所促進對策 

(1)活化産業保健活動 

宣導事業主選任產業醫師、衛生管理員及貫徹職務的重要性，同時在各都

道府縣設置產業保健促進中心，提供產業保健相關人員專業諮詢、產業醫師研習

                                                 
16 「過重労働による健康障害預防のための総合対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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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活動。針對人力資源較匱乏的小規模事業單位(勞工 50 人以下)，在全國設置

347 個地區產業保健中心，開設健康諮詢窗口，提供心理健康諮詢等服務，並實

施個別訪問進行產業保健指導。產業醫師研習以心理健康、過勞、生活習慣疾病

等為研習主題，提高研習效能。 

(2)健康促進對策 

為促進全體勞工身心健康，厚生勞動省訂定「事業單位勞工健康保持增進

指引」17，設定健康促進對策之目標及評鑑方式。同時，與地方保健系統及老年

醫療確保法提供的醫療措施整合，共同推動。  

(3)舒適工作場所促進對策 

在創造舒適工作場所方面，厚生勞動省制定「事業主實施舒適工作場所環

境創造措施指引」18，致力推廣與落實。透過實施舒適工作場所推動計畫認定制

度，提高事業單位安全衛生水準，創造愉快舒適的工作環境。同時，從工作場所

空氣、冷熱等環境硬體面與人際關係軟體面進行研究調查，適當調整指引內容。 

    其次，推動預防二手煙對策，宣導二手煙對健康影響並擬訂預防措施，同時

配合國際趨勢檢討內容的適切性(厚生労働省，2009c)。 

第四節  日本職業安全衛生研究的趨勢 

日本的職業安全衛生研究主要分為三大區塊：第一區塊為厚生勞動省的科

學研究費支持相關研究，第二區塊為勞工健康福祉機構(JLHWO)，第三區塊為勞

動安全衛生綜合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Japan; 

JNIOSH)。此外，日本中災防(JISHA)、勞動政策研究訓練機構兩個單位亦進行

相關職業安全衛生研究。 

 

一、厚生勞動省之研究 

為因應日本少子高齡化、疾病變化等社會整體環境趨勢，厚生勞動省除設立

國立試驗研究機關等研究單位外，還提供厚生科學研究費，支持產官學各領域的

研究，以奠定厚生勞動省政策面科學基礎，總稱「厚生勞動科學研究」。 

                                                 
17 「事業場における労働者の健康保持増進のための指引」。 
18 「事業主が講ずべき快適な職場環境の形成のための措置に関する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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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生勞動科學研究費創始於 1951 年的厚生科學研究費補助金制度，後來逐

年擴大規模。由專家意見與行政需求設定研究主題，公開招募研究團隊，審議通

過後，其研究成果反應於行政措施，並收錄於厚生勞動科學研究成果資料庫(厚

生労働省，2009d)。厚生勞動科學研究費的預算，以 2006 年度為例，達 428 億

日圓、支援近 1,400 件研究案。研究費通過比例，以主持人所屬機關區分，國立

大學 23%、公立大學 1%、私立大學 11%、國立試驗研究機關 11%、國立高度專

門醫療中心 19%、獨立行政法人等 9%、其他 26%。 

厚生勞動科學研究事業分為 4 大領域 17 個事業，4 大領域為行政政策、厚

生科學基礎、疾病／傷害對策及健康安全確保綜合研究領域。其中，職業安全衛

生研究係歸類在健康安全確保綜合研究領域，業務名稱為「職業安全衛生綜合研

究業務」，係以確保職場勞工安全與健康、促進舒適工作環境形成為目的之研究。

表 4.4.1 呈現厚生勞動科學研究事業 4 大領域 17 個事業。 

表 4.4.1  日本厚生勞動科學研究領域與業務 
 研    究    領    域 業     務 

1 行政政策 (1)行政政策研究 

(2)厚生勞動科學特別研究 

2 厚生科學基礎 (1)尖端基礎開發研究 

(2)臨床應用基礎研究 

3 疾病／傷害對策 (1)長壽科學綜合研究 

(2)兒童家庭綜合研究 

(3)第三級癌症綜合策略研究 

(4)循環器疾病等生活習慣疾病對策綜合研究 

(5)障礙關係研究事業 

(6)愛滋、肝炎、新興再興感染症綜合研究 

(7)免疫過敏疾病預防、治療綜合研究 

(8)心理健康科學研究 

(9)難治疾病克服研究 

4 健康安全確保綜合研究 (1)醫療安全、醫療技術評量綜合研究 

(2)職業安全衛生綜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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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    究    領    域 業     務 
(3)食品醫藥品等危險分析研究 

(4)健康危機管理對策綜合研究 

資料來源：厚生労働省(2009e)。 

透過厚生勞動省勞動科學研究費核定之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業務概況，可觀

察出當前日本職業安全衛生研究趨勢。表4.4.2呈現2009年職業安全衛生綜合研究

業務概況，包括研究案主持人、所屬機關、研究課題及研究經費。 

表 4.4.2  日本職業安全衛生綜合研究業務運作概況(2009 年) 
單位：千日圓 

主 持 人 所 屬 機 關 研  究  課  題 經費 
日下部治 東京工業大學 土石崩塌預防對策研究 4,500

大幢勝利 勞動安全衛生

綜合研究所 

開發墜落、摔倒預防新機材之研究 5,250

大澤敦 勞動安全衛生

綜合研究所 

確立靜電風險評估方式 3,707

岸本卓巳 岡山職災醫院 職業性石綿暴露引發肺、胸膜病變過

程觀察與肺癌、惡性肺水腫發病因素 

14,000

玉手聰 勞動安全衛生

綜合研究所 

基礎工程用大型建築機械翻覆預防之

研究 

4,460

橫山和仁 順天堂大學 勞工心理健康失調預防及早期支援、

介入方法之研究 

5,500

澤田晉一 勞動安全衛生

綜合研究所 

高熱作業必需水分補給量之研究 10,000

掘江正知 產業醫科大學 促進事業單位過重勞動健康傷害預防

對策之研究 

3,600

名古屋俊士 早稻田大學 隧道等建築工程現行測定法檢證及電

弧焊接等新測定法提案之研究 

7,000

村田喜代史 滋賀醫科大學 塵肺症健康檢查雷射數據攝影影像之

應用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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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持 人 所 屬 機 關 研  究  課  題 經費 
日下幸則 福井大學 制定符合化學物質國際分類基準

(GHS)的感作性化學物質表及其安全

使用 

6,750

城內博 日本大學 因應化學物質管理世界策略法制等基

礎架構之調查研究 

6,000

川上憲人 東京大學 勞工心理健康失調第一次預防方式實

施調查 

6,000

島悟 京都文教大學 勞工心理健康失調者有效重返工作調

查 

6,000

高橋謙 產業醫科大學 促進各行業新型流感對策落實之研究 5,000

神代雅晴 產業醫科大學 確立健康高齡者再就業評估方式之研

究 

5,000

毛利一平 勞動科學研究

所 

確立非典型僱用外國勞工職災、職業

病風險解析及參與型方式預防對策之

研究 

5,870

中村隆宏 勞動安全衛生

綜合研究所 

年齡引發身心機能變化及職災風險之

研究 

10,000

平田博國 獨協醫科大學 林業從事人員蜂蛰症案例研究 5,000

資料來源：厚生労働省(2009f)。 

     

二、勞工健康福祉機構 

前面提過，勞工健康福祉機構(JLHWO)針對職災補償保險的 13 大類疾病領

域，分別在 13 家有較多病例和專業知識的職災醫院中設置職災疾病研究中心，

這些醫院均有臨床研究實際成果與研究小組，每家醫院致力於其中一大類疾病進

行研究，並開發醫療模式與預防模式。表 4.4.3 顯示 2008 年勞工健康福祉機構

13 類職災疾病研究醫院及主要研究。 

表 4.4.3  日本勞工健康福祉機構 13 類職災疾病研究概況(2008 年) 
 疾病領域及研究中心 設置之醫院 主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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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領域及研究中心 設置之醫院 主要研究 
1 四肢截斷、骨折等職業

性外傷(職業性外傷研

究中心) 

燕職災醫院 遭遇截指職災勞工工作能力嚴重受

損害，最近顯微手術發達，可有效

接合，幫助勞工重返工作場所。以

估測受傷重症程度(Hand Injury 

Severity Score; HISS)、到功能恢復等

預測方法為研究焦點。 

2 脊髓損傷(勞工脊椎、

脊髓損傷研究中心) 

中部職災醫

院 

工作場所意外摔倒、墜落等造成頸

椎、脊椎損傷的案例仍多，有必要

結合脊椎專科醫生及物理治療師進

行綜合醫療，因此以頸椎、脊髓標

準值設定及加齡變化為研究焦點。 

3 噪音、電磁波等造成之

感官傷害(勞工感官傷

害研究中心) 

大阪職災醫

院 

職業性重聽及眼部疾病影響再就業

的案例漸多，其中特別針對糖尿病

視網膜病變導致失明原因為研究主

題。 

4 高低溫、氣壓、放射線

等物理因子造成之傷

病(勞工物理因子傷病

研究中心) 

東北職災醫

院 

高低溫、氣壓、放射線等多引發職

業性皮膚疾病，特別是理容師、美

容師因接觸性皮膚炎嚴重的必須離

職，因此以釐清相關美容產品及皮

膚炎的因果關係及開發防治方法為

研究焦點。 

5 身體過度負荷造成之

肌肉、骨骼系統傷病

(勞工肌肉、骨骼系統

傷病研究中心) 

關東職災醫

院 

職業性腰痛多發生在物流、照護及

辦公室等職場，高居業務性起因傷

病的 82%，因此以引發疾病的職場

工作場所心理、社會因素為研究焦

點。 

6 振動傷害(振動傷害研

究中心) 

山陰職災醫

院 

振動傷害為林業、營造業及製造業

勞工常見疾病，而過去診斷以雷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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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領域及研究中心 設置之醫院 主要研究 
現象為主，實際上判斷困難，因此

以開發新的客觀診斷法為焦點，例

如手指收縮壓法(Finger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FSBP)。 

7 暴露於化學物質造成

之工業中毒(工業中毒

研究中心) 

東京職災醫

院 

工業發展下製造各種新化學物質，

部份具有有毒性，因此以研究化學

物質暴露造成工業中毒的暴露指

標，以有效協助診療。 

8 粉塵等造成之呼吸器

官疾病(職業性呼吸器

官疾病研究中心) 

北海道中央

職災醫院 

最近焊接、齒科技工等罹患新型塵

肺及併發肺癌的病例漸多，因此以

收集病例建立病例集，開發早期診

斷法及診斷技術為研究焦點。 

9 工作負荷過重造成之

腦部、心臟疾病(過勞

死)(勞工腦部、心臟疾

病研究中心) 

關西職災醫

院 

罹患高血壓、糖尿病勞工過勞引發

腦部或心臟疾病，部分導致過勞死

的社會事件依然層出不窮，因此以

研究腦部心臟疾病引發過勞要因與

防治對策為研究主題。 

10 勞工心理衛生(勞工心

理衛生研究中心) 

横濱職災醫

院 

有鑒於自殺人數超過 3 萬，其中多

半為憂鬱症引發自殺，有必要確認

憂鬱症的簡便診斷及治療法。研究

開發網路心理健康檢查系統及以腦

血流量為指標的憂鬱症、疲勞累積

之客觀性診斷法。 

11 女性勞工醫療照顧(女

性勞工健康研究中心) 

和歌山職災

醫院 

女性工作多元化及夜間、輪班工作

人數增加，工作環境優劣關係女性

勞工健康，以女性勞工安心健康工

作之工作環境為研究主題。 

12 職業重建(勞工職業重 九州職災醫 為使職災勞工順利重返工作，依據



 112

 疾病領域及研究中心 設置之醫院 主要研究 
建研究中心) 院 不同疾病及作業內容設計職業重建

課程的重建醫療甚為重要，因此以

開發腦血管損害勞工職業重建的模

式系統為研究焦點。 

13 與石綿相關之疾病(石

綿相關疾病研究中心) 

岡山職災醫

院 

係 2006 年從粉塵等造成之呼吸器官

疾病中獨立出來的新研究領域。收

集職災醫院 405 個相關病例，建立

臨床診治模式及開發早期診斷法，

提高根治率並發行診治手冊。 

資料來源：独立行政法人労働者健康福祉機構(2009d)。 

 

三、勞動安全衛生綜合研究所 

勞動安全衛生綜合研究所是厚生勞動省管理的獨立行政法人之一(以下簡稱

「安衛所」)，係由產業安全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Safety; NIIS)與

產業衛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Health; NIIH)於 2006 年 4 月 1 日合

併而成。依據「獨立行政法人勞動安全衛生綜合研究所法」第 3 條規定，其成立

目的為：「透過事業單位災害預防、勞工健康保持增進及職業病病因診斷、預防

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調查與研究，以確保職場勞工安全與健康」。 

安衛所內部組織包括總務部、研究企劃調整部、職業災害調查分析中心、

國際資訊研究蒐集中心(國際衛生組織職業衛生協力中心)；該所有三個研究領

域，分別是安全研究、健康研究、環境研究(參見圖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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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1  日本勞動安全衛生綜合研究所組織圖 

資料來源：独立行政法人労働安全衛生総合研究所(2009a)。 

 

安衛所的人員包括：理事長 1 人、理事 3 人、監事 2 人(專兼任各 1)，職員

則有 86 人(專任 83 人、任期制 3 人)，參見表 4.4.4。 

表 4.4.4  日本勞動安全衛生綜合研究所人事概況(按職種分)(2006-2008 年) 
職    種 

年度 區分 總計 
事務、技術 研究員 技工、工友 

專職人員 94 10 81 3 
2006 

任期制人員 5 0 5 0 

專職人員 93 11 80 2 
2007 

任期制人員 2 0 2 0 

專職人員 83 9 73 1 
2008 

任期制人員 3 0 3 0 
資料來源：独立行政法人労働安全衛生総合研究所(2009b)。      
 

理事長 

理事(研究) 

理事(總務) 

監事(專任) 

監事(總務) 

研究企劃調整部

總務部 

職業災害調查分析中心 

國際資訊／研究蒐集中心

(WHO 職業衛生協力中心)

安全研究領域

機械系統安全研究組 

建設安全研究組 

化學安全研究組 

電器安全研究組 

作業條件適應研究組 

健康危害預防研究組 

有害性評估研究組 

健康研究領域

環境檢測管理研究組 

人因工學/風險管理研究組
環境研究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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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衛所是日本全國唯一職業安全衛生領域的綜合性研究機關，基於以下方

針推動關研究課題： 

1.在職業安全與勞工健康領域，活用兩研究所累積多年研究方法與經驗，共

同推動綜合性、跨學門之調查與研究。 

2.積極參與行政部門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令制定、修正及各種技術基準擬訂

之專業機構，並與行政部門合作，因應重大且複雜職業災害原因調查及預

防。 

3.基於調查研究有效實施、確保最先進技術水準、活化研究等觀點，積極推

動與民間、大學等之共同研究。 

4.調查研究確實反應產業現場需求，相關成果除在學會發表外，也透過管道

發送給相關團體、事業主等，積極提供技術支援。 

安衛所重點研究領域有五，分別是： 

1.勞工身心健康狀態與事故之關連、影響等研究； 

2.需高度技術之重大災害預防對策研究； 

3.技術進步引發新災害及健康影響之研究； 
4.過重勞動與職場心理健康之研究； 
5.化學物質與物理性因子引發職業病之研究。 

    安衛所 2008 年研究工作依性質分為兩大類型：第一類是主題研究，包括安

衛所年度計畫的主題研究 12 課題、配合政府長期策略指引「創意 25」的 5 課題，

以及 GOHNET(勞工健康增進 WHO 行動計畫)研究的 3 個課題(參見表 4.4.5)；第

二類是基礎性研究 16 個領域(參見表 4.4.6)(独立行政法人労働安全衛生総合研究

所，2009c)。 

表 4.4.5  日本勞動安全衛生綜合研究所主題研究(2008 年) 
 項    目 主    題    研    究     
1 主題研究 (1)事故預防之壓力預防對策研究 

(2)第三產業小規模事業單位安全衛生風險評估方法之研究 

(3)符合危險物有害物規範之統一性危險有害性評估體系架

構之研究 

(4)高壓設備長期使用下疲勞強度評估之研究 

(5)尖端企業材料奈米粒子風險評估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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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目 主    題    研    究     
(6)第三產業機械設備基本安全技術之研究 

(7)災害易發領域風險管理技術高品質化及實用化之研究 

(8)預防過重勞動引發疲勞蓄積之研究 

(9)石綿職業暴露過程及其風險之研究 

(10)危害健康的化學物質毒性評估之研究 

(11)電弧焊接作業有害因子之調查 

(12)穿戴勞動衛生保護器具作業負荷及機能性、舒適性之研

究 

2 創意研究 25 (1)多軸全身、多軸手腕振動暴露對人體身心影響評估方法之

研究 

(2)作業溫熱壓力之勞動生理學評估及其預防對策技術之研

究 

(3)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儀(ICP-MS)及其他機器對勞動環境之

影響 

(4)空氣中有害金屬元素測定方法規格制定之研究 

(5)生體內纖維狀物質好感度、多元性檢驗及暴露層次之研究

(6)斜面崩塌之預測、檢測方法之研究 

3 GOHNET 研

究 

(1)職業病、職業性暴露的 PSA 監視療法－網站資訊系統之開

發與活用 

(2)中小企業安全衛生風險評估及有效管理系統的確立 

(3)健康照護員及其他勞工職業性健康危害 

 

表 4.4.6  日本勞動安全衛生綜合研究所基礎性研究(2008 年) 
 領    域 主    題    研    究     
1 風險評估管

理方法高品

質化之研究 

(1)暴露評估方式之研究 

(2)DNA 遺傳因子實驗分析(microarray)指標之健康影響分析 

(3)報導基因試驗分析(reporter assay)之健康影響評估 

(4)化學物質危險評估及資訊傳達(GHS 等)之基礎研究 

(5)工作環境放射性物質等物理性、化學性因素影響評估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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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領    域 主    題    研    究     
究 

2 科技發達下

職業災害預

防之研究 

(1)功能性材料對生體影響有害因子之研究 

(2)化學物質有害性評估與實驗基準之研究 

(3)高齡勞工運動調節功能、注意力、動機及中樞性疲勞之研

究 

3 作業環境、

作業行動下

災害預防之

研究 

(1)穿戴防護衣造成中暑負擔之研究 

(2)過重勞動導致健康障礙預防對策之研究 

(3)氣溶膠(aerosol)在職業衛生學上之研究 

(4)全身型(full harness)安全帶推廣之研究 

(5)檢討外在環境、疲勞、壓力對人體影響監視指標之研究 

4 運用人因工

程進行作業

改善之研究 

(1)人體機械介面之人因工程研究 

(2)肌肉骨骼傷害預防之人因工學對策研究 

(3)考量人為疏失後控制軟體的機能安全驗證之研究 

(4)振動暴露影響認知判斷之研究 

7 建築工程的

地盤災害預

防之研究 

溝槽開鑿工程轉角處安全性之研究 

8 模擬結構物

災害預防之

研究 

(1)建築抗剪強度(shear stiffness)之研究 

(2)ALC 板片鷹架連接材料頂樑柱拉力強度(anchor pullout 

strength)之研究 

(3)預防建築工人斜面作業墜落之基礎研究 

10 著火、爆炸

災害預防之

研究 

(1)分解性氣體爆炸危險特性之研究 

(2)斷熱壓縮導致氣閥破壞之研究 

(3)通用型防爆結構除電器開發 

11 預防電磁氣

危害之研究 

(1)放電造成電磁脈衝檢測技術之研究 

(2)引起著火、爆炸的放電現象之分析 

(3)以電腦模擬除電之高性能化 

(4)靜電對策用天線性能評量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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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領    域 主    題    研    究     
(5)直流活線接近警報機開發之研究 

12 勞工健康及

職業性壓力 

(1)職業性壓力預防及產業神經保健之基礎性研究 

(2)各職種心理健康失調、精神疾病預防、介入、對策之研究 

(3)中老年勞工睡眠品質初探 

(4)過重勞動對心血管疾病影響評估與預防之研究 

(5)壓力相關物質對人體影響評估方法開發之研究 

(6)評估疲勞累積調查問卷之研究 

(7)勞工心情、身體狀況與睡眠－生態學、歷時性之評估 

(8)預防慢性疲勞有效養成健康要因之研究 

13 職業病早期

發現指標開

發與發生機

率分析 

(1)暴露於物理化學因子工作環境與健康狀況關聯性之研究－

以生殖功能為中心 

(2)毒性評估實驗材料製作方法改良與改善之研究 

(3)職業衛生生技技術之應用 

(4)女性性週期與體內氧化壓力指標之關係 

(5)從氧化壓力層次評估致癌風險方法開發 

(6)工作時間帶對健康影響之研究 

14 化學物質、

有害物理因

子等工作場

所有害因素

影響健康及

其預防之研

究 

(1)神經毒性評估生化指標之基礎性研究 

(2)工業化學物質對生殖、毒性發生評估之實驗性研究 

(3)低頻音波、可聽音的知覺特性與聽力影響之研究 

(4)化學物質暴露導致人體影響性別差異之研究 

(5)粉塵中有害成分掌握與健康影響之研究 

(6)振動暴露對人體影響之研究 

(7)處理有機溶劑工作場所致癌風險之研究 

(8)穿戴作業服、防護衣溫熱負擔的勞動生理學評估 

15 工作現場防

疫學之研究 

(1)改善職業壓力導致員工感覺器官、運動器官症狀的工業醫

學性、實驗性研究 

(2)職業性有害因子導致神經系統失調之調查研究 

(3)建築工人暴露於各種有害物質的實際狀況與疾病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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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領    域 主    題    研    究     
(4)職業女性暴露於微量有害物質對健康影響之研究 

16 工作環境評

量及管理、

改善方法之

研究 

(1)有害光線評估方法確立及實際作業現場評估之研究 

(2)多孔碳(porous carbon)新材料吸附著有害化學物質可能之研

究 

(3)有機氣體用防毒面罩性能指標確立之研究 

(4)以生物力學方法分析工作現場之振動 

(5)加裝電動風扇呼吸防護衣性能評估之研究 

(6)作業環境管理之工學研究 

(7)檢討工業用奈米粒子作業環境檢測之粒子評估方法 

(8)風險管理有害性化學物質新分析法的開發 

 
    特別要強調的是，依據 2007 年 12 月日本「獨立行政法人整理合理化計畫」，

安衛所將於 2010 年底前與勞工健康福祉機構(JLHWO)合併，以統一日本職業安

全衛生相關研究業務。 

在經費預算方面，2007、2008 年度預算約 29 億日圓，2009 年度預算 27 億

日圓，國家財政負擔部份高達 99%。表 4.4.7 呈現 2006-2008 年安衛所預算與決

算。 

表 4.4.7  日本勞動安全衛生綜合研究所經費概況(2006-2008 年) 
                                                                  單位：百萬日圓 

2006 2007 2008  

預算 決算 預算 決算 預算 決算 
收入 

營運費補助 
設施費補助 
委託收入 
其他收入 

2,908 
2,478 

398 
18 
15 

2,923
2,478

398
38
10 

2,937
2,514

396
16
12

2,943
2,514

396
19
14

2,793 
2,516 

251 
15 
12 

2,851
2,516

251
66
18

支出 
人事費 
一般管理費 
業務經費 
設施費 
委託經費 

2,908 
1,297 

303 
892 
398 
18 

2,807
1,214

278
884
395
36

2,937
1,353

291
882
396
16

2,814
1,293

275
877
351
18

2,793 
1,373 

282 
873 
251 
15 

2,691
1,359

269
775
235
53

資料來源：独立行政法人労働安全衛生総合研究所(2008，200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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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研究機構 

(一)中央職業災害預防協會 

中災防(JISHA)每年針對職災預防重點事項進行實際情況之調查研究，2008

年、2009 年調查研究主題如表 4.4.8 所示。 

表 4.4.8  日本中災防調查研究主題(2008、2009 年) 
年度 主  題 

2008 風險評估及職業安全衛生系統(OSHMS)推廣及促進方法之調查研究 

2008 看護工安全與健康確保對策之調查研究 

2008 事業單位產業保健需求之調查研究 

2008 職場中暑預防對策手冊製作 

2008 屋外電弧焊接作業及金屬研磨作業之調查研究 

2008 看護工作腰痛危險度檢測表制定事業 

2009 職災頻發行業安全衛生對策之調查研究 

2009 事業單位產業保健需求之調查研究 

2009 風險評估實施體制的典型範例及推廣促進之調查研究 

2009 屋外電弧焊接作業粉塵暴露預防對策之調查研究 
資料來源：中央労働災害預防協会(2009e：29，2009f：27)。 
 

(二)勞動政策研究／訓練機構 

勞動政策研究／訓練機構(Japan Institute for Labour Policy and Training; 

JILPT)亦為厚生勞動省管理之獨立行政法人，前身為日本勞動研究機構與勞動訓

練所，簡稱「勞研機構」(JILPT)，於 2003 年 10 月 1 日依據「獨立行政法人勞

動政策研究訓練法」(2002 年法律第 169 號，簡稱「勞研法」)而成立。 

「勞研法」第 3 條規定，勞研機構(JILPT)成立目的為：「針對國內外勞動

事務及勞動政策，進行調查、研究及成果推廣，並提供厚生勞動省負責勞動事務

職員及其他相關人士訓練，以提高日本勞動政策提案及推動成效，增進勞工福祉

與經濟發展」。勞研法第 12 條規定，其業務包含： 

1.國內外勞動事務及勞動政策之綜合性調查與研究； 

2.國內外勞動事務及勞動政策資訊及資料之收集、整理； 

3.招聘國外勞動研究者及專家，或派遣研究者及專家至國外； 

4.推廣研究成果及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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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提供厚生勞動省勞動業務負責職員及其他相關人士訓練活動。 

勞研機構人事組織方面，管理階層有 6 人，包括理事長 1 人、理事 3 人、

監事 2 人(專兼任各一)，專任職員則有 117 人(含政府借調 31 人)。勞研機構之下

分設勞動政策研究所、勞動大學、法人本部事務局。勞動政策研究所下轄勞動經

濟分析部、就業策略部、勞資關係／勞資溝通部門、就業環境／工作生活均衡部、

人才培育部、國際研究部、調查／分析部、研究調整部，位於東京都練馬上石神

井 4-8-23；勞動大學設有生涯輔導部、教育、大學事務局，地點則位於崎玉縣朝

霞市溝沼 1983-2；法人本部事務局設總務部、經理部兩個單位(參見圖 4.4.2)。 

勞研機構本身運作所需經費，2008 年度預算約 34 億日圓，其中，來自國家

財政補助達 9 成，包括營運費用 30 億日圓、設備補助款 2.6 億萬日圓(參見表

4.4.9、表 4.4.10)。 
 

 

 

 

 

 

 

 

 

 

 

 

 

 

 

 

 

 

圖 4.4.2  日本勞動政策研究／訓練機構組織 

資料來源：独立行政法人労働政策研究・研修機構(200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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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9  日本勞動政策研究／訓練機構經費概況(2004-2008 年)  
單位：百萬日圓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預算 決算 預算 決算 預算 決算 預算 決算 預算 決算

收入 
運營費補助 
設施整備補助 
委託收入 
其他收入 

3,756 
3,524 

84 
34 

114 

3,761 
3,524 

81 
17 

139 

3,603
3,307

88
25

120

3,596
3,370

87
17

122

3,424
3,131

193
7

93

3,381
3,131

180
0

70

3,702
3,338

97
7

260

3,657 
3,338 

92 
5 

222 

3,413 
3,045 

267 
7 

93 

3,307
3,045

184
0

77
支出 

業務經費 
人事費 
一般管理費 
設施整備費 

3,756 
1,455 
1,630 

587 
84 

3,470 
1,240 
1,570 

579 
81 

3,603
1,377
1,562

576
88

3,379
1,274
1,473

545
87

3,424
1,124
1,566

542
193

3,085
931

1,472
501
180

3,702
1,273
1,596

736
97

3,400 
1,098 
1,520 

695 
87 

3,413 
1,103 
1,518 

525 
267 

2,969
910

1,394
480
184

資料來源：独立行政法人労働政策研究・研修機構(2009b)。 

 

表 4.4.10 日本勞動政策研究／訓練機構收支概況(2004-2008 年) 
單位：百萬日圓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經常費用  3,329 3,275 3,297 2,915 2,775

經常收益 3,334 3,277 4,299 2,914 2,775

當期總利益(或當期總損失) 5 2 1,001 Δ1 0

資產 7,421 7,685 7,842 7,309 7,614

負債 1,116 1,386 549 942 1,179

利益剩餘金(或累計虧損額) 0 2 1,003 Δ1 Δ1

業務活動現金流 452 240 230 Δ591 245

投資活動現金流 Δ572 4 Δ805 794 Δ237

財務活動現金流 Δ43 Δ21 Δ12 Δ12 Δ23

資金結餘 804 1,027 440 632 616
資料來源：独立行政法人労働政策研究・研修機構(2009b)。 

      

勞研機構主要以調查研究、成果推廣與政策建議、舉辦研修活動為主要業

務，發揮研究、資訊彙集及教育之功能。在調查研究方面，勞研機構每年發行的

統計資料與研究成果為專家學者必備資訊，特別是發行英文版書刊，促進日本國

內外勞動研究的廣度。在資訊收集方面，建置文獻資料庫提供各界使用，而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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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內勞動大學圖書館典藏之書籍史料更是珍貴非凡。在教育方面，舉辦訓練活

動提供厚生勞動省負責勞動業務的官員及職員進修平台，提升專業知能。勞研機

構的調查研究事業層面廣泛，職業安全衛生也是其中一個部分，但比例上不如前

述幾個研究機構，近年相關調查研究成果如表 4.4.11 所示。 

 

表 4.4.11 日本勞動政策研究／訓練機構職業安全衛生領域調查研究成果 
年度 調  查  研  究  成  果 

2005 心理衛生照護之調查結果 

2006 工作型態現狀與意識之問卷調查結果(調查系列 No.20) 

2006 國外青少年勞工夜間勞動實況之研究－以戲劇領域童星夜間勞動為主

(勞動政策研究報告書 No.62) 

2007 長時間勞動與工作型態 

2007 職災保險的財政方式(資料系列 No.21) 

2009 照護領域勞工確保等問題之研究(勞動政策研究報告書 No.113) 
資料來源：独立行政法人労働政策研究・研修機構(200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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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韓國 
第一節  韓國職業安全衛生政策演進與法律架構 

一、韓國職業安全衛生政策的起源與發展 

相較於歐美國家，韓國工業化的進程較遲，職業安全衛生問題在 1950 年代

才開始受到關注。1990 年代，韓國投注大量經費與心力，試圖降低職災率；二

一世紀以來，先後推動兩個職業災害預防五年計畫，將職業安全衛生脫胎換骨。

2008 年，第三個職業災害預防五年計畫的架構已草擬完成。 

(一)1950 年代開始關注職業安全衛生 

韓國在1953年制定「勞動基準法」(Labor Standards Act)，其中第六章對雇

主課以安全衛生責任，並負擔勞工職業傷害與職業病的補償；1961年與1962年，

再分別制定「勞工衛生管理規則」(Regulation on Labor Health Management)與「勞

工安全管理規則」(Regulation on Labor Safety Management)。不過，能夠遵守工

作環境最低安全衛生標準的事業單位不多，而且許多補償能力較弱的雇主無法給

予罹災勞工適當的保護，於是政府在1963年制定「職業災害補償保險法」

(Industrial Accident Compensation Insurance Act)19，1964年正式施行，提供罹災勞

工醫療與補償。另一方面，1966年，將隸屬於衛生與社會部(Ministry of Health and 

Social Affairs) 的 勞 工 司 (Labor Bureau) 重 組 並 升 格 為 勞 工 署 (Labor 

Administration)，下設職業安全衛生部門(Bae, 2008; Yoon, 2002: 103-104)。 

(二)1981 年施行職業安全衛生法 

1970 年代，隨著重工業與化工業的成長，韓國的工業化向前邁進，職業災

害與職業病也成為嚴重問題，尤其 1970 年代的職災率達到 4-5％，引起廣泛關

注。因此，政府於 1981 年 12 月 31 日通過施行「職業安全衛生法」(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ct)20，奠定預防職業災害與職業病的政策行動基礎；同時，勞

                                                 
19本法無論其韓文名稱（산업재해보상보험법）或官方英文版本之譯文，均以「產業災害補償

保險法」作為中文翻譯最佳，但為配合本研究主題與「韓國職業安全衛生法人機構」之名稱，

本文提及此法時，一律稱「職業災害補償保險法」。 
20 本法的韓國官方英文版本原翻譯成“Industrial Safety and Health Act”，中文翻譯以「產業安全衛

生法」為佳；2007 年 5 月 25 日該法修正之後，官方英文版本改翻譯成“Occupational Safe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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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署在當年升格為勞工部(Ministry of Labor)；1988 年，職業災害保險也開始在職

災預防工作上投注經費(Yoon, 2002: 95)。 

1990 年代，政府發起簽名運動，收集了 1,000 萬人簽名，並且採取一連串

宣傳活動，提高社會大眾對職業安全的知覺。尤其，1995 年政府執行一項職災

預防特別計畫，協助中小企業改進安全設施，這項計畫有顯著成效，使得 1995

年之後的職災率一直維持在 1％以下。儘管如此，職業災害的數字還是相對嫌高，

原因是許多小型企業工作環境的安全衛生不良，以及逐漸出現的非典型勞工形成

安全衛生上漏洞(Ministry of Labor, ROK, 2009)。 

(三)二十一世紀制定職災預防計畫 

為了解決上述潛在問題，韓國政府在 1999 年 12 月訂定了「第一個職災預

防五年計畫(2000-2004 年)」(First 5-Year Plan to Prevent Occupational Accidents 

(2000~2004))，並於 2002 年 12 月 30 日修正「職業安全衛生法」，2002 年 6 月及

2003 年 7 月修正其相關附屬法規，對安全衛生工作進行制度性提升，政府訂定

並執行「CLEAN 方案」中的主要工作，向社會大眾公布執行職災預防紀錄不良

的事業單位，同時延伸監控營造業職災率的範圍(Ministry of Labor, ROK, 2009)。 

2004 年 12 月第一個五年計畫結束之後，政府訂定「第二個五年計畫

(2005-2009 年 ) 」 (Second 5-Year Plan to Prevent Occupational Accidents 

(2005~2009))，這個計畫著眼於建立一個因應內外在環境變遷與職業安全衛生願

景的架構，作為中、長期行動的基礎(Ministry of Labor, ROK, 2009)。2008 年，

韓國職業安全衛生法人機構 (Korea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gency; 

KOSHA)草擬完成「第三個職業災害預防五年計畫」的架構(KOSHA, 2009a: 44)。 

表 5.1.1 顯示韓國職業安全衛生政策演變過程。 

表 5.1.1  韓國職業安全衛生政策演變過程 
時期 環境狀況 政策、法規和機構演變 

1950-

1960

․產業結構以輕工業為主，依 ․制定「勞動基準法」(1953) 

                                                                                                                                            
Health Act ”，中文翻譯應是「職業安全衛生法」。然，該法之韓文並未改變，仍係

「산업안전보건법」，經請教「韓國職業安全衛生法人機構」官員，告以：「“Industrial”改為

“Occupational”，應是向國際展示此法之涵蓋面較過去為廣」。因此，為免混淆，本文提及此法

時，一律稱「職業安全衛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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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 環境狀況 政策、法規和機構演變 
年代 賴低工資與低物價維持成

長。 

․遵守「勞動基準法」安全工

作環境最低標準的工作場所

不多。 

․產業不複雜，職災多為傳統

型態。 

․勞工署著重工作監督及「災

後補償」政策 

․建立職業災害補償制度。 

․制定「勞工衛生管理規則」(1961) 

․制定「勞工安全管理規則」(1962) 

․制定「職業災害補償保險法」(1963)

․衛生與社會部所屬勞工司升格為勞

工署，下設安全衛生部門(1966)。 

 

1970

年代 

․快速工業化，產業結構逐漸

朝重工業及化學工業發展，

職災案件劇增。 

․致力於確保「勞動基準法」

規定的工作環境最低程度的

安全標準，使更多人開始關

注職災預防政策。 

․訂定固定期間進行促進職業

安全與衛生宣導活動(1979) 

․成立國家勞動科學研究所(National 

Labor 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e) 

(1977) 

․勞工署在各地區辦公室增設安全專

員(1979) 

1980

年代 

․較大型機械設備的使用導致

嚴重意外及職業病開始增加 

․形成預防職災的政策架構，

但作法不具體。 

․制定「職業安全衛生法」(1981)、「塵

肺症法」(Pneumoconiosis Act )(1984) 

․成立勞工部(1981) 

․訂定中長程預防職災措施方案(1983∼

1991) 

․勞工部各地區辦公室的工業安全部

門開始運作(1987) 

․成立「韓國職業安全衛生法人機構」

(KOSHA)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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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 環境狀況 政策、法規和機構演變 
․勞工部的職業安全局(Bureau of 

Industrial Safety)開始運作 (1989) 

1990

年代

前半

期 

․職災預防技術落後於工業技

術發展 

․探究以往政策的局限 

․工作環境改變，勞工之需求

從維持生存趨向生活滿足。 

․訂定並執行中長程政策： 

 —修改規定以補充舊制度； 

 —訂定中長程職災預防計畫。

․實施「第一個職災預防六年計畫」

(1991-1996) 

․推動預防職業病爆發的全面措施

(1991) 

․推動降低職災特別措施(1992) 

․實施預防職災特別計畫(1995∼97) 

․制定「企業活動解除管制法」

(Deregulation of Corporate Activities 

Act) (1993) 

1990

年代

後半

期 

․包括三豐百貨公司倒塌的許

多大規模意外造成公眾恐

慌。 

․勞工部發動一項藉由「勞工

參與及合作」以促進職業安

全衛生的運動。 

․勞工部將 1996 年訂為「建立

自動安全管理基礎設施年」。

․成立「總理安全管理諮詢委員會」

(Advisory Committee on Safety 

Management to Prime Minister) 

(1995) 

․實施強化工業安全三年計畫

(1997-1999) 

․勞資關係改革委員會(Committee for 

the Reform of Labor-Management 

Relations)／韓國三邊委員會(Korean 

Tripartite Commission)開始運作

(1998- ) 

2000 

年代 

․透過勞、資、政三方合作確

保勞工安全與健康。 

․小型企業工作環境的安全衛

生不良，非典型勞工形成安

全衛生漏洞。 

․對需要更多教育的小型企業

推動安全衛生措施方案以改

․實施「第一個職災預防五年計畫」

(2000-2004) 

․「職業安全衛生法」適用於四人以下

工作場所(2000) 

․實施「職業重建五年計畫」

(2001-2005) 

․實施「乾淨的 3-D 計畫」(2001- ) 

․實施「第二個職災預防五年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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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 環境狀況 政策、法規和機構演變 
善勞工安全網。 

․將改善工作場所安全措施與

招募政策連結。 

․需要建立一個因應內外在環

境變遷與未來職業安全衛生

的架構。 

(2005-2009) 

․「第三個職災預防五年計畫」架構草

擬完成(2008) 

資料來源：修改並補充 Yoon(2002: 103-104) 

 

二、韓國職業安全衛生政策的法律架構 

現行韓國職業安全衛生政策架構在三個主要的法律之上：1953 年的「勞動

基準法」、1963 年的「職業災害補償保險法」、1981 年的「職業安全衛生法」。

「勞動基準法」第六章規定安全衛生，但是只有一個條文(第 76 條)：勞工的安

全與健康應該遵照「職業安全衛生法」的規定。以下說明「職業災害補償保險法」

與「職業安全衛生法」的主要內容。 

(一)「職業災害補償保險法」的主要內容 

1.立法目的 

「職業災害補償保險法」之目的在透過職災補償保險方案，對職災勞工快

速且公平地補償，同時設置、營運保險機構，盡力幫助職災受害勞工重建並重新

融入社會；此外，透過執行預防災害方案及其他方案以保護勞工、促進勞工福祉

(第 1 條)。 

2.涵蓋範圍 

韓國「職業災害補償保險法」開始施行時，適用範圍僅及於礦業與製造業

僱用 500 人以上的事業單位，之後考量職災率、雇主負擔保險費的能力、行政作

業能力等因素逐步擴大，目前的適用範圍已擴及僱用一人以上的事業單位，這是

2000 年 7 月 1 日修法時確定的。 

根據 2007 年 5 月 17 日修正的「職業災害補償保險法」21，本法適用於僱用

勞工的事業單位或工作場所(統稱「事業單位」)，不適用於施行細則中所排除的

                                                 
21 本文行文中未特別說明時，即是引用此一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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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單位。根據 2007 年 6 月 29 日修正之「職業災害補償保險法施行細則」

(Enforcement Decree of the Industrial Accident Compensation Insurance Act)22第 3

條，排除適用的事業單位與人員大致包括：(1)公務員、退伍軍人、海員、漁民、

私立學校教師，理由是這些事業單位與人員的職業災害補償適用其他相關法律；

(2)承做小規模(2 千萬韓圜以下)、小面積(330 平方公尺以下)營建工程的業者，(3)

中小型農、林、漁、獵業的事業單位(僱用勞工五人以下)；(4)家事服務業以及僱

用勞工不超過一人之事業單位。 

3.成立職業災害補償與重建機構 

為了有效執行「職業災害補償保險法」第 1 條所述目的之各種方案，該法

第 10 條規定，在勞工部委託之下，應成立勞工福祉事業團(Korea Labor Welfare 

Corporation; KLWC, or Welco)，辦理職災補償與職災勞工重建業務；此外，該法

第 32 條第 2 項規定，勞工福祉事業團(KLWC)在勞工部允許下，得設置執行健康

與重建計畫之管理與營運設施，勞工職災醫療事業團(Workers Accident Medical 

Corporation; WAMCO)即是根據此項規定所設。 

4.職業災害補償保險與預防基金之使用 

根據「職業災害補償保險法」第 65 條，職業災害補償保險與預防基金使用

於以下七項目的： 

(1)支付保險給付與退費； 

(2)償還貸款與所衍生之利息； 

(3)撥款給勞工福祉事業團； 

(4)「職業災害安全衛生法」第 61-3 條所規定的目的，也就是：有關職災與

職業病預防設備所需之經費及其衍生的營運經費、職災與職業病預防方

案與委託非營利行政法人工作所需經費、經勞工部長核准之事業單位進

行其他職災與職業病預防方案所需經費； 

(5)促進職災受害勞工的福祉； 

(6)撥款給韓國職業安全衛生法人機構(KOSHA)；以及 

(7)其他保險計畫及基金的管理與操作。 

職業災害補償保險與預防基金是由勞工部長管理與操作，為了達成上述第(4)

                                                 
22 本文行文中未特別說明時，即是引用此一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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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第(6)項預防職災之目的，勞工部每個會計年度之撥款不得少於基金總預算的 8

％。不過，勞工部長可將基金管理與操作的部分事項委託給勞工福祉事業團

(KLWC)與職業安全衛生法人機構(KOSHA)(第 66 條)。 

(二)「職業安全衛生法」主要內容 

1.立法目的 

「職業安全衛生法」的立法目的是：透過建立職業安全衛生標準、釐清責

任以及創造舒適的工作環境來預防職業災害與職業病，以維持與促進勞工的安全

與健康(第 1 條)。 

2.適用範圍 

「職業安全衛生法」適用於所有事業單位，但是考慮事業單位的危害與危

險程度、事業單位型態、規模、地點等，得由總統發布命令排除全部或部分適用；

同時，本法與依據本法發布的命令適用於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政府出資成立

的機構(第 3 條)。 

3.政府責任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4 條規定政府的責任，其內容如下： 

(1)有關職業安全衛生政策之制定、實施、協調與控制等事項； 

(2)有關在災害與疾病經常發生的工作場所提供災害與疾病預防支援與指導

事項； 

(3)有關確保與改善機械、工具、設備等等之安全事項； 

(4)有關訂定安全衛生措施標準以及指導與控制有害或危險機械、工具、設

備與物質等等事項； 

(4-2)有關支援建立工作場所自主安全衛生管理系統事項；  

(5)有關推動宣導、教育與零災害活動以提升安全衛生意識之事項； 

(6)有關相關技術之研發以及安全衛生相關設施的安裝與操作事項； 

(7)有關維持與管理職業災害與疾病的調查和統計事項； 

(8)有關安全衛生相關組織之支援、指導、控制等事項； 

(9)有關其他預防勞工危險與健康問題措施事項。 

此外，政府為了有效執行上述各項政策，在必要時得提供職業安全衛生法

人機構(KOSHA)以及其他相關組織與機構行政與財務支援。 

  4.雇主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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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雇主的責任：雇主應遵守本法規定

的預防職災與職業病的標準，提供勞工有關工作場所安全衛生資訊、預防因身體

疲勞與心理壓力導致的勞工健康問題、保護生命，同時，透過改善工作條件建立

適當的工作環境，以維持和促進勞工安全與健康；此外，雇主還應遵從國家執行

的職災與職業病預防政策。 

5.設計者、製造商與進口商責任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5 條第 2 項規定：任何設計、製造或進口機器、工

具與其他設備之人，以及任何製造或進口原料之人，或者設計或建造任何建築之

人，均應遵守本法規定的預防職災與職業病的標準，盡力預防因使用這些物件而

造成職災與職業病。 

6.勞工責任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 條規定勞工的責任：勞工應遵守本法規定的預防

職災與職業病的標準，並且服從雇主與其他相關組織預防職災與職業病的措施。 

7.職業災害與職業病預防經費來源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1-3 條規定，依據「職業災害補償保險法」第 64(1)

條成立之職業災害補償保險與預防基金應撥款支應： 

(1)有關職災與職業病預防設施及其營運所需的費用； 

(2)有關職災與職業病預防方案、委託非營利法人執行工作、基金操作與管

理所需的費用； 

(3)經勞工部核准為職災與職業病預防其他方案之事務費用。 

 第二節  韓國制定與執行職業安全衛生政策的主要機構 

韓國制定與執行職業安全衛生政策機構的分工是：勞工部負責制定職業安

全衛生政策與計畫、職業安全衛生法人機構(KOSHA)開發與執行職災預防計畫、

勞工福祉事業團(KLWC)執行職災補償以及重建與福利計畫、勞工職災醫療事業

團(WAMCO)執行醫療與重建業務(參見圖 5.2.1)。以下說明它們個別的組織、任

務與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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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1  韓國制定與執行職業安全衛生政策主要機構任務分工 

 

一、勞工部 

(一)組織與任務 

韓國勞工部負責所有勞工事務的管理，包括勞動標準、勞資關係調整與工

會指導、職業安全衛生、勞工福利、就業政策、就業平等、就業保險、職業技能

開發訓練、職災保險等等；其主要任務為：保證人民的工作權利、改善工作生活

品質、協助促進國家競爭力。在職業安全衛生方面，勞工部的功能是：盡一切力

量創造零災害與舒適的工作環境以預防職災(Ministry of Labor, ROK, 2009)。 

為執行職業安全衛生，勞工部設職業安全衛生局(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Bureau)，該局下轄三個處：職業安全衛生政策處(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Policy Division) 、 職 業 衛 生 保 護 處 (Occupational Health Protection 

Division) 、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檢 查 處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Inspection 

Division)。 

職業安全衛生政策處的主要工作包括：(1)制定職業安全衛生政策並監督執

行；(2)分析、研究並改進職業安全衛生制度；(3)訂定預防職災的措施；(4)制定

並修正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標準之法規；(5)負責職業安全衛生領域三方合作相關

事宜。 

職業衛生保護處的主要工作包括：(1)分類與評估化學物質危害性的資訊；

(2)負責化學物質處理相關事宜，例如禁止與容許化學物質製造與使用、訂定化

勞工部 

制定政策 

職業安全衛生法人機構

開發與執行職災 
預防計畫 

勞工福祉事業團 

執行職災補償以及 
重建與福利計畫 

勞工職災醫療事業團 

執行醫療與重建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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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物質暴露標準；(3)負責致癌物質處理相關事宜，例如石綿；(4)負責改善工作

環境相關事宜，例如工作環境監測；(5)負責勞工健康檢查制度相關事宜。 

職業安全衛生檢查處的主要工作包括：(1)負責工作場所職業安全衛生管理

系統相關事宜；(2)訂定職業安全衛生檢查計畫並提供相關指引；(3)負責職業安

全衛生法規解釋與適用相關事宜；(4)負責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授權、許可、

指定與同意相關事宜；(5)處理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案件。 

(二)策略目標 

2008 年，李明博政府成立之後，在勞工政策上進行「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新的典範是藉由支持經濟復甦與創造工作，達成追求成長與就業的目標，

希望把韓國帶向主要的先進國家行列，換言之，也就是透過刺激市場經濟、開發

人力資源與獲致積極性福利，同時追求經濟成長與創造工作。為達到此一目的，

勞工部設定三個勞工政策目標：合作的勞資關係、動態的勞動市場、客戶導向的

勞工政策。 

在職業安全衛生工作上，韓國勞工部的策略目標有三：(1)藉由對容易發生

職災區域的強化管理以降低職災；(2)預防職業病並強化促進勞工健康的活動；(3)

強化職災勞工保護。 

 

二、韓國職業安全衛生法人機構 

(一)組織與任務 

韓國勞工部為了推動職災預防工作，於 1987 年 12 月 9 日成立「韓國產業

安全事業團」(Korea Industrial Safety Corporation; KISCO)，2000 年 1 月 1 日將其

更名為韓國職業安全衛生法人機構(KOSHA)，並確立行政法人地位，其組織如圖

5.2.2 所示。 

近幾年，韓國職業安全衛生法人機構(KOSHA)的人員大約維持在 1,300 餘

人，2008 年度人員為 1,376 人，表 5.2.1 顯示人員分佈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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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2  韓國職業安全衛生法人機構組織 

資料來源：KOSHA（2009a: 52） 

 

表 5.2.1  韓國職業安全衛生法人機構人員分佈(2008 年) 
單位：人 

年度 總計 總部 職業安全衛

生研究所 
職業安全 
訓練所 

地區辦公室

(6 個) 
區域辦公室

(14 個) 

2008 1,376 184 150 54 478 510 

資料來源：KOSHA(2009a: 53) 

 

職業安全衛生法人機構(KOSHA)的任務集中在四個領域：技術支援、教育

 

執

行

長 

計畫長 管理與計畫局 

審計長 審計局 

技術長 

技術專家局 

建築安全局 

職業衛生局 

安全技術局

安全認證局 

訓練與公共關係長

訓練與安全文化局 

媒體與出版局 

國際合作小組 

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OSHRI） 

職業安全訓練所（OSHTI） 

地區辦公室(6 個) 

區域辦公室(14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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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練、經費補助、研究發展。以下分別說明(KOSHA, 2009b)。 

1. 技術支援 

職業安全衛生法人機構(KOSHA)提供事業單位最新的技術協助以預防職

災，建立更好的安全衛生工作場所，其執行的方案與工作包括：安全衛生查核

(Safety and Health Check)、KOSHA 18001 認證(KOSHA 18001 Certification)、“S”

標誌安全認證(“S” Mark Safety Certification)、安全設計與個人防護設備效果測試

(Performance Tests of Safety Devices and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製程安全

管理(Process Safety Management; PSM)、自主規範安全協助、檢查危險或有害機

械設備與設施、可能發生職業疾病之工作場所技術支援、腦部與心臟血管疾病預

防之支援、改善工作環境與設施之支援、自主安全管理系統之技術支援、「有害

與危害物預防計畫」(Harmfulness and Hazard Prevention Plan)之檢視、小營建工

地之技術支援。 

2. 教育訓練 

職業安全衛生法人機構(KOSHA)提供事業單位客製化安全訓練方案，包

括：由職業安全訓練所(Occupational Safety Training Institute; OSHTI)提供之專家

訓練方案、由訓練與資訊中心(Training and Information Center)提供之准專家訓練

方案、由地區辦公室與區域辦公室提供之訓練課程與預防職災教材。 

3. 經費補助 

職業安全衛生法人機構(KOSHA)提供事業單位經費補助，改善工作環境與

預防職災，其執行的方案與工作包括：針對中小企業預防職災的「創造乾淨的工

作場所方案」(Creating Clean Workplace)、各種肌肉骨骼傷害預防方案、高頻噪

音工作環境工作場所改善方案、職災預防設施貸款方案。 

4. 研究發展 

職業安全衛生法人機構(KOSHA)持續執行職災與職業病預防之研究發展，

其執行的方案與工作包括：職業安全衛生研究、監測與控制職業病、提供物質安

全資料表(material safety data sheets; MSDS)、職災統計。 

(二)目標與方向 

職業安全衛生法人機構(KOSHA)每個年度均會訂定目標與方向，然後根據

這些目標與方向，訂定上述四個任務領域的年度工作方案。以 2008 年為例，職

業安全衛生法人機構(KOSHA)為了達成 2012 年將職災與職業病降低至 0.5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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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該年度之優先目標與方向有五(KOSHA, 2009a: 14-15)：(1)大幅降低職災；

(2)逐漸減少職業病；(3)擴大預防技術支援；(4)建構安全衛生文化；(5)提升職業

安全衛生基礎建設。 

(三)經費 

根據「職業安全衛生法人機構法」第 13 條，該機構的經費有以下五種來源： 

(1)政府補助或政府以外其他人之捐款； 

(2)勞工部從職業災害補償保險與預防基金的撥款(根據「職業災害補償保險

法」65 條第 1 項第 4 及第 6 款)； 

(3)職業安全衛生法人機構的收益(根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5 與第 66 條、

該法施行細則第 47 條的授權業務)； 

(4)借貸； 

(5)職業災害補償保險與預防基金與收入結餘的利息。 

職業安全衛生法人機構(KOSHA)經費絕大部分來自於職業災害補償保險與

預防基金(政府捐款)與政府補助。2008 年，職業災害補償保險與預防基金撥款約

1 億 1,462 萬美元、補助約 8,600 萬美元，二者合計占當年總收入的 92.8％；2009

年，職業災害補償保險與預防基金撥款約 1 億 2,638 萬美元、政府補助約 6,531

萬美元，二者合計占當年總收入的 98.1％(參見表 5.2.2)。 

 

三、勞工福祉事業團 

(一)組織 

「職業災害補償保險法」第 10 條規定，為了有效執行第 1 條揭示此法目的

之各種方案，在勞工部委託之下，應成立勞工福祉事業團(KLWC)。1976 年，韓

國制定「韓國勞工福祉事業團法」(Korea Labor Welfare Corporation Act)，次年成

立勞工福祉事業團(KLWC)，當時是韓國唯一提供職災勞工福利服務的機構。1995

年 5 月 1 日勞工福祉事業團(KLWC)根據 1994 年修正之「職業災害補償保險法」，

確立法人地位，在性質上屬於公益法人中之特殊法人(public corporation)，隸屬於

勞工部，接受勞工部之委託，營運職業災害保險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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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2  韓國職業安全衛生法人機構收支狀況(2008-2009 年) 
單位：千美元 

  2008 
(2008.1.1-2008.12.31)

2009 
(2009.1.1-2009.12.31)

政府捐款 114,618 126,375 

政府補助 86,493 65,307 

股票與移轉(非營業)收入 - - 

委託、獨賣收入 119 - 

自有收入 11,360 2,325 

借款 - - 

期初餘額 4,212 1,374 

雜項收入 - - 

收入 

總計 216,803 195,383 

營運支出 145,496 124,724 

人員費用 54,350 55,137 

固定營業費用 15,582 15,520 

轉遞後期 1,374 - 

雜項支出 - - 

支出 

總計 216,803 195,383 
註：1 美元＝1,300 韓圜 

資料來源：KOSHA(2009a: 53) 

 

「職業災害補償保險法」第二章(第 10 條至第 34 條)特別對勞工福祉事業團

(KLWC)加以規範，從這些規範中可以進一步瞭解該組織的定位。 

勞工福祉事業團(KLWC)設理事(directors)至多 15 人、監事(auditor)1 人。15

位理事中 1 人為主席，代表勞工福祉事業團(KLWC)；3 人為常務理事，其他為

非常務理事。主席由勞工部部長提名，總統任命；理事與監事由主席提名，勞工

部部長任命。以上官員任期三年，可連任，解除他們職務的權力在總統。 

理事組成理事會，審查與決定勞工福祉事業團的重要事項，由主席召集會

議並主持之，監事得出席理事會並於理事會發言。 

理事與監事在下列三種情況下必須辭職或被解職：(1)被認定因身心障礙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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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履行職務；(2)違反職責；(3)故意或因重大疏失造成勞工福祉事業團(KLWC)

損失。 

主席與三位常務理事在營運組織中擔任實際行政工作，主席擔任執行長，

負責所有事務；三位常務理事擔任副執行長，各司其職。非常務理事不擔任行政

工作，故不領取酬勞，不過他們可領取執行職務所需之實際費用。 

勞工福祉事業團(KLWC)雖非政府機構，但是上述官員若係「國家公務人員

法」(State Public Official Act)第 33 條各款規定者，不得擔任該事業團官員，包括：

無行為能力或準無行為能力者、已無法復權之破產者、遭判刑入獄刑滿尚不足五

年或尚未執行者、遭判刑獲緩刑期滿之後不到二年者、仍在緩刑中者、法院判決

資格不符或資格暫時喪失者、因違反紀律遭免職尚未滿五年者、因違反紀律遭解

僱尚未滿三年者。此外，勞工福祉事業團(KLWC)的官員與職員在適用「刑法」

第 129 條至 132 條有關受賄與行賄罪的條文時，視同公務人員。 

勞工福祉事業團(KLWC)的官員與職員不得在正式職務之外涉入任何以營

利為目的工作，官員未獲勞工部長允許，不得兼任其他職務，職員未獲主席(執

行長)許可，亦不得兼任其他職務。 

勞工福祉事業團(KLWC)每個會計年度的營運計畫與預算都必須依照總統

令之規定，獲得勞工部長的核准，而且在年度結束後兩個月內，向勞工部長提出

營運與結算報告；此外，勞工部長可命令勞工福祉事業團(KLWC)提出活動報告，

檢查活動或資產情況，尚可採取必要之監督措施，例如下令修改其章程。 

在基金借貸方面，勞工福祉事業團(KLWC)經勞工部長批准，可向國際機

構、外國政府或外籍人士借款；若會計年度內保險計畫有支出超過收入情況，該

事業團經勞工部長批准，可從職業災害補償保險與預防基金挹注。 

勞工福祉事業團(KLWC)為有效執行保險業務，可要求相關行政機關(如國稅

局、地方政府)或參與保險業務的機構、組織提供必要資料，這些機關、機構、

組織不得拒絕。 

勞工福祉事業團(KLWC)總部置執行長一人(由主席擔任)、副執行長三人(由

常務理事擔任)、審計長一人，二個總局，九個部與總處、25 個工作小組、一個

研究所。三位副執行長分別掌管財務與福利、保險管理、規劃。 

勞工福祉事業團(KLWC)的附屬機構包括六個地方總部，49 個分區辦公室與

2 個重建訓練中心(設於安山與光州)(參見圖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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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3  韓國勞工福祉事業團組織 

資料來源：KLWC（2008a） 

 

勞工福祉事業團(KLWC)的職員任用與解僱的權限在於執行長，2003 年以

來，該事業團的人員大約在 3,500-4,000 人之間(參見表 5.2.3)。 

(二)任務 

根據勞工福祉事業團(KLWC)成立的目的，其任務為：提供職災勞工快速且

公平的補償、預防職業災害、營運保險機構、改善勞工福利。此外，勞工福祉事

業團(KLWC)也執行「中小企業勞工福利促進法」(Welfare Promotion Act for 

Workers in Small and Medium Corporations)所規定的各項福利方案。 

管理創新部 

財務與福利副執行長

保險費管理部

福利方案部

審計長 審計處

執

行

長 

秘
書
處 

資訊系統總局

職業災害補償保險審查總局

勞工保險研究所 

保險管理副執行長

重建方案部

保險管理總處

保險補償（給付）部 

規劃副執行長 
總務部

規劃與協調總處

地方總

部(6 個) 法務處 

管理支援處 

福利處 

保費管理處(一、二、三)

補償處(一、二) 

分區辦公室(49 個)

行政與福利小組 

保費管理處(一、二)

補償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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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3  韓國勞工福祉事業團人員(2003-2007 年)  
單位：人 

 分類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常務 1 1 1 1 1主席 
非常務 0 0 0 0 0
常務 3 3 3 3 3理事 
非常務 8 8 8 8 8
常務 1 1 1 1 1監事 
非常務 0 0 0 0 0

其他 0 0 0 0 0

官員 

小計 13 13 13 13 13
現有編制內人員 

(編制人員) 
2,315

(2,365)
2,798

(2,784)
3,237

(3,273)
3,428 

(3,452) 
3.403

(3,451)
非編制人員 1,195 804 709 536 532

職員 

小計 3,510 3,602 3,946 3,964 3,935
總計 3,523 3,615 3,959 3,977 3,948

資料來源：KLWC(2008b) 

 

根據 2007 年 5 月 17 日修正之「職業災害補償保險法」第 11 條，韓國勞工

福祉事業團(KLWC)的業務範圍如下： 

1. 管理及維護職災勞工與受益者的紀錄； 

2. 依據「保險費收取法」(Insurance Premium Collection Act)收取保費及其他

費用； 

3. 判定及支付保險給付； 

4. 審議及判定申請保險福利疑義； 

5. 設置並營運職業災害保險機構； 

6. 改善勞工福祉之方案； 

7. 政府委託之其他方案； 

8. 與 5、6、7 項相關之事項。 

除了職業災害保險之外，勞工福祉事業團(KLWC)還辦理就業保險、勞工福

利、積欠工資墊償、職災勞工重建、失業勞工創業貸款等事項(KLWC, 2008a)。 

(三)經費 

勞工福祉事業團(KLWC)營運的經費絕大部分來自於政府補助與職業災害

補償保險與預防基金，極少部分來自於營運的收入。如前所述，政府補助的法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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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4 條，職業災害補償保險與預防基金撥款所依據的法源

是「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1-3 條與「職業災害補償保險法」第 65 條。 

2006 年與 2007 年，勞工福祉事業團的營運費用分別約為 2,136 億韓圜與

2,355 億韓圜(KLWC, 2008c)。 

四、勞工職災醫療事業團 

(一)組織 

勞工福祉事業團(KLWC)在 1977 年成立之後，陸續營運 10 家職業災害醫

院、2 所重建學校及 1 所庇護工廠。1995 年，該事業團之法人地位確立之後，當

年 4 月 7 日，由政府先投資 117 億韓圜成立勞工職災醫療事業團(WAMCO)，將

原屬於勞工福祉事業團(KLWC)的職業災醫院經營之責劃歸勞工職災醫療事業團

(WAMCO)。 

勞工職災醫療事業團(WAMCO)設立的法源是「職業災害補償保險法」，該

法第 32 條第 2 項規定，勞工福祉事業團(KLWC)在勞工部允許下，得設置執行健

康與重建計畫之管理與營運設施，勞工職災醫療事業團(WAMCO)即是由勞工福

祉事業團(KLWC)根據此項規定所設。根據此法第 32 條第 3 項，勞工福祉事業團

(KLWC)對勞工職災醫療事業團(WAMCO)有指導與控管的權力。勞工職災醫療事

業團(WAMCO)與勞工福祉事業團(KLWC)相同，在性質上也屬於特殊法人，由勞

工部主管，接受勞工部之委託，營運職業災害醫療與重建業務。 

勞工職災醫療事業團(WAMCO)本部設執行長 1 人，審計長 1 人、規劃與管

理經理各 1 人；規劃經理下轄策略與規劃團隊與總務處，管理經理下轄行政處(參

見圖 5.2.4)。 

 
圖 5.2.4  韓國勞工職災醫療事業團本部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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勞工職災醫療事業團(WAMCO)的專職人員包括行政人員、醫師、藥師、護

士、醫事技術人員、職業衛生人員等等，總計約 1,000 餘人。表 5.2.4 顯示 1999-2003

年五年間人員情況。 

表 5.2.4  韓國勞工職災醫療事業團所屬人員(1999-2003 年) 
單位：人、％ 

年度 總計 主管 行政

人員 醫師 藥師 護士

醫事

技術

人員

職業

衛生

人員 
技工 其他

1999 
1,736 

(100) 

4 

(0.2) 

280 

(16.1) 

153 

(8.8)

30 

(1.7)

786 

(45.3)

155 

(8.9)

49 

(2.8) 

123 

(7.1) 

156 

(9.1)

2000 
1,736 

(100) 

4 

(0.2) 

280 

(16.1) 

153 

(8.8)

30 

(1.7)

786 

(45.3)

155 

(8.9)

49 

(2.8) 

123 

(7.1) 

156 

(9.1)

2001 
1,736 

(100) 

4 

(0.2) 

279 

(16.1) 

152 

(8.8)

29 

(1.7)

807 

(46.4)

159 

(9.2)

49 

(2.8) 

127 

(7.3) 

130 

(7.5)

2002 
1,823 

(100) 

4 

(0.2) 

261 

(14.3) 

157 

(8.6)

26 

(1.4)

861 

(47.2)

169 

(9.3)

50 

(2.7) 

140 

(7.7) 

155 

(8.5)

2003 
1,823 

(100) 

4 

(0.2) 

261 

(14.3) 

157 

(8.6)

26 

(1.4)

861 

(47.2)

169 

(9.3)

50 

(2.7) 

149 

(8.2) 

146 

(8.0)

資料來源：Yoon and Lee(2004: 263) 

(二)任務 

勞工職災醫療事業團(WAMCO)任務在強化職災勞工的醫療照顧，並且透過

醫療復健協助他們早日康復，同時也執行有關職業衛生照顧的各種活動，其任務

包括九大項(Yoon and Lee, 2004: 266-267)： 

1. 術後復健與治療設施的建置與營運； 

2. 醫療復健設施的建置與營運； 

3. 勞工健康檢查； 

4. 職業病的研究與預防； 

5. 人工義肢、輔具研發與配送； 

6. 職業衛生服務與醫療研究； 

7. 培養醫療人才； 

8. 中央與地方政府以及勞工福祉事業團委託事項； 

9. 相關服務與設施的租借與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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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費 

勞工職災醫療事業團(WAMCO)執行業務與經費之法源與勞工福祉事業團

(KLWC)相同，均是依據「職業災害補償保險法」。 

勞工職災醫療事業團(WAMCO)的收入每年大約 1,000 餘億韓圜，主要有兩

大來源：一為產業災害補償保險與預防基金補助，二為業務收入。其中，業務收

入大約占總收入的 8％而已。表 5.2.5 為 1999-2003 年五年間總收入與業務收入之

統計。 

表 5.2.5  韓國勞工職災醫療事業團收入(1999-2003 年) 

單位：百萬(韓圜)、％ 

 1999 年 2000 年 2001 年 2002 年 2003 年 
總收入 101,442 

(100) 
107,958 

(100) 
109,983 

(100) 
122,643 

(100) 
134,842 

(100) 
職業衛生

服務收入 
8,328 
(8.2) 

9,006 
(8.3) 

8,905 
(8.1) 

9,361 
(7.6) 

11,058 
(8.2) 

資料來源：Yoon and Lee(2004: 269) 

第三節  韓國面臨的職業安全衛生問題與因應策略 

一、韓國面臨的職業安全衛生問題 

前曾提及，1990 年代，韓國在職業安全衛生上就面臨幾項重大問題，例如：

大眾缺乏職業安全的知覺、小型企業工作環境安全衛生不佳、非典型勞工安全衛

生出現漏洞，因而實施第一個職災預防五年計畫(2000-2004 年)。第一個五年計

畫結束之後，緊接著實施第二個五年計畫(2005-2009 年)。這些計畫執行之後，

職業安全衛生情況獲致相當改善，但仍須加強。另一方面，有些新生問題出現，

使韓國面臨新的挑戰。 

1982 年，韓國職災率為 3.98％，1998 年降低至 0.68％；不過，2003 年增高

至 0.9％，之後大約維持在 0.7-0.8％之間。2007 年與 2008 年，遭遇職災人數分

別為 90,147 人與 95,806 人，職災率分別為為 0.72％與 0.71％。從統計數字上來

看，韓國職業安全衛生上面臨的問題如下(Kim, 2009; Ko, 2007; Kolif, 2008, 

2009)： 

1. 小型企業職災率偏高 

小型企業是指僱用 50 人以下的企業，2000 年，小型企業的職災率為 64.4



 143

％，2002 年攀升至 71.2％，2003-2005 年間維持在 68.0-70.0％左右；2007 年，

竄升至 76.3％(68,774 人)，其中，死亡人數(1,432 人)占所有死亡人數的 59.5％。

2008 年，5 人以上、50 人以下的工作場所職災人數有 44,132 人(46.1％)。 

2. 五大傷害 

壓傷、滑倒或絆倒、墜落或翻倒、撞擊、飛落物撞擊等是五種主要災害，

2005 年，這五種災害占所有職災的 73.8％，2007 年則攀升至 79.7％(62,713 人)。

2008 年，滑倒人數最多，有 18,527 人，占所有職災人數 19.3％。 

3. 製造業與營建業職災率偏高 

根據產業來分，製造業職災率最高，營建業其次。2007 年與 2008 年，製造

業職災人數分別為 34,117 人與 35,819 人，占所有職災人數的 38％與 37.4％；2007

年營建業職災人數為 19,050 人(占 21％)。 

4. 女性與年長勞工職災率上升 

韓國也與其他工業先進國家類似，面臨人口結構改變、女性勞動參與率提

高、工作生命延長等情況。以 50 歲以上勞工而言，2000 年職災人數為 27,290 人，

占所有職災人數(68,976 人)的 39.6％，2005 年職災人數(23,216 人)占所有職災人

數(85,411 人)的 27.2％。以女性勞工而言，1995 年，職災人數(8,642 人)占所有人

數的 10.9％，2000 年職災人數(9,009 人)占所有人數的 13.1％，2005 年職災人數

(14,037 人)占所有人數的 14.3％。 

5. 外籍勞工與非典型勞工安全衛生漏洞 

韓國約有 35 萬外籍勞工，2003-2005 年，職災人數大約 2,500-2,700 人左右，

職災率並不顯著地高，但是職災補償從 2001 年的 240 億韓圜升至 2004 年的 589

億韓圜。此外，非典型勞工往往形成安全衛生上的漏洞，尤其，派遣勞工常被轉

送至其他工作場所，在短期間中會經歷不同的工作狀況，也會在執行不同作業時

面臨較高的職災風險。 

6. 肌肉骨骼傷害與心臟血管疾病居高 

2003 年肌肉骨骼傷害案例 4,532 件，達到高峰，2004 年下降至 4,112 件，

2005 年再降至 2,901 件；2003 年心臟血管疾病案例 1,538 件，2004 年 1,497 件，

2005 年 1,834 件。 

 

二、韓國因應職業安全衛生問題的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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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二個職災預防五年計畫的策略 

2005 年，韓國政府面對職業安全衛生問題的挑戰，開始實施第二個職災預

防五年計畫(2005-2009 年)。這個計畫試圖建立一個能因應變遷中內外在環境以

及職業安全衛生遠景的中長期架構，目的在實現「一個安全的福利社會」(a safe 

welfare society)，保證勞工有安全健康的生活，其政策目標是創造一個安全乾淨

的工作環境，並且維持與提高衛生的工作場所。為了達到這些目標，第二個職災

預防五年計畫包含五項策略，再根據五項策略訂定出五項主要政策領域，其中包

含 15 個方案、113 項執行策略(KOSHA, 2005; Ministry of Labor, ROK, 2006: 

60-61)。 

第二個職災預防五年計畫的五項策略是： 

1. 有效管理容易發生死亡災害的區域並強化預防大型災害的能力； 

2. 改善小型工作場所安全水準以彌補安全衛生問題； 

3. 在工作場所建立供勞資聯合參與職災預防的方案，奠定自願預防職災的

基礎； 

4. 強化勞工部預防職業病的能力，並盡一切努力創造舒適的工作環境； 

5. 形塑勞資雙方遵從法律的氛圍，強化安全衛生訓練與工作場所責任，使

有效檢查與監督得以執行。 

根據上述五項策略訂定的五項政策領域是： 

1. 以職業安全衛生脆弱區域為管理工作的焦點； 

2. 鼓勵公司採取自願性預防職災行動； 

3. 促進勞工健康； 

4. 對雇主課以更多職災責任； 

5. 提升職業安全衛生水準。 
(二)主要政策與方案 

在上述五個五項政策領域中，韓國政府的具體政策與方案如下(Kim, 2009; 

Ministry of Labor, ROK, 2009)： 

1. 降低製造業職災 

(1)化學業與化工業製程安全管理 

韓國政府於 1995 年 1 月 5 日在「職業安全衛生法」中加入製程安全管理

(Process Safety Management; PSM)，確保工作場所建立本身檢查與排除製程中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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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風險之機制。1996 年，製程安全管理計畫(PSM)開始實施，涵蓋使用易燃與易

爆的工作場所共 740 處。為了對易於發生重大災害的大型設施能系統性地控制，

政府要求雇主自行評估工作程序或設施、檢查與排除災害風險，並且擬訂製程安

全報告，其中包含維修與緊急措施詳細計畫，該報告交給職業安全衛生法人機構

(KOSHA)審查與確認。從 2001 年開始，政府已經評估了此項計畫中的製程安全

報告，對績效良好的公司准予其實施安全衛生自我管理，對紀錄不佳的公司則給

予密集的指導。 

(2)更加強推動造船業的安全管理 

政府先調查了 100 多位造船廠的永久性勞工，他們代表 90％以上的造船業，

目的是確認職災事件與目前的安全衛生活動。此項調查結果編成「工作場所職災

指標」，用來比較同樣規模或同樣事業內容的公司，促使他們作安全衛生績效的

競爭；對於績效良好的公司提供經濟性誘因，對於不好的則提供其密集的指導。

利用這種方式，政府提升個別公司職業安全衛生自願性活動。2005 年，政府將

調查的 32 家造船業依據職災率、職災嚴重性與安全衛生活動分成三個群組：「自

我管理(優等)」、「查核(中等)」或「檢查(劣等)」，8 家列為「優等」者准予其

自我管理，12 家列為「中等」者要接受職災預防的查核，12 家列為「劣等」者

要接受檢查。 

2. 加強預防建築工地重複出現的職災 

政府對社會資本建設投資(social overhead capital; SOC)的建築工地進行不同

的控制，社會資本建設投資的建築工地有大規模職災的高度風險，為了提高職災

預防的效率，政府將這些工地分成幾個等級加以管理。2005 年，政府根據職災

率將地鐵、高速鐵路、高速公路、電廠、港口與水壩等 445 處建築工地分成「優

等(藍)」、「中等(黃)」或「劣等(紅)」三個等級，並且用不同方式管理；列為「優

等」的公司可自我管理，列為「中等」的公司要接受職災預防查核，對列為「劣

等」公司要執行特別檢查。 
3. 支援小企業工作場所的職災預防 

如前所述，韓國大約 70％的職災發生在僱用 50 人以下的公司，這些公司通

常涉及危險與有害的工作而且工作環境惡劣，例如：電鍍、沖壓、鑄造、染整與

皮革加工。這些公司一方面無力投資安全設施，另一方面，勞工也不願在這些公

司工作，於是面臨缺工情況。因此，政府於 2001 年推動 CLEAN 方案，提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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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環境相對不良的公司(尤其是危險、辛勞、骯髒的三 D 工作)財務與技術支援，

協助它們改善安全衛生設施。 

CLEAN 方案包括二部分：第一部份是以補助或貸款方式提供財務支援、改

善設施，創造 CLEAN 工作場所；政府提供的貸款為長期低利，舉凡設施改善所

需經費在 5 億韓圜以下者給予 100％貸款，年利率為 3％，三年後開始分七年償

還。CLEAN 方案的第二部份是使用專業機構的專家提供安全衛生管理技術支

援，由職業安全衛生法人機構(KOSHA)負責，執行時會考量個別工作場所的有害

與危害程度。這項方案以「伙伴關係」的方式執行，有興趣支援安全衛生技術的

「監督公司」(parent company)需要與職業安全衛生法人機構(KOSHA)簽一年期

的合約，提供「伙伴公司」(partnership companies)協助，項目包括：建立安全衛

生管理組織、運作安全衛生管理組織、找出工作程序中的有害與危險因素然後加

以改進、透過聯合工作場所查核進行安全衛生活動。職業安全衛生法人機構

(KOSHA)免費提供簽約的監督公司所需技術與教育訓練教材，並且直接指導安全

衛生管理；另一方面，勞工部則不再對簽約的監督公司指導與安全衛生檢查。 

4. 保護脆弱勞工 

(1)保護派遣勞工 

勞工部根據派遣勞工的作業型態與安全作業方法，加強有害與危險因素教

育。此外，針對容易發生死亡災害產業中僱用大量派遣勞工的工作場所，一年實

施兩次以上安全衛生檢查，瞭解安全衛生現況並找出問題，違反規定的公司則送

交法院。 

(2)保護外籍勞工 

為了對外籍勞工有效實施安全教育，勞工部與職業安全衛生法人機構

(KOSHA)製作與分送不同語文的教育與技術教材，並在工作場所實施安全衛生教

育。此外，在發生過職災的工作場所，並對外籍勞工與雇主提供安全衛生教育。 

5. 危險機器與設備的檢查 

根據「職業安全衛生法」，製造商、進口商與使用者應該檢查工業用機器

與設備的製造、安裝與使用，包括：6 類特別具有風險與危險者、14 類保護設備、

11 類個人保護裝置。此外，未經檢查與核可的機器與設備，不得製造、進口、

販賣、陳列與使用。 

6. 提高安全衛生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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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提高預防各種職災的工作效果，韓國政府期望每一位社會成員都要提

高安全衛生知覺，並且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因此展開全國性提升安全文化的宣導

活動。政府訂定每年七月第一週為「職業安全衛生週」，進行各種預防職災的公

開活動與方案；每月第四天為「安全查核日」，當天整個社會執行安全查核，包

括家庭、學校、交通設施、公共場所與工作場所。為了建立終身安全教育體系以

長期提高安全知覺，政府於 2006 年在日間照護中心、幼稚園與小學訓練了 1,949

位安全教育教師。 

7. 支援健康管理 

為了檢查出勞工健康上的不正常狀況，並採取如健康指導或醫治等適當的

後續措施，政府保證提供勞工以下檢查： 

(1)一般性健康檢查—對永久性勞工提供定期健康檢查； 

(2)分派工作前健康檢查—勞工被指定在危害物暴露部門工作之前，實施事

先健康檢查，以評估勞工身體是否適合擔任； 

(3)特定項目健康檢查—對暴露於危害物質下工作的勞工定期實施特定項目

的健康檢查； 

(4)請求的健康檢查—勞工出現或抱怨有疑似健康問題症狀時，實施健康檢

查； 

(5)特別健康檢查—當勞工暴露於非常可能造成職業病的有害或危險因子，

地方勞工主管機關首長擔心演變成職業病，可要求實施特別健康檢查，

以證實或確認職業病原因。 

第四節  韓國職業安全衛生研究的趨勢 

職業安全衛生法人機構(KOSHA)是韓國唯一研究預防勞工職災專業技術與

政策的公共機構，該機構設有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Research Institute; OSHRI)，執行職業安全衛生全面性的研究發展活動。 

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OSHRI)研究領域有四：(1)安全管理政策；(2)職業安

全；(3)職業衛生；(4)職業流行病學與毒物學。 

2008 年，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OSHRI)的研究聚焦於滿足客戶的需求，以

及更能應用在職災預防政策上，其重點包括：(1)職業安全衛生政策與制度；(2)

安全工程，包括機械、電力、石化與營建；(3)工作環境、職業病與化學材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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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以下說明研究的內容與主要方案(EU-OHSA, 2009; KOSHA, 2009a: 43-47)。 

1. 安全管理政策研究 

職業安全衛生政策研究的目的是：提供基本資料與資訊作為有效的職業安

全衛生政策建議，並且藉由建立安全衛生中長期研究目標，為持續的職災預防活

動奠定基礎。以這個背景為基礎，職業安全衛生法人機構(KOSHA)2008 年的研

究訂定三個方向。 

(1)執行有效降低職災的政策研究。研究過去的經驗與表現並預測未來 10 年

的工作環境，提出「第三個預防職災五年計畫」的架構，同時，啟動「職

業安全衛生促進活動的中長期研究計畫」(Mid and Long-term on OSH 

Promotion Activities)，並且提出有效的方法提高公眾對工作安全衛生的知

覺。 

(2)研發工作聚焦於職業安全衛生法規。職業安全衛生法人機構(KOSHA)研

究現行職業安全法規，然後透過「現行職業安全衛生處罰制度之研究」、

「提升職業安全衛生法律制度措施之研究」，找出提升安全衛生制度的措

施與處罰制度。 

(3)建議儘可能擴大職業安全衛生訓練效益的方法以及改進安全衛生脆弱社

會團體的制度。職業安全衛生法人機構(KOSHA)透過「改進職業安全衛

生訓練標準與操作方法之研究」，分析現行訓練課程並建構促進有效訓練

的措施；此外，藉由第二階段之「特殊職業的災害類型與預防措施研究」，

確認經常發生在特殊職業的災害類型並設計預防方法。 

2. 職業安全研究 

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OSHRI)為了執行職業安全研究，設有安全工程部

(Safety Engineering Department; SED)，其下設機械安全組、電力安全、化學安全、

營建安全等四組，分別針對機械、電力、化學、營建與人體工學等特殊部門遭遇

的安全問題加以研究，試圖開發預防職災的技術，集中研發活動的能量有效降低

主要類型的災害，如墜落與翻倒。尤其，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OSHRI)藉由與大

學、相關研究機構與公司合作研究，以及積極進行國際研究交換與向專家諮詢，

強化學術專業。 

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OSHRI)以最先進的科技，透過各種實驗與模擬，提出

最近發生的嚴重災害之預防方法。其他領域的深入研究還有：評估滑倒危險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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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開發使用機器人測量滑倒程度、開發塔式起重機被風移動的監測系統、

提出預防圓鋸機意外的自動供應系統建議、比較吊貨鋼索用壓力改變與索眼接頭

融合方法的力量特徵、開發確認與分析每一項電擊因素參數的計畫、製作實驗性

人體模型解釋人體電擊、開發低成本的配電模型漏電指標、建築工人安全知覺實

況、開發並確認預防從約 2.5 公尺高度墜落災害的安全帽與安全衣著設計、開發

低高度的安全工作站立檯。 

3. 職業衛生研究 

由於快速工業化與新的工作狀況，健康危害因素變得更複雜、更嚴重，因

此，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OSHRI)執行工作相關疾病預防的研究，確認對勞工健

康的危害因素，並且發展預防職業病的技術，包括肌肉骨骼傷害、工作壓力以及

心臟血管疾病，目標是提出健康管理模型與制度性的方法。 

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OSHRI)的職業病研究中心(Center for Occupational 

Disease Research; CODR)分析健康危害與過去發生的案例，並且以其豐富的資料

庫設計預防方法。該中心進行有關肌肉骨骼傷害的各種研究計畫，包括風險評

估、每一個產業部門的風險暴露、分布比率、管理層次、人體工學因素(如工作

桌的最適高度)。近年來，職業病研究中心(CODR)執行的研究主題包括：神經毒

與正己烷(n-Hexane)暴露之個人敏感度、噪音導致聽力損失改善方法評估與噪音

暴露下勞工聽力損失現況調查、製造業塵肺症基本相關資料建立與解決方法、有

機溶劑與重金屬生物性監測的分析方法、電焊作業勞工錳暴露與早期健康效應標

記、家庭廢棄物處理勞工生物性因素之呼吸系統效應。 

職業病研究中心(CODR)也努力藉由確認風險因素與生物分子研究，探討工

作壓力與心臟血管疾病，該中心最近開始一項化學暴露與代謝症候群的生物分子

與生物化學的研究。 

4. 職業流行病學與毒物學研究 

(1)職業病的流行病學調查 

流行病學調查是在工作相關病發生時，確認疾病與健康危害因素之因果關

係，這種調查通常是雇主、勞工、地方政府或勞工福祉事業團(KLWC)的要求下

展開，不過，在流行病學調查委員會審議後，認為有預防需要，職業安全衛生法

人機構(KOSHA)可以進行調查。 

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OSHRI)的職業流行病學與監測小組(Occup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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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demiology and surveillance team)查核生物性因素暴露的濃度以評估有機粉塵

對勞工呼吸系統影響，所得到的基本資料用來判斷未來呼吸疾病是否與工作相

關，這些資料同時也有助於研究室內空氣污染下辦公室勞工暴露於有機粉塵的濃

度；此外，該小組也分析電焊作業勞工累積性錳暴露的預估值，錳暴露與血清催

乳素、荷爾蒙變異的關連，這些分析所得基本資料用來決定電焊作業勞工的健康

管理。 

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OSHRI)最近已經針對輪胎製造業、水泥廠、半導體晶

圓廠的勞工進行流行病學調查，以及曾暴露於石綿的退休勞工，調查項目也包括

工作環境評估，如危害暴露與勞工的醫學檢驗。 

(2)化學材料毒性研究 

為預防像奈米分子與石綿這些有害物質，OSHRI 設立化學物質毒性的資料

庫，這種資訊用來建立職業標準，確認健康危害物，並更就材料安全與物質安全

資料表(MSDS)，此外，職業安全衛生法人機構(KOSHA)進行優良實驗室操作

(Good Laboratory Practice; GLP)毒性測試，包括吸入、皮膚病與基因議題的研究，

也建立新的與現有的化學物質毒性濃度的資料庫。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OSHRI)

支援透過電子顯微鏡準確分析石綿樣本，該所計畫建立實驗室基礎建設，研究經

化學性吸入造成的長期疾病，以保護勞工免於長期暴露於低濃度化學物質所造成

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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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美國 
第一節  美國職業安全衛生政策演進與法律架構 

一、美國職業安全衛生政策的起源與發展 

(一)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職業安全衛生政策起源 

美國於 1865 年內戰之後，工廠紛紛設立，許多欠缺經驗而且年輕的工人進

入工廠工作，他們面對的是各種化學物質、粉塵、危險機器以及混亂的履帶、滑

車、傳動設備；1870 與 1880 年代，各州勞工行政單位時常發布怵目驚心的職業

災害案例，引起社會改革者與工會運動的注意，要求州政府訂定工廠安全衛生法

律(MacLaury, 1981: 18)。 

1870 年，麻薩諸塞州勞動統計局(Bureau of Statistics of Labor)開始推動制定

防止通風設備不良而危害健康的法律；1877 年，該州通過全美國第一個「工廠

檢查法」，要求履帶、輪軸、傳動設備必須要有防護裝置，升降梯要有保護裝置，

工廠必須設置火災逃生門。這項法律通過之後，其他各州紛紛仿效，截至 1890

年，有 9 個州設置工廠檢查員，21 個州限制健康危害物質(MacLaury, 1981: 18)。 

各州初期所訂定的法規並不完備，有些法律漏洞百出，無法妥適地保護勞

工健康，也不能控制許多危害物質，甚至有些工廠檢查員也是政治任命。此外，

各州法律寬嚴不一，產業因而從立法較嚴的州搬遷至較為寬鬆的州，影響進一步

的立法行動(MacLaury, 1981: 18)。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進步時代(Progressive Era)的思想與及報紙、雜誌

的廣泛流通，逐漸使注重勞工安全與健康成為全國性的運動。在聯邦層級，國會

於 1891 年通過第一個規範礦場安全的法律，雖然此法只適用於美國的領地

(territories)，而且規範事項也僅包括地下礦坑的通風要求以及禁止僱用 12 歲以下

童工，但是為日後延伸規範採礦業安全奠定基礎。1907 年，西維吉尼亞州的

Monongah 有 362 位礦工在災變中喪生，這場悲劇震撼全國，促使聯邦政府 1910

年在內政部下設立礦務局(U.S. Bureau of Mines)，維護礦工安全(MacLaury, 1981: 

18; MSHA, 2009a)。 

1910 年，一位新聞記者 William B. Hard 根據親身在芝加哥鋼鐵工廠的調

查，於「人人雜誌」(Everybody’s Magazine)發表「煉製鋼鐵與殺人」(Making St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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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Killing Men)一文；他估計，每年 1 萬名工人中有 1,200 名死亡或嚴重受傷，

因此呼籲鋼鐵業使用它們技術知識降低死傷率。其實，美國鋼鐵公司(U.S. Steel 

Corporation)早就對不斷攀升的職災案件有所警覺，從 1890 年代開始進行職災統

計，該公司董事長 Elbert Henry Gary 於 1906 年宣布所屬分公司必須制定全廠安

全方案，並給予補助。1908 年，Gary 指示成立總公司安全委員會，負責赴各廠

檢查安全衛生情況，並建議改善措施，盡可能降低職災率。此項行動的效果擴散

至其他產業，跟著推動「安全第一」(Safety First)運動，甚至促成 1915 年成立國

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afety Council)(MacLaury, 1981: 18-19)。 

1907 年，羅素慈善基金會(Russell Sage Foundation)資助針對賓夕法尼亞州

Allegheny 郡生活與工作條件的調查，名為「匹茲堡調查」(Pittsburgh Survey)，

其中一項主題是職業災害。調查發現，儘管大多數職災都是雇主的錯，但是卻由

受傷勞工與死亡勞工家屬承受災後經濟上的重大衝擊。該報告的作者們呼籲，為

了社會公平，雇主應該擔負起較多的經濟責任，以刺激他們有更大的意願去消除

職災原因(MacLaury, 1981: 19)。 

(二)二十世紀初職業災害補償制度萌芽 

在「匹茲堡調查」報告出爐之前，美國勞工的職災補償無論來自於保險基

金或雇主的給予都被視為是人道措施，而非預防措施；有些州試圖建立職災補償

制度，工會表示反對，主要理由是：制度的設計是一種罹災勞工的舒緩緩措施，

而不是像德國 1884 年職災補償所建立的那種預防措施(MacLaury, 1981: 19)。 

在州政府層級，馬里蘭州在 1902 年通過第一個職災補償法，不過兩年後經

法院判決違憲；紐約州在 1910 年通過職災補償法，也同樣遭到紐約州上訴法院

判決違憲；至於聯邦層級，在希奧多羅斯福總統支持下，國會於 1908 年通過「聯

邦受雇者補償法」(The Federal Employees’ Compensation Act)，儘管此法的補償責

任相當有限，但是促使幾個州成立這方面的研究委員會(MacLaury, 1981: 19; 

Perkins, 2006: 8)。 

「匹茲堡調查」報告對美國工作安全衛生觀念有重大影響，由於該報告建

議利用經濟性誘因刺激雇主採取職災預防作為，這個觀點獲得勞工與企業支持，

1911 年，威斯康辛州成為第一個完成訂定職災補償方案的州；一年之內，9 個州

相繼跟進，截至 1921 年，大多數州都制定了職災補償法。儘管各州陸續開辦職

災補償，但是保險費太低，對雇主投資改善安全衛生的誘因不大，而且幾乎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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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將職業病納入補償範圍。不過，保險公司的安全專家會協助客戶推動安全方案

(MacLaury, 1981: 19)。 

在 職 災 補 償 制 度 發 展 的 同 時 ， 州 政 府 層 級 成 立 工 業 委 員 會 (industrial 

commission)的觀念也開始形成。工業委員會可以獲得授權去制定安全衛生規

範，不必透過立法機關或修正現有工廠法，即可涵蓋新生危害物質或改變要求標

準，這種制度在歐洲早已行之有年。在威斯康辛大學教授 John R. Commons 的大

力鼓吹之下，威斯康辛州成為第一個成立常設工業委員會的州；這種觀念逐漸被

普遍接受，而且成為後來州與聯邦政府職業安全衛生規範的指引(MacLaury, 1981: 

19)。 

(三)二十世紀初聯邦政府開始研究職業病與成立勞工部 

二十世紀初，美國聯邦政府開始調查職業病，1903 年，美國勞工局(U.S. 

Bureau of Labor)出版粉塵行業死亡與疾病以及其他安全衛生問題的研究報告；

1910 年，再出版白磷火柴業勞工的顎骨疾病導致變形與死亡的研究報告，促成

國會在 1912 年通過「艾斯工業衛生與職業病法」(Esch Industrial Hygiene and 

Occupational Disease Act)，對白磷火柴課徵禁止稅(MacLaury, 1981: 19-20)。 

1913 年，美國聯邦政府成立勞工部(U.S. Bureau of Labor)，國會參院通過決

議，要求礦工出身的新任部長 William B. Wilson 報告職業病與災害，Wilson 開始

蒐集鋼鐵業與其他行業的職災統計(MacLaury, 1981: 20)。 

(四)1930 年代的立法行動 

1933 年，羅斯福總統任命 Frances Perkins 為勞工部長，係美國歷史上第一

位女性閣員，她在 1934 年成立勞動基準局(Bureau of Labor Standards)，係第一個

主要為促進勞工安全與健康的常設聯邦機構，這個機構協助州政府改善工作安全

衛生行政並提升各州保護性立法的水準(MacLaury, 1981: 20)。 

羅斯福總統新政時期制定了三項重要法律：1935 年的「社會安全法」(Social 

Security Act)規定公共衛生部(Public Health Service)補助州衛生部門工業衛生方

案；1936 年的「公共契約法」(Walsh-Healey Public Contracts Act)賦予勞工部有權

禁止外包工作在危險條件下進行；1938 年的「公平勞動基準法」(Fair Labor 

Standards Act)賦予勞工部有權禁止 18 歲以下勞工從事危險工作。 

(五)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立法行動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職災率不但居高不下，甚至有攀升趨勢，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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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業的職災尤其頻仍。 

前面提過，美國在 1910 年成立礦務局，當時的任務僅在於進行研究以降低

採礦業的職災，未被賦予檢查的職權；直到 1941 年，國會才授權聯邦勞動檢查

員進入礦場檢查。1947 年，國會授權政府訂定第一個礦業安全規範的法律。1952

年制定的「聯邦煤礦安全法」(Federal Coal Mine Safety Act)提供某些地下煤礦年

度檢查，也給予礦務局有限的執行權限，包括發出違規通知與立即危險撤出命

令；1966 年，國會將「聯邦煤礦安全法」涵蓋範圍擴大至所有地下礦場。同年，

國會又制定「聯邦金屬與非金屬礦場安全法」(Federal Metal and Nonmetallic Mine 

Safety Act)，聯邦政府首度得直接規範非煤礦業安全，包括公布標準、檢查與調

查，但其權力極為有限。1969 年，國會制定「聯邦煤礦安全衛生法」(Federal Coal 

Mine Health and Safety Act)，比以前規範礦場的任何聯邦立法更為廣泛與嚴格，

該法涵蓋地面與地下煤礦，地面礦場每年檢查兩次，地下礦場每年檢查四次，聯

邦的執法權力也大為增加，可以對所有違法行為課以罰款，而且明知與故意的違

法行為會遭受刑法處罰；此外，該法包含了制定改進強制性職業安全衛生標準的

具體程序，礦工因「塵肺症」而造成的永久失能也因此法可獲得補償。1972 年，

國會更通過了「塵肺症補償法」(Black Lung Benefits Act)(MSHA, 2009a)。 

1973 年，內政部長透過行政作為創設礦業執法與安全署(Mining Enforcement 

and Safety Administration; MESA)，該署與礦務局分立，承擔礦務局原有的安全

衛生執行功能，礦務局則專門負責礦產資源的開發。1977 年，國會制定「聯邦

礦場安全衛生法」(Federal Mine Safety and Health Act; Mine Act)，此法修正 1969

年的「聯邦煤礦安全衛生法」，將所有聯邦對礦業的安全衛生規定整合在單一法

律架構中，而且涵蓋煤礦與非煤礦業；此法強化與擴充了礦工的權利，主管機關

也從內政部轉移到勞工部，新的執法機關為礦業安全衛生署(Mine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MSHA)，該署絕大部分的執法行動由獨立的聯邦礦業安全

衛生覆審委員會(Federal Mine Safety and Health Review Commission)審議(MSHA, 

2009a)。 

1960 年代中期，化學物質對生存環境的衝擊受到注意，尤其是工廠中化學

物質對作業勞工的安全衛生威脅。當時，每年的職業災害造成大約 14,000 人死

亡、220 萬人受傷。詹森總統在 1968 年 1 月 23 日向國會提出了一項綜合性職業

安全衛生法案，內容包括：勞工部有權訂定與強制執行安全衛生標準、雇主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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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條款、勞動檢查員可在事先不知會的情形下進入工廠檢查、違法雇主可能被

罰款或坐牢。此項法案遭受雇主強力反對，未獲通過。1969 年 4 月 14 日，尼克

森總統再度向國會提出類似法案，幾經折衝，終於在 1970 年獲得通過，即著名

的「職業安全衛生法」(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ct; OSH Act)(MacLaury, 

1981: 22-24)。為了執行此法，在勞工部下設立「職業安全衛生署」(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OSHA)，也在衛生與人力服務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HHS)下的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設立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NIOSH)，從事職業安全衛生領域的研究、資訊、

教育與訓練。 

2006 年 1 月與 5 月，西維吉尼亞州與肯塔基州先後發生嚴重的煤礦災變，

為改進礦場安全問題，國會制定「礦場改善與新緊急情況反應法」 (Mine 

Improvement and New Emergency Response Act; MINER Act)，將 1977 年的「聯邦

礦場安全衛生法」(Mine Act)大幅修正，目的在強化礦場應變能力，要求地下礦

場經營者持續執行災害準備與反應方案，並且訂定相關計畫，提供遭受緊急事件

危及的每一個人撤離措施，以及對無法撤離者提供維生系統(U.S. Department of 

Labor, 2006a: 42-46)。 

二、美國職業安全衛生政策的法律架構 

1970 年制定的「職業安全衛生法」(OSH Act)、1977 年制定的「聯邦礦場安

全衛生法」(Mine Act)與 2006 年制定的「礦場改善與新緊急情況反應法」(MINER 

Act)成為美國當前職業安全衛生政策的執行依據(U.S. Department of Labor, 2006a: 

42)，這三項法律的主管機關都是聯邦勞工部。以下簡要說明這三項法律的內容

與執行成效。 

(一)職業安全衛生法的內容 

「職業安全衛生法」(OSHA Act)的立法目的是：盡一切可能確保勞工有安

全衛生之工作條件並維護國家人力資源(第 2 條)。為達成此法之目的，應該採取

的措施包括： 

1. 鼓勵雇主與勞工盡一切努力，減少其就業場所職業安全衛生危害因素，

並且激勵雇主與勞工訂定新方案並改善現有方案，以提供安全衛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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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 

2. 提供雇主與勞工有各自單獨且相互依賴之責任與權利，達成安全衛生工

作條件之目的； 

3. 授權勞工部長制定可適用於各州間貿易之強制性職業安全衛生標準，並

創設職業安全衛生覆審委員會執行本法的裁決功能； 

4. 在雇主與勞工採取安全衛生措施已有的進展基礎上更求進步； 

5. 提供職業安全衛生領域(包括所涉及心理因素)之研究，並開發處理職業

安全衛生問題之新方法、新技術與途徑； 

6. 探討找出潛在疾病的方法，建立疾病與不同工作條件之因果關係模型，

同時體認職業衛生標準呈現的問題常與職業安全所涉及者不同，因此進

行其他與職業衛生相關之研究； 

7. 提供可行之醫療標準，以確保勞工不致因工作上的原因而損及其健康、

身體功能或壽命； 

8. 提供訓練方案，增加從事職業安全衛生工作人員之數量與能力； 

9. 提供制定與宣導職業安全衛生標準之必要措施； 

10.提供有效的強制執行檢查方案，其中應包含禁止事先通知以及對違反此

禁止事項者處分之規定； 

11.提供各州補助以協助確認它們的職業安全衛生需求與責任、根據本法之

條款訂定計畫、改善州的職業安全衛生法規行政與強制執行措施、執行

相關的實驗性與展示性方案，藉由上述行動鼓勵各州負起職業安全衛生

法規行政與強制執行之完全責任； 

12.提供關於職業安全衛生之適當通報程序，這些程序足以協助達成本法的

目標，並準確地說明職業安全衛生問題之本質； 

13. 鼓勵勞資雙方共同努力以減少因就業導致的傷病。 

「職業安全衛生法」(OSH Act)期待各州能落實職業安全衛生政策，因此鼓

勵各州訂定自己的職業安全衛生計畫，經核准的計畫執行費用可獲得聯邦政府

50％補助，同時也要求各州的職業安全衛生計畫必須(第 18 條)： 

1. 增設執行計畫的專責機構； 

2. 制定與執行與安全或衛生議題相關的安全衛生標準，這些標準至少能與

本法第 6 條標準同樣有效地提供安全與健康的就業以及就業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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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包含進入及檢查所有工作場所的權利，此項權利至少與本法第 8 條同樣

有效，而且應包含禁止事先通知規定； 

4. 包含保證執行計畫的專責機構有合法權力與必要之合格人員強制執行這

些標準； 

5. 包含保證州政府會投注適當經費在強制執行這些標準與行政措施上； 

6. 包含保證州政府會建立與維持適用於州及地方政府員工有效且全面的職

業安全衛生方案； 

7. 要求州內之雇主在州計畫未執行時，以同樣方式向勞工部長報告； 

8. 提供州的專責機構以同樣形式向勞工部長報告，報告中應包含部長持續

要求的資訊。 

簡言之，聯邦政府與州政府安全人員透過工作場所檢查、教育與協助遵從

法規、合作性與自願性的計畫等等確保勞工的安全與健康。 

(二)聯邦礦場安全衛生法以及礦場改善與新緊急情況反應法的內容 

「聯邦礦場安全衛生法」(Mine Act)的立法目的(第 2 條)如下： 

1. 建立暫時性的強制安全衛生標準，並指引衛生教育福利部部長與勞工部

部長制定與宣導修正改進的強制性安全衛生標準，以保護全國煤礦及其

他礦業勞工之安全與健康； 

2. 要求煤礦或其他礦場經營者及每位礦工都遵從上述標準； 

3. 與州政府合作並提供協助制定與執行有效的煤礦或其他礦場安全衛生方

案； 

4. 與州政府及煤礦或其他礦業合作，針對預防煤礦或其他礦場災害與該行

業之職業病，改善並擴充相關研究、發展與訓練方案。 

2006 年的「礦場改善與新緊急情況反應法」(MINER Act)修正了 1977 年的

「聯邦礦場安全衛生法」(Mine Act)，其主要規範包括(MSHA, 2009b)： 

1. 要求每個礦場制定並持續更新書面緊急應變計畫； 

2. 鼓勵使用目前商業上可取得之最先進技術與設備； 

3. 要求每個礦場的緊急應變計畫每六個月由礦業安全衛生署(MSHA)審

查、更新與重新認證一次； 

4. 命令勞工部長要求礦場在三年內建構雙向通訊設備以及電子追蹤系統，

使地面能夠搜尋到地下受困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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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要求每個礦場設置兩組富有經驗的救援小組，並且要能夠在意外發生的

一個小時內到達處理； 

6. 要求礦場負責人通報所有在 15 分鐘內即可能會導致人員死亡的事件或

災害，不通知者處以 5,000 至 60,000 美元行政罰鍰； 

7. 由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NIOSH)負責成立研發礦業安全新技術之競爭性

補助方案； 

8. 礦業安全衛生署(MSHA)成立跨單位的工作團隊，提供正式管道分享適用

於礦業安全的非機密性技術； 

9. 將違反規定刑事罰鍰提高，初犯最告為 25 萬美元、再犯為 50 萬美元；

同時惡意違反規定者最高可處以 22 萬美元行政罰鍰； 

10.礦場拒絕繳納礦業安全衛生署(MSHA)課以的罰款時，該署有權申請關閉

礦場的禁制令(injunction)； 

11.為礦工與有志成為礦工者設置獎學金； 

12.設置 Brookwood-Sago 礦業安全補助方案(Brookwood-Sago Mine Safety 

Grants)，提供改善礦場內外不安全條件辨識、預防的訓練補助。 

 

三、美國執行職業安全衛生三法的成效 

2006 年之前，勞工部執行「職業安全衛生法」(OSH Act)的主要工作包括：

迅速反應緊急危險狀況；調查職災死亡、災難與勞工投訴；根據 14 項制定法執

行檢舉權利；檢查聯邦機構以保障聯邦政府受雇者。截至 2006 年，工作場所死

亡率降低超過 60％、職業傷病率下降 40％。2003-2004 年，死亡率降至歷史新低；

同期，職業傷病率下降 4％、工作天數損失降低 5.8％；紡織業的棉肺症(brown lung 

disease)幾乎已經完全消除(OSHA, 2006: 4-5; U.S. Department of Labor, 2006a: 

42-43)。 

從 1970 年本法制定以來，勞工部負責保護的勞工從在 350 萬個工作場所工

作的 5,800 萬人，擴增至在 725 萬個工作場所的 1 億 1,100 萬人。為了對需求增

加作有效反應，勞工部採取一種「標靶途徑」(target approach)，將檢查導向外展

至工作場所以及職災傷病率最高的產業。除了工作場所的檢查之外，也利用各種

遵從協助以及教育和外展方案改善雇主的安全衛生管理系統。勞工部更進一步將

緊急事件準備列為重點，幫助雇主做好如天然災害或恐怖份子攻擊等工作場所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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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事件的準備措施(U.S. Department of Labor, 2006a: 42-43)。 

美國有 30 萬勞工直接在礦場工作，提供各產業所需基本原料。從 2000 年

至 2005 年，礦業的職災死亡率與致命傷害率降低 35％，是 1910 年有統計數字

以來的最低比率。然而，2006 年 1 月 2 日及 1 月 19 日，先後發生西維吉尼亞州

的 Sago 煤礦與 Alma 煤礦第一礦坑災變，2006 年 5 月 22 日又發生肯他基州的

Darby 煤礦第一礦坑災變，三次災變共奪走 19 條人命，顯見礦業安全仍有漏洞。

於是，國會制定「煤礦改革與新緊急情況反應法」(MINER Act)，這是針對 1977

年「聯邦礦場安全衛生法」(Mine Act)的首次修正(U.S. Department of Labor, 2006a: 

42-43)。 

第二節  美國制定與執行職業安全衛生政策的主要機構 

美國聯邦層級制定與執行職業安全衛生政策的主要機構有三個：職業安全

衛生署(OSHA)、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NIOSH)、礦業安全衛生署(MSHA)。如前

所述，職業安全衛生署(OSHA)與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NIOSH)是依據 1970 年的

「職業安全衛生法」(OSH Act)成立，前者隸屬於勞工部，後者隸屬於衛生與人

力服務部(HHS)下的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礦業安全衛生署(MSHA)則是依

據 1977 年的「聯邦礦場安全衛生法」(Mine Act)成立。 

以上三個機構的共同目的都是保護勞工的安全與健康，但內部職責不同。

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NIOSH)是一個研究機構，負責職災與職業病研究並提出安

全衛生規範之建議；職業安全衛生署(OSHA)與礦業安全衛生署(MSHA)負責制定

與執行安全衛生規範。這三個機構透過合作達成共同目的(參見圖 6.2.1)，以下說

明它們個別的組織、任務與工作內容。 

 

一、職業安全衛生署23 

(一)組織與任務 

職業安全衛生署(OSHA)的角色是確保美國勞工的安全與健康，採取的方式

包括：訂定與執行標準；提供訓練、外展服務與教育；建立伙伴關係；鼓勵持續

進行工作場所安全衛生改進措施。以下進一步說明。 

                                                 
23 有關職業安全署之說明取材自 OSHA（2006: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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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1  美國制定與執行職業安全衛生政策主要機構關係 

 
職業安全衛生署(OSHA)建立與執行保護性的標準，並且透過技術支援與諮

商方案外展至雇主與勞工，該署與各州的伙伴設置了約 2,400 名勞動檢查員與約

550 名州諮商員，另外還有配置在全國 130 個辦公室的申訴歧視調查員、工程、

醫師、教師、標準撰寫者、其他技術與支援人員。 

職業安全衛生署(OSHA)的服務對象包含全國絕大多數勞工，也提供職業安

全衛生專家、學術社群、律師、新聞記者、其他政府部門人員相關服務。 

職業安全衛生署(OSHA)有一部份任務是協助雇主減少或消除工作場所危

害物，該署提供以工作場所安全衛生危害因素為焦點的各式各樣資訊與訓練教

材。 

(二)基本策略與行動規劃 

在「職業安全衛生法」(OSH Act)的授權之下，職業安全衛生署(OSHA)利用

三個基本策略協助雇主與勞工減少職業傷病與死亡： 

1. 強勢、公平與有效的執行； 

2. 外展、教育與遵從協助； 

目的：保護勞工安全與健康 

制定規範並執行 研究與預防建議 

勞工部 

（DOL） 

煤礦安全 
衛生署

（MSHA）

職業安全 
衛生署 

（OSHA）

衛生與人力服務部 
（HHS） 

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CDC） 

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NIOSH）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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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立伙伴關係、結盟關係以及其他共同合作與自願方案(OSHA, 2006: 4)。 

根據以上策略，職業安全衛生署(OSHA)採取廣泛的方案與行動促進職業安

全衛生，包括： 

1. 鼓勵雇主與勞工減少工作場所危害物，並且執行新的安全衛生管理系統

或改善現行方案； 

2. 制定強制性職業安全衛生標準，並且透過工作場所檢查以及必要時開出

罰單或罰款的方式執行安全衛生標準； 

3. 透過共同合作方案如：自願保護方案(Voluntary Protection Programs)、職

業安全衛生署策略伙伴方案(OSHA Strategic Partnerships)與結盟方案

(Alliances)，以促進安全衛生工作環境； 

4. 確立雇主與勞工的責任與權利，以獲致更佳的安全衛生工作條件； 

5. 支持發展處理工作場所危害物的創新方法； 

6. 確立雇主保存職業傷病記錄以及雇主監控某些職業病的標準； 

7. 建立訓練方案以增進職業安全衛生人員能力； 

8. 提供雇主技術與遵從協助、教育與訓練，以幫助雇主減少勞工的意外與

傷害； 

9. 在伙伴關係中，與各州自行實施的職業安全衛生方案一起運作； 

10.支援 50 個州以及哥倫比亞、波多黎各、維京群島、關島及北馬里亞納群

島等屬地所提供的諮詢方案。 

(三)工作內容 

1. 制定標準與指引 

(1)對雇主的要求 

一般而言，職業安全衛生署(OSHA)的標準(standards)要求雇主： 

A. 維持保護工作中勞工的合理必要且適當之條件以及採用相關行為規範； 

B. 熟悉並遵從適用於其事業單位的標準； 

C. 確保受雇者在有安全與健康顧慮時，都能得到與使用個人安全防護設

備。 

(2)發布危害物標準 

職業安全衛生署(OSHA)發布各種工作場所危害物標準，包括：有毒物質、

有害物理因子、電子危害物、墜落危害物、壕溝挖掘危害物、有害廢棄物、傳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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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疾病、火災與爆炸危害物、危險氣壓、機器危害物、侷促空間。 

職業安全衛生署(OSHA)也發布指導方針(guidelines)，指導方針與標準不

同，它是一種協助雇主辨識與控制危害物的工具。根據「職業安全衛生法」(OSH 

Act)，指導方針並不強制執行，而是由雇主自願性遵從，不執行指導方針並不違

反「職業安全衛生法」(OSH Act)中的「一般責任」條款。指導方針會隨著科技

進步帶來的新資訊而快速發展或是更改，也讓雇主容易採取適合其工作場所的創

新方案。 

2. 制定標準的過程 

(1)決定制定標準 

職業安全衛生署(OSHA)可以自行啟動制定標準的程序，也可以回應其他單

位或機構的請求而啟動，這些單位或機構包括：衛生與人力服務部(HHS)、職業

安全衛生研究所(NIOSH)、州或地方政府、全國承認的標準制定組織以及雇主或

勞工代表團體、其他利益相關團體。 

每年春秋兩季，勞工部會在「聯邦政府公報」公布所有正在制定的安全規

範表，這份規範議程(Regulatory Agenda)提供制定的期程，使雇主、受雇者以及

其他利益相關團體能預期未來會有哪些標準與規範。 

職業安全衛生署(OSHA)「聯邦政府公報」上公布它提出、修正或廢除一項

標準的用意有二：一是請求各方提供資訊，或者作為一種將要制定規定的事先公

告，再或者是公告一項蒐集意見的會議，用作草擬規定的參考；二是作為一種將

要制定規定的通告，說明新規定的要求，並提供一段時間讓社會大眾回應。這些

行動都會在網路上公布，利益相關團體可以提出書面訊息、評論與證據。此外，

職業安全衛生署(OSHA)會舉辦公聽會，廣納各種意見。 

在審視過各方的評論、證據、證詞之後，職業安全衛生署(OSHA)會發布修

正後或新採用標準的全文及生效日期，同時也解釋該項標準及施行的理由；如果

認為無制定或修正標準之必要性，該署也會公布此項決定。 

(2)政府其他機構的輸入 

政府其他機構可以向職業安全衛生署(OSHA)建議標準，例如：職業安全衛

生研究所(NIOSH)負責研究各種職業安全衛生問題，提供職業安全衛生署(OSHA)

技術上協助，也建議標準供該署考量。 

(3)小型企業的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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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1996 年制定「小型企業法規執行公平實施法」(The Small Business 

Regulatory Enforcement Fairness Act; SBREFA)，協助小型企業去理解與遵從職業

安全衛生署(OSHA)所制定的規範，也讓小型企業針對新規範的制定有更多發聲

的機會。因此，職業安全衛生署(OSHA)必須： 

A. 製作小型企業遵從指引手冊； 

B. 對小型企業在遵從規範上的任何疑問要有所回應； 

C. 有減輕對小型企業處罰的政策； 

D. 在制定可能對大量小型企業有重大影響的標準過程中，透過小型企業倡

導審查小組(Small Business Advocacy Review Panels)鼓勵它們也參與制

定； 

E. 給予小型企業機會，在法庭上挑戰可能對自己不利的規定或規範。 

3. 顧問團隊 

職業安全衛生署(OSHA)有數個常設與專門顧問委員會，在職業安全衛生議

題上提供該署諮詢，這些委員會的成員包括雇主、受雇者與州職業安全衛生部門

的代表，衛生與人力服務部(HHS)也指定一至數位代表，成員中可能有職業安全

衛生專家與一般民眾。 

職業安全衛生署(OSHA)的常設或法定顧問委員會有兩個：一個是國家職業

安全衛生顧問委員會(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on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NACOSH)，提供勞工部長與衛生與人力服務部長有關「職業安全衛生法」

(OSH Act)行政事項的意見、諮詢與建議；另一個是營造業安全衛生顧問委員會

(Advisory Committee on Construction Safety and Health; ACCSH)，提供勞工部部長

有關營造業職業安全衛生標準與其他事項的建議。其他持續性的顧問委員會也有

兩 個 ： 一 個 是 聯 邦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顧 問 委 員 會 (Federal Advisory Council on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FACOSH)，提供勞工部長有關所有聯邦機構職業

安全衛生問題的意見；另一個是海運業安全衛生顧問委員會(Maritime Advisory 

Committee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MACOSH)，提供勞工部長有關海運

業職業安全衛生方案、建議與標準方面的意見。此外，職業安全衛生署(OSHA)

偶爾也會設置特殊議題的短期顧問委員會。 

4. 外展服務、教育訓練與法規遵從協助 

職業安全衛生署(OSHA)的網站提供數量龐大的資訊，包括各項標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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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指令、技術顧問名單、法規遵從協助以及其他相關訊息，亦包含電子化協助

工具。 

位於伊利諾州 Arlington Heights 的職業安全衛生署訓練所(OSHA Training 

Institute; OTI)提供聯邦與州檢查員、各州顧問、聯邦機構員工、私部門雇主與員

工或其代表有關職業安全衛生基礎與進階課程。為了因應私部門與聯邦機構日益

增加的課程需求，訓練所另外成立非由職業安全衛生署(OSHA)資助的教育中

心，這些教育中心設在非營利的學院、大學與其他經過參與此方案評選的組織。 

5. 法規遵從協助 

職業安全衛生署(OSHA)法規遵從協助專家群提供安全衛生一般資訊與法

規遵從資源，他們回應小型企業、行業協會、工會分會與社區的要求，提供服務。

職業安全衛生署(OSHA)設在各州的每一個地區辦公室，都配置一位法規遵從協

助專家。 

6. 出版 

職業安全衛生署(OSHA)有許多出版方案，出版詳述該署政策與規範的小

冊、宣導資料與卡片。 

 

二、礦業安全衛生署 

(一)組織與任務 

礦業安全衛生署(MSHA)是「聯邦礦場安全衛生法」(Mine Act)與「礦場改

善與新緊急情況反應法」(MINER Act)的主管與執行機關，其任務為：強制要求

遵從安全衛生法定標準以消除礦場致命災害、降低非致命災害發生的頻率與嚴重

性、減少健康危害至最小程度、促進改善全國礦場的安全衛生情況。 

礦業安全衛生署(MSHA)下設「煤礦安全衛生處」(Coal Mine Safety and 

Health)以及「金屬與非金屬礦安全衛生處」(Metal and Nonmetal Mine Safety and 

Health)。煤礦安全衛生處總處設在維吉尼亞州 Arlington，在全國採煤地區設 11

個區處，有大約 45 個現場辦公室，每個區處設經理，向總處行政室報告煤礦安

全衛生處事項；全美國大約有 2,100 個煤礦場，分布在 27 個州。金屬與非金屬

礦安全衛生處總處也設在維吉尼亞州 Arlington，在全國與波多黎各社 6 個區處

以及 47 個現場辦公室與現場責任站；全美國大約有 12,450 個金屬與非金屬礦場

運作，分為金屬、非金屬、石、砂礫四大類，僱用超過 225,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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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內容 

1. 檢查 

礦業安全衛生署(MSHA)的檢查員對地面礦場每年例行檢查 2 次、地下礦場

4 次，決定礦主是否被遵從安全衛生標準或處分內容、礦場是否存在立即危險，

若發現違反安全衛生標準，檢查員將發出處分書。 

2. 制定標準 

礦業安全衛生署(MSHA)的「標準、規範制定與修正辦公室」(Office of 

Standards, Regulations and Variances)協調制定與發布安全衛生規則以及修改現有

規則，在過程中徵詢社會大眾的意見。 

3. 技術協助 

礦主與礦工有時需要特別的技術支援，來控制他們工作場所的危害，礦業

安全衛生署(MSHA)有科學家、工程師、職業衛生專家能夠提供礦業安全困難問

題的解決方法。除了提供工程與技術支援之外，該署還測試與批准安全採礦所使

用之設備與原料、協助處理緊急狀況與災害調查。 

4. 教育訓練 

礦業安全衛生署(MSHA)設有國家礦業安全衛生學院(National Mine Health 

and Safety Academy)提供各種課程給政府、業界、勞工的安全衛生專業人員，包

括檢查員、技術支援人員、採礦業人員；此外，也提供全國礦主訓練相關的協助，

例如：提供小型礦場管理階層與勞工特殊訓練協助、協助公司礦坑救援隊隊員定

期測驗與改進技術。 

 

三、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一)組織與任務 

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NIOSH)是美國聯邦政府中唯一從事職業安全衛生研

究的機構，其研究人員由各種學科領域、產業界和學術單位的專家組成，共同研

究防範或降低與工作相關的傷害和疾病。 

現 階 段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研 究 所 大 約 有 「 相 當 於 全 職 人 員 」 (Full-Time 

Equivalents)1,413 人。1996 年有 1,364 人，2003 年人數最多，有 1,521 人，人數

增加的原因主要是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接收了前礦務局的研究團隊，同時在西維



 166

吉尼亞州的 Morgantown 設立健康影響實驗室分部(Health Effects Laboratory 

Division)，以及在賓西法尼亞州的 Pittsburgh 設立國家個人防護技術實驗室

(National Personal Protection Technology Laboratory)(Hearl, 2007: 9)。24 

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設置科學顧問委員會(Board of Scientific Counselors)，

由職業安全衛生多種相關領域的科學家組成。該委員會之委員對於研究所訂定與

評估研究假設、系統性地登錄研究發現、宣導改善勞工安全與健康的研究結果等

方面提供建議與指導。此外，他們也評估研究所的下列措施：(1)訂定達成職業安

全衛生目標的科學性優越標準；(2)提出當前職業安全衛生領域的相關需求；(3)

在說明職業安全衛生重要研究問題時，從研究發現的應用性與宣導兩種角度，提

出想要的結果。 

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主要任務是蒐集資訊、進行科學研究並將獲得的知識

移轉為產品與服務，提供國內外領導人士預防與工作相關的疾病、傷害、失能和

死亡。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的任務規定在「職業安全衛生法」(OSH Act)第 22 條： 

1. 訂定職業安全衛生標準之建議； 

2. 執行本法第 20 條與第 21 條有關衛生與人力服務部(HHS)部長的所有職

責，亦即進行勞工安全與健康方面的研究(第 20 條)以及教育訓練(第 21

條)； 

3. 開發暴露於有毒物質以及有害物理因子安全水準之資訊； 

4. 進行安全與衛生新生問題之研究； 

5. 進行現場調查(健康危害評估)以判定工作場所使用物質之毒性； 

6. 透過補助、合約或其他方式資助相關機構或私人組織進行研究。 

1977 年的「聯邦礦業安全衛生法」(Mine Act)增加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NIOSH)研究煤礦業衛生的任務，另外還授權該所： 

1. 為礦業安全衛生署(MSHA)制定礦業衛生標準之建議； 

2. 執行煤礦工人醫療監控方案，包含煤礦工人胸部 X 光檢查塵肺症； 

3. 執行礦場現場調查(健康危害評估)； 

4. 測試與認證個人護具與危害測量工具。 

                                                 
24 人員計算以「全職」（full time）為標準，因此，總人數為「等同全職人員」（Full-Time Equivalents; 

F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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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願景與核心價值 

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NIOSH)的願景是透過研究與預防，履行國家保障所有

人工作安全衛生的承諾，它標榜七項核心價值： 

1. 切合現實(relevance)－所有計畫的各項方案回應目前與未來工作場所發

現的職業安全問生問題。 

2. 兼顧多樣(diversity)－由於工作場所中的受雇者具有多樣性，因此研究與

介入反映工作場所需要的多樣解決方法。 

3. 最佳品質(quality)－使用最先進的科技、最佳品質的資料、最透明與獨立

的同儕審查(peer review)。 

4. 伙伴關係(partnership)－在國家與國際層次上，與產業界、勞工、政府、

科學與專業社群建立伙伴關係，完成任務。 

5. 取得便利(access)－服務對象能夠透過廣泛的傳統與電子通路，取得該所

一切產品與服務。 

6. 著重績效(performance)－所有方案都以結果為導向。 

7. 責任明確(accountability)－所有方案的評估是以解決目前與未來職業安

全衛生問題有效程度為標準。 

(三)現階段略性目的與目標 

2009 年，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NIOSH)訂定的策略性目的(strategic goals)有

三：(1)執行降低工作相關疾病與傷害之研究；(2)透過介入、建議與能力建構

(capacity building)25促進工作場所之安全衛生；(3)透過國際合作強化全球工作場

所之安全衛生。 

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NIOSH)正在執行「2004-2009 年策略性計畫」(Strategic 

Plan 2004-2009)，此計畫依據該所的三項策略性目的，分別訂出具體目標

(objectives)如下(NIOSH, 2009)： 

目的 1：執行降低工作相關疾病與傷害之研究 

․追踪工作相關危害、暴露物、疾病與傷害，以預防職業災害 

․透過所內與委外研究方案產出新知識 

                                                 
25 能力建構是指培養具備開創一個有適當政策與法律架構環境的能力，包含制度的發展（如社

區參與）、人力資源發展與管理系統的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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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高危險產業部門棘手問題開發創新的解決方法 

目的 2：透過介入、建議與能力建構促進工作場所之安全衛生 

․加強建議與指引的相關性與實用性 

․將研究發現、技術與資訊移轉為實用 

․建構處理傳統與新生危害的能力 

目的 3：透過國際合作強化全球工作場所之安全衛生 

․在全球各個職業衛生中心發展成全球網絡的過程中，扮演領導角色。 

․研究降低工作場所疾病與傷害的可能途徑，並且提供技術支援，使

解決方法到位。 

․透過訓練、資訊分享與研究經驗，建構全球處理工作場所危害物的

專業能力。 

第三節  美國面臨的職業安全衛生問題與因應策略 

一、二十一世紀美國勞工問題新形勢 

根據美國勞工部評估，二十一世紀美國勞工問題出現以下新的形勢(U.S. 

Department of Labor, 2006a: 9-10)： 

(一)勞動力成長趨緩 

美國的勞動力持續成長，但與過去相比，成長速度顯然趨於緩慢。在 1970

年代，勞動力成長每年是 2.6％，到了 1990 年代，每年勞動力成長降至 1.1％；

在未來的幾十年間，其勞動力成長預計會降至每年為 0.6％。 

(二)勞動力多樣化 

在美國勞動力的組成上，年齡、性別、種族、族群等的構成變得比以前平

衡。近幾年來，雖然成年男性與女性勞動參與率皆下降，但婦女勞動參與率在二

十世紀最後幾十年的成長越來越達到性別的平衡，亦即男性與女性的勞動參與率

逐漸趨於相等；其次，移民進入使得勞動力中的種族與族群變得多樣化，成長最

快的種族為拉丁美洲人(Hispanics)及亞洲人；此外，中高齡勞工、育有子女的女

性及身心障礙者等族群的勞動參與率提高。上述情形對美國而言是件好事，因為

美國貿易伙伴的勞動力成長皆非常緩慢，且人口急遽老化，因此使得美國在競爭

過程中占有優勢。 

(三)進入快速全球化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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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對美國經濟、勞動力以及工作場所等各方面都造成影響，尤其，過

去獨立於全球競爭之外的產業以及勞動力中的某些部分受到影響最大，例如：知

識經濟持續增加對高教育程度勞工的需求，維持高技術性勞動力成為美國在全球

經濟中相對優勢的關鍵。 

  

二、職業安全衛生面臨的挑戰 

在前述勞工問題的新形勢之下，加上新科技發展與國內經濟對某些生產原

料的依賴，工作相關傷病對民眾的安全衛生以及全國經濟造成重大損害。 

2008 年 6 月底，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NIOSH)溝通與全球合作處主任

(Director, Office of Communication and Global Collaboration)Max R. Lum，在漢城

舉行的第 18 屆世界安全衛生大會(XVIII World Congress on Safety and Health at 

Work)演講中指出，美國每天被送進急診室的職災勞工將近 11,000 名，其中約有

200 名還需要進一步住院治療；在私部門中，每天約有 6,300 名勞工因職業傷害

而暫時無法繼續工作，其中 15 人會因傷害而致死，因職業病致死者平均每天 134

人。上述傷亡的職災補償每年約花費 730 億美元，對全國整體經濟造成 1,550 億

美元損失。公共衛生專家們確認，勞工是暴露在最先出現與最糟有毒物質下的群

體，這些物質後來都會成為整體環境中的危害(Lum, 2008)。因此，儘管美國執行

職業安全衛生三法具有相當成效，但是仍然面臨許多挑戰，這些挑戰包括(Lum, 

2008; U.S. Department of Labor, 2006a: 49)： 

(一)改變中的勞動人口結構 

快速的科技進步與動態的工作場所環境已經改變了工作的本質，政府在降

低工作場所危害物的策略，需處理勞動力多樣性的問題。移民與難以接觸到的勞

工增加、青年勞工比例逐漸提高、中高齡者仍在繼續工作、快速增加的臨時工等

等形成美國勞動人口結構的改變。 

以青年勞工的職災來說，美國每年約有 84,000 人在工作中受到需至醫院急

診的重傷；2003 年約有 54,800 名 18 歲以下的青年勞工因職災而被送進急診室；

2005 年有 54 位 18 歲以下的勞工死於職業傷害；估計在 2010 年之前，會有將近

1,800 萬名介於 16 至 19 歲的青年勞工投入職場。一般而言，青年勞工缺乏對職

業傷害方面的認知與瞭解，這種情況又以投入職場第一年的青少年勞工最為嚴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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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料的需求 

美國能源部估計，煤礦的使用量在未來 20 年會大幅增加；美國對煤作為能

源的依賴程度遠比對其他能源為大，煤發電量占所有發電量的一半以上，美國人

也使用煤供應住家及商業用的暖氣，煤亦是鋼鐵業焦炭的來源，化學業也使用煤

作為原料。由於這些產業面臨的主要挑戰包含了競爭壓力，於是必須增加產量來

平衡成本，因此，美國的煤礦業擴充營運，礦工工作時間隨之延長，而且新礦場

增加、舊礦場擴充、原已關閉的礦場也恢復營運。此外，金屬與非金屬礦提供美

國交通基礎建設、營造業、建築業、通訊業、製藥業、藝術、製造業、消費品以

及農業等需求，勞工部在訂定長期策略時，必須考量到上述部門活動的擴大。 

(三)突發事件 

美國對瞭解與因應工作場所緊急狀況產生的風險尚有不足之處，舉例來

說，季節性流行性感冒就是其中之一，美國人幾乎對這種流行性疾病沒有免疫

力，目前對於流感究竟是由空氣傳染、飛沫傳染或是接觸傳染的知識非常缺乏。 

「911 恐怖攻擊事件」改變了美國對政策的思維，勞工部的職業安全衛生政

策中，加入了工作場所緊急情況整備與應變的要求。此外，這次事件使美國得到

的最大教訓是：救難者的安全健康與受難者搜救、復原同樣重要，搜救者與受難

者的安全同等重要的觀念應該建構在國家救難文化中。 

(四)新技術的暴露與危害 

全球的工作場所不斷改變，在美國各種工作場所，已經辨識出一些新生危

害物並且正在處理： 

1. 商業上新技術的導入、再造或需要使用新化學製劑，例如使用新溶劑取

代消耗臭氧的化學製劑； 

2. 新的工業製程，例如奈米材料將帶來獨特屬性的嶄新化學製劑，以前工

作場所從未使用過這些製劑； 

3. 新發現與現有化學製劑與技術相關的危害物可能將浮現，或者大眾已知

與現有技術相關的危害物可能改變。 

研究發現，奈米粒子的生理化學性質會影響對生物系統的作用，奈米粒子

有非常大的表面積以及提高生物性活動，而且有能力使實驗室中動物吸入後轉移

到其他器官，這些新影響與衝擊的探討已經在進行。 

(五)食品添加物對健康的潛在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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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年來的調查顯示，暴露於某些食品添加物會導致勞工肺部受到嚴重傷

害，雖然毒物學研究至今仍無法完全確定這類添加物是導致肺部傷害的唯一原

因，但是聯乙醯(diacetyl)的毒性傷害已受到普遍關注，這是一種常用於爆米花中

的奶油添加物。美國食品與藥物管理局(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已著手

調查消費者肺病案例的可能原因，某些廠商也計畫不在產品中使用聯乙醯。不

過，比較普遍的看法是，食品添加物一般都是複雜的混合物，或許該關注的是其

暴露綜效。 

儘管聯乙醯與其他食品添加物對健康影響的因果關係仍存有許多疑問，但

是這個議題需要全球合作，重新修正辨識程序。 

(六)肌肉骨骼傷害與工作道路安全 

肌肉骨骼傷害(MSDs)是一個全球工作場所出現的問題，營建業工人尤其嚴

重。根據美國勞動統計局的統計，2006 年營建業勞工年平均約達 770 萬人，歷

年來最高，他們從搬運重物到執行重複性工作，暴露於嚴重傷害的風險，這種耗

費體力的工作性質解釋了拉傷、扭傷、肌肉骨骼傷害等如此普遍的原因。 

機動車輛碰撞是美國職業安全衛生的重大問題，一直是工作場所致死的首

要原因，占所有死亡原因的 35%，也是幾乎所有產業的首要原因。在 2003 年至

2005 年間，有 5,304 名勞工在公路上死於與工作相關的車輛碰撞，根據統計，美

國有將近 80%工作相關的車輛碰撞死亡者為運輸工具所有人，大約 40%的罹難

者為卡車司機。 

肌肉骨骼傷害與道路安全問題顯示，需要把過去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成果加

以組織、宣導，提供特定的勞工族群充分利用。 

 

三、美國因應職業安全衛生問題的策略 

(一)2006-2011 策略性計畫 

為因應前述二十一世紀勞工問題的新形勢，美國勞工部訂定「2006-2011 策

略性計畫」(Department of Labor’s Strategic Plan for Fiscal Years 2006-2011)，調整

了勞工政策的目標。 

根據 1993 年「政府績效與成果法」(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d Results Act; 

GPRA)，政府部門要訂定六年期的策略性計畫，每三年需更新一次。勞工部上一

個計畫於 2003 年 9 月公布，涵蓋 2003-2008 會計年度，「2006-2011 策略性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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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涵蓋 2006-2011 會計年度。此計畫提供勞工部編列預算和規劃活動的架構，

並且作為勞工部下屬單位在評量績效、精進策略、界定優先事項時的藍圖(U.S. 

Department of Labor, 2006a: 7)。 

「2006-2011 策略性計畫」計畫揭櫫四項新的策略性目標(U.S. Department of 

Labor, 2006a)： 

策略目標 1  有準備的勞動力—致力於對新勞工與現職勞工提供有效的訓

練與支持性服務，並且提供他們高品質的經濟與勞動市場資

訊。 

策略目標 2  有競爭力的勞動力—藉由加強勞動力發展與管制體系的效能

與效率，幫助勞工與雇主因應全球經濟競爭的挑戰。 

策略目標 3  安全與有保障的工作場所—確保工作場所的安全、衛生與公

平；提供勞工適當的工資；提供平等的機會；保障退伍軍人

僱用與重新僱用的權利。 

策略目標 4  強化的經濟保護—勞工部透過有效能與有效率地提供失業保

險與職災補償，以保護及強化經濟安全；確保工會透明；確

保年金與健康給付。 

勞工部指出，此策略性計畫是要處理勞工與雇主在二十一世紀競爭性經濟

中的需求，透過謹慎管理此計畫中四個策略性目標，在這個變動的環境中扮演好

領導角色(U.S. Department of Labor, 2006a: 7)。因此，上述每一項策略性目標之

下，都明示重點工作並訂定預計達成的績效指標。 

(二)職業安全衛生政策績效目標、具體工作與績效指標 

上述勞工政策四項策略性目標中的「策略目標 3」包含「安全的工作場所」，

績效目標 3A(Performance Goal 3A)與績效目標 3B(Performance Goal 3B)也就是職

業安全衛生政策的指引，其中並說明具體的工作與可測量的績效指標(U.S. 

Department of Labor, 2006a: 45-46)。 

1. 績效目標 3A—透過法規遵從協助與執行職業安全衛生規範和標準，改善

工作場所安全衛生。 

績效目標 3A 的具體工作包括： 

(1)利用強力、公平、有效的強制執行方案和外展、教育、遵從協助，以及

自願合作方案，保護勞工安全與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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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資源有限，勞工部將執行資源投注在使勞工暴露於嚴重危害的工作

場所，針對這些工作場所的雇主實施檢查方案，使他們能確認最危險的

工作場所，並以最有效的方式利用檢查資源。同時，勞工部繼續提供有

效的遵從協助方案與工具，並且讓勞工與雇主有參與各種自願合作方案

的機會。 

(2)持續採取平衡途徑保護勞工的安全與健康 

勞工部的職業安全衛生規範和標準將持續制定或修正；持續主導對傷

病、致命率最高的事業單位與產業之檢查與外展服務；回應對嚴重工作

場所危害情況的控訴，將所挑出的高傷病率工作地點以書面通知雇主，

並告知處理其中危害物時可以獲得的服務，在給小企業雇主的通知中，

會告知其可透過免費的、勞工部資助的州諮詢計畫(State Consultation 

Program)尋求協助；針對不安全工作條件或高危險產業所設計的「國家

與地方重點方案」(National and Local Emphasis Programs)將輔助上述工

作。 

勞工部將提供雇主與勞工遵從協助、外展與訓練輔助其執行與標準訂定

活動。勞工部還提供各種合作方案，包括：自願保護方案(Voluntary 

Protection Programs; VPP)、聯盟方案(Alliance Program)、策略伙伴方案

(Strategic Partnership Program)、諮詢方案(Consultation Program)、安全衛

生成果認證方案(Safety and Health Achievement Recognition Program)，在

這些方案中，雇主、勞工以及其他利害關係人與勞工部共同合作，改善

工作場所的安全衛生。 

經驗顯示，自願保護方案(VPP)的實施已大幅降低職災傷病率，整體來

說，在同一產業中，參與這項方案的企業，其職業傷病比未參與者平均

低 50％，而且持續參與這項方案者保持這些成果。 

2. 績效目標 3B—降低礦業與工作相關的死亡與傷病 

儘管 2000-2005 年礦業的致命傷害率降低了 35％，傷害事件率也降低 23

％，但是礦業仍屬危險行業。前曾提及，2006 年連續礦坑災變促成「礦

場改善與新緊急情況反應法」(MINER Act)的制定。礦業安全衛生署

(MSHA)根據此法，負責進行全面檢查並確認災變根源以預防類似意外事

件、改善全國礦場之安全，並且要求安全操作的現代化與通訊科技的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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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因此，具體達成「績效目標 3B」的工作就是執行「礦場改善與新緊

急情況反應法」(MINER Act)，內容包括： 

(1)要求每一個地下煤礦制定並持續更新書面緊急應變計畫，設置兩組能在

一小時內反應的有經驗之救援小組；設置無線雙向通訊設備，並且在三

年內完成電子追蹤系統。 

(2)如果礦場經營者拒付礦業安全衛生署(MSHA)的罰款，該署有權申請禁制

令(injunction)關閉該礦場。 

(3)創設獎學金方案舒緩未來訓練過的與有經驗的礦工與礦業安全衛生署

(MSHA) 人 員 ， 並 設 置 「 Brookwood-Sago 礦 場 安 全 補 助 方 案 」

(Brookwood-Sago Mine Safety Grants program)以改進辨識、避免和預防礦

坑內外的不安全工作條件。 

(4)持續擴大與產業、勞工與設備製造商的積極伙伴關係，以確認與評估可

以強化礦工健康與安全、降低災害、強化煤礦災變救援行動的新科技；

這些科技包括：近程檢測器(proximity detection devices)、氫氣燃料電池

(hydrogen-powered fuel cells)、防止墜落設備、遙控推土機(remote control 

bulldozers)。 

(5)透過「預防性上覆岩層／肋樑外展方案」(Preventive Roof/Rib Outreach 

Program; PROP)、「冬季警覺方案」(Winter Alert)、「礦坑緊急整備方案」

(Mine Emergency Preparedness)等，持續外展檢查以處理優先議題，包括

與上覆岩層致命相關的風險以及與火、暖氣設備、甲烷點火相關的風險。 

(6)持續實施執行中的州補助方案(State Grants Program)，資助各州執行最佳

礦坑救援設備與嚴格的安全訓練。 

(7)集中資源對較高風險職業進行更嚴格的採樣協定，以大幅降低職業疾病。 

 

表 6.3.1  美國 2006-2011 策略性計畫中安全工作場所績效目標與指標 
績效指標 2005 年結果 2011 年目標 

績效目標 3A－透過法規遵從協助與執行職業安

全衛生規範和標準，改善工作場所安全衛生。

    會計年度 

工作場所傷病率 
(較 2003 年至 2005 年平均降低) 

2005 年 

DART 率*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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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場所死亡率 
(2005 年基準線) 

1.77** 減少 5％ 

透過參與自願保護計畫(VPP)的新工作場所職業

傷病比同一產業部門的全國平均率低 50％ 

聯邦機構自願保護計畫(VPP)參與者   

私部門自願保護計畫(VPP)參與者 

 

 

待定   

待定 

 

 

50％ 

50％ 

*  指「勞動統計局私部門離開工作、工作能力受限或轉換工作率」(BLS Days Away Restricted 

and Transferred Rate)，亦即私部門中每 100 名全職工作者因職業傷病導致離開工作、工作

能力受限或轉換工作的比率。 

**  1.77 是 2005 年的實際結果，「2005 年績效與責任報告」(FY 2005 Performance and 

Accountability Report)中的估計結果為 1.75。 

績效目標 3B－降低礦業與工作相關的死亡與傷

病 

    會計年度 

採礦致死意外率－每 20 萬個工時死亡率 0.0182 0.0179 

採礦所有傷害意外率－每 20 萬個工時傷害率 3.90 2.18 

可被吸入之煤礦粉塵樣本超過適用標準百分比 

(指定職業*) 

 

10.8％ 

 

6.9％ 

在金屬及非金屬礦場*中採集之二氧化矽粉塵樣

本低於容許暴露限制一半的百分比 

 

83.7％ 

 

61.5％ 

在金屬及非金屬礦場*中採集之噪音樣本低於容

許暴露限制一半的百分比 

 

79.1％ 

 

58％ 

在煤礦場中暴露於超過適用標準噪音的百分比 5.3％ 3.7％ 

*  煤礦衛生指標顯示危害礦工健康暴露水準的降低。金屬和非金屬礦場指標是在礦工處於過

度暴露的極度危險區域進行採樣。 

資料來源：U.S. Department of Labor(2006a: 50) 

 

(三)執行安全工作場所方案的預算 

美國政府執行職業安全衛生政策自然有其法定(或強制性)預算(mandatory 

budget)，為了執行 2006-2011 策略性計畫中的各項安全工作場所方案，美國總統

逐年與國會商討編列自由裁量預算(discretionary budget)。2006-2009 年美國勞工

部安全為執行「策略目標 3 安全與有保障的工作場所」，要求的自由裁量預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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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為：10 億、9 億、12 億、12 億美元，其中大部分為職業安全衛生署(OSHA)

與礦業安全衛生署(MSHA)執行各項安全工作場所方案，也就是達成「績效目標

3A」與「績效目標 3B」這四年的預算參見表表 6.3.2(U.S. Department of Labor. 

2006b, 2007, 2008, 2009)。 

 

表 6.3.2  美國執行 2006-2011 策略性計畫中安全工作場所方案之預算 
單位：億美元 

 2006 2007 2008 2009 

職業安全衛生署(OSHA) 467 483.7 N/A 502

礦業安全衛生署(MSHA) 280.5 287.8 N/A 332

合計 747.5 771.5 803.8 834

資料來源：U.S. Department of Labor(2006b, 2007, 2008, 2009) 

 

四、美國職業安全衛生政策主要計畫與方案 

為了達成「職業安全衛生法」(OSH Act)、「聯邦礦場安全衛生法」(Mine Act)

與「礦場改善與新緊急情況反應法」(MINER Act)的立法目的，美國勞工部訂定

各式各樣的計畫與行動方案。茲以「2006-2011 策略性計畫」中，與職業安全衛

生政策相關的計畫與方案為主，分別加以說明，這些計畫與方案的主管單位是職

業安全衛生署(OSHA)與礦業安全衛生署(MSHA)。 

(一)職業安全衛生署的政策方案 

職業安全衛生署(OSHA)在預防工作傷害、疾病、死亡扮演的關鍵的角色，

因此訂定各種方案以達成其法規執行、遵從協助、教育訓練、外展服務等各項任

務。 

1. 法規執行方案 

主要的法規執行方案有：工作場所重點檢查方案(Site-Specific Targeting; 

SST)、國家重點方案(National Emphasis Programs; NEPs)、地區／地方重點方案」

(Regional/Local Emphasis Programs; REPs/LEPs) 、 加 強 執 行 方 案 (Enhance 

Enforcement Program; EEP)、檢舉人保護方案(OSHA Whistleblower Program; OWP)

等，以下分別說明(OSHA, 2009a: 6-7; 2009b)。 

(1)工作場所重點檢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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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場所重點檢查方案(SST)是職業安全衛生署(OSHA)針對僱用 40 人以上

非營建業工作場所排定的主要檢查計畫，此計畫根據前一年職業安全衛生署資料

初步調查(OSHA Data Initiative survey; ODI)所蒐集的資料為基礎，資料初步調查

(ODI)與工作場所重點檢查方案(SST)藉由指導有最高傷病率工作場所執行資源

的使用，以降低個別工作場所傷病數字。具體地說，資料初步調查(ODI)蒐集一

向有高傷病率產業的 80,000 家事業單位資料。2008 年蒐集 2007 年傷病資料，作

為 2009 年的工作場所重點檢查方案使用。 

(2)國家與地方重點方案 

國家與地方重點方案都是針對高風險危害與產業的檢查方案。目前，職業

安全衛生署(OSHA)有 7 個國家重點方案(NEPs)，以截肢、鉛暴露、結晶型游離

二氧化矽(crystalline silica)暴露、拆船業、管溝挖掘、石油煉製過程安全管理、

可燃性粉塵等為重點；有大約 140 個地區／地方重點方案」(REPs/LEPs)。 

(3)加強執行方案 

加強執行方案(EEP)針對一再忽視「職業安全衛生法」(OSHA Act)中安全衛

生責任的雇主，案件的來源是任何已排定與非排定的檢查結果或後續檢查；已排

定的檢查如：工作場所重點檢查方案(SST)、國家重點方案(NEP)、地區重點方案」

(REP)、地方重點方案(LEP)；非排定的檢查來自於立即危險、死亡／災難、申訴、

檢舉等等。被加強執行方案(EEP)歸類為需加強執行的案件是在發出處分書時決

定，通常是依照檢查時違反的型態或廣度。加強執行方案(EEP)的案件可能會有

額外的執行行動，例如：加強被處分的工作場所後續檢查、同一雇主的其他工作

場所檢查、更嚴格的解決條件、必要時聯邦法院發出強制執行令。 

(4)檢舉人保護方案 

  檢舉人保護方案(OWP)是為了確保受雇者能自由參與安全衛生活動。「職業

安全衛生法」(OSHA Act)第 11(c)條規定，禁止雇主將任何參與活動之受雇者解

僱，或以任何方式對行使該法賦予權利之受雇者報復或給予不公平待遇，這些權

利包括：向職業安全衛生署(OSHA)申訴與要求該署檢查、參與該署的檢查、參

與或對該署進行的相關檢查作證。所謂「不公平待遇」可能包括的行動有：解僱

或資遣、列入黑名單、降職、不承認加班時間或是不准許升遷、懲戒、不給予福

利、不僱用或解僱後再僱用、恐嚇脅迫、影響升遷機會的調動、減薪或減工時。 

2. 共同合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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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署(OSHA)的共同合作方案是遵從協助的重要政策工具，該署

提供此類方案給企業、勞工團體或是其他組織，希望它們能夠共同合作，預防工

作場所發生死亡、傷病；只要是經由職業安全衛生署(OSHA)認可的州，皆有其

各自的認可方案，這些方案包括：結盟方案(Alliance Program)、策略伙伴方案

(OSHA Strategic Partnership Program; OSPP)、自願保護方案(Voluntary Protection 

Programs; VPP)、挑戰方案(OSHA Challenge Program)、安全衛生成果認證方案

(Safety and Health Achievement Recognition Program; SHARP)。以下逐一說明

(OSHA, 2006, 2009c, 2009d)。 

(1)結盟方案 

職業安全衛生署(OSHA)利用結盟方案，與承諾要維護安全與衛生的團體，

包括企業、各行業或職業組織、工會以及教育性機構等共同合作，使用資源與專

業知識開發遵從協助的工具，並且與雇主及受雇者分享，幫助他們預防工作場所

死亡、傷病。職業安全衛生署(OSHA)與各組織簽訂一個正式的協定，目標包括

教育訓練、外展服務與溝通、促進工作場所職業安全衛生的全國性對話，結盟方

案的參與者並不能免除職業安全衛生署(OSHA)排定的檢查。 

(2)策略伙伴方案 

策略伙伴方案提供職業安全衛生署(OSHA)與雇主、受雇者、專業或職業協

會、勞工組織、州現場諮詢方案以及其他利害關係人建立伙伴關係的機會，此方

案是用來鼓勵、協助、確認消除工作場所嚴重危害的努力，並且達成安全衛生操

作的模範。職業安全衛生署(OSHA)與每個策略伙伴關係都簽訂一個正式的協

定，包含特定的目標、策略及執行方法。在職業安全衛生署(OSHA)管轄範圍之

內，所有私人企業與政府機構都可以參與此方案。 

(3)自願保護方案 

自願保護方案(VPP)是職業安全衛生署(OSHA)針對已執行示範性工作場所

安全衛生管理系統的雇主與受雇者提供之首要認證方案，在這個方案中，管理

者、勞工與該署共同合作，並且主動預防傷病與工作場所危害。雇主要具備參加

該方案的資格必須展現對受雇者安全衛生的管理承諾，還必須積極採取支持安全

衛生管理系統的各種活動。 

(4)挑戰方案 

挑戰方案是利用自願保護方案(VPP)模型作為基礎，提供有興趣執行安全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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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管理系統的合格雇主一份指引，職業安全衛生署(OSHA)的自願者管理人員協

助指導參與者通過一個三階段的程序，然後會獲得該署的認證以及申請自願保護

方案(VPP)的邀請書，這項申請很可能快速獲准。私部門的一般產業與營建業以

及職業安全衛生署(OSHA)聯邦管轄範圍下的公部門均可利用挑戰方案。 

(5)安全衛生成果認證方案 

經過現場諮詢方案(On-Site Consultation)訪視所做完整危害辨識調查的雇

主，同時也符合其他要求，可以獲得安全衛生成果認證方案(SHARP)認證為安全

衛生管理系統的模範，得到認證的工作場所在認證有效期間，可以免除排定的檢

查。 

3. 教育訓練方案 

(1)外展訓練方案 

外展訓練方案(Outreach Training Program)是職業安全衛生署(OSHA)訓練勞

工職業安全衛生基礎的主要方法，此方案係自願參加，該署並不強制，由職業安

全衛生署訓練所(OTI)與獲得授權的其他教育中心執行。完成一週訓練課程者，

有資格教 10 小時或 30 小時營造業或一般產業職業安全衛生標準。獲得授權的教

育中心多為非營利組織，由職業安全衛生署(OSHA)補助實施教育訓練，內容是

該署認為工作場所訓練欠缺之主題。 

(2)Susan Harwood 訓練補助方案 

Susan Harwood 訓練補助方案(Susan Harwood Training Grant Program)以美國

前職業安全衛生署衛生標準理事會危險評估室(Office of Risk Assessment in 

OSHA’s Health Standards Directorate)主任 Susan Harwood 命名。26此一方案是依據

「職業安全衛生法」(OSHA Act)授權辦理，目的是對受雇者與雇主提供職業安全

衛生訓練與教育，尤其強調辨識、避免與減少工作場所中之危害因素；補助對象

是非營利組織，由接受補助單位對職業安全衛生署(OSHA)指定優先領域中之受

雇者與(或)雇主提供訓練或其他教育服務，補助期限為期 12 個月，得延續 12 個

月。從 2000 年至 2007 年，Susan Harwood 訓練補助方案每年所補助的金額平均

約 1,000 萬美元，2008-2009 年減少至 670-680 萬美元(OSHA, 2009e)。 

                                                 
26 Harwood 曾在危險評估室任職 17 年，1996 年去世。她生前在該機構致力於訂定營造業勞工暴

露於血液病原體、棉塵、苯、甲醛、石綿與鉛的標準，貢獻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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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州職業安全衛生方案 

「職業安全衛生法」(OSHA Act)第 18 條鼓勵各州訂定與執行職業安全衛生

方案，經職業安全衛生署(OSHA)核准的計畫執行費用可獲得聯邦政府 50％補

助。目前，有 22 州與屬地執行完整的州計畫，也就是涵蓋私部門以及州與地方

政府的受雇者，這 4 個州與屬地是：阿拉斯加、亞歷桑納、加利福尼亞、馬里蘭、

密西根、明尼蘇達、內華達、新墨西哥、北卡羅來納、奧勒岡、夏威夷、印地安

納、愛荷華、肯塔基、波多黎各、南卡羅來納、田納西、猶他、佛蒙特、維吉尼

亞、華盛頓、懷俄明；有 4 個州與屬地的計畫僅涵蓋公部門受雇者，這 4 個州與

屬地是：康乃狄克、新澤西、紐約、維京群島(OSHA, 2009f)。 

(二)礦業安全衛生署的政策方案 

礦業安全衛生署(MSHA)長期以來主張，單靠法規執行無法解決所有的安全

衛生問題。最近幾年，該署已經強烈鼓勵礦業社群參加解決安全衛生問題的各種

合作方案，同時也強調礦工與管理者必須接受的教育訓練，此外，使用遵從協助

來降低傷亡情況。以下選擇幾個方案加以介紹(MSHA, 2009c)。 

1. 結盟方案 

礦業安全衛生署(MSHA)新的結盟方案(Alliance Program)使投入安全衛生的

組織與該署合作，共同預防工作場所的傷病，這些組織包括：行業協會、勞工組

織、專業社團、政府機關。這個方案以全國為範圍，根據職業安全衛生署(OSHA)

執行相當成功的方案為藍本，透過教育訓練、外展服務與溝通、技術協助、促進

全國性礦業安全衛生對話等方式，預防死傷與疾病。 

2. 教育訓練方案 

(1)Brookwood-Sago 礦業安全補助方案 

Brookwood-Sago 礦業安全補助方案(Brookwood-Sago Mine Safety Grants 

program)是根據 2006 年「礦場改善與新緊急情況反應法」(MINER Act)所建立新

的競爭性方案，提供教育訓練方案補助，以幫助辨識、避免與預防礦場內外不安

全的工作環境。由於基金有限，此方案的補助集中用於緊急事件整備與地面地下

礦場運輸相關的訓練教材與訓練計畫。 

(2)州補助方案 

州補助方案(State Grants Program)是將聯邦補助金分配給 49 個州以及波多

黎各與(印地安)那瓦和族自治區(Navajo Nation)，補助撥給州政府負責礦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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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的單位，大多數的補助用來支持降低採礦災害與傷病的安全衛生訓練方案。 

3. 技術協助方案 

(1)冬季警覺方案 

冬季會產生某些安全上的危害，以致於影響礦場的工作環境，增加致命災

害的風險，冬季警覺方案(Winter Alert)就是要提醒礦工與礦主注意這些風險，例

如：礦場出入的道路結冰、滑溜的人行道。此外，在冬季月份，當氣壓低、濕度

低加上季節性乾燥，使得甲烷比較容易進入礦場的空氣，造成煤礦爆炸的情況增

加。 

冬季警覺方案宣導活動在每年的 10 月至次年 3 月進行，礦業安全衛生署

(MSHA)人員會分發海報、安全帽貼紙、印有冬季安全操作方式的標示給礦主和

礦工。 

(2)預防性上覆岩層／肋樑外展方案 

根據統計，80％礦坑上覆岩層墜落災害發生在有支撐情況，許多災害發生

在交叉點；研究顯示，交叉點的倒塌情況是相等長度入口或橫斷面的 8-10 倍。

此外，在炎熱潮濕的夏季月份，當暖空氣帶著濕氣進入礦坑，上覆岩層墜落災害

較多。年度「預防性上覆岩層／肋樑外展方案」(PROP)凸顯上覆岩層墜落與肋

樑滾動的危險，從 6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礦業安全衛生署(MSHA)的檢查員直接

向礦工與礦主說明這些危險，並且分發資料，提供控制上覆岩層與肋樑安全指引。 

(3)意外減少方案 

意外減少方案(Incident Reduction Program; IR)始於 2002 年末，由礦業安全

衛生署(MSHA)提供技術協助減少採礦災害，目前已有 20 餘個礦場、整備計畫或

承包商接受此方案之協助。 

本方案係自願型，也就是由礦主向礦業安全衛生署(MSHA)各區處提出申

請，區處再向該署應用工程組(Applied Engineering Division; AED)要求協助；其

步驟為：先是區處、礦主與應用工程組(AED)開會，應用工程組(AED)解釋程序，

由礦主決定是否正式提出利用此方案之要求。方案的執行為一年期，其中包括與

礦工面談、向區處與礦場經理人諮詢、審視統計資料與災害、審視礦場安全文化

與方案、觀察工作習慣與採礦程序、應用工程組(AED)提出發現與建議書面報

告。在一年的執行期間，每季持續追蹤，包括訪視以及針對公司對最初報告的回

應或行動更新報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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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型礦場安全衛生協助方案 

小型礦場安全衛生協助方案是遵從協助的一部份。2002 年 10 月，礦業安全

衛生署(MSHA)成立小型礦場辦公室(Small Mine Office; SMO)，協助小型礦場改

進與訂定專門適合它們礦工與營運需求的安全衛生協助方案。一般而言，這些礦

場沒有資源去僱用專職的安全衛生專業人員。 

小型礦場是指僱用 5 人(含)以下者，占美國所有營運礦場大約一半，其中煤

礦有將近 500 處、金屬／非金屬礦有 6,600 處；2000-2002 年間，在這種小型礦

場發生的致命災害多於大型礦場的 2.5 倍。 

第四節  美國職業安全衛生研究趨勢 

一、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的方案規劃與評估 

(一)方案規劃 

2006 年，美國藍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為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

傷害預防與控制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Injury Prevention and Control)設計了策

略性規劃與評估邏輯模型，以協助該中心訂定策略性計畫，其中包含目的與措

施、方案評估工具，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NIOSH)即採取這套邏輯模型進行方案

規劃與評估(Greenfield, Williams, and Eiseman, 2006)。 

方案規劃的邏輯模型顯示的是一個規劃方案程序的邏輯性思考，其中包含

輸入(inputs)、活動(activities)、輸出(outputs)、中介與最後活動(intermediate and final 

activities)、最終產出(end outcomes)五階段(參見圖 6.4.1)。 

 
圖 6.4.1 美國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方案規劃邏輯模型 

資料來源：Hearl（2007）；Howard（2008）；Wade（2007）。 

 

輸入 活動 輸出

中介與最後活動 
中介活動→輸出→最後活動 
（轉化）        （執行） 

最終

產出 

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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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輸入階段，輸入項包括：預算、人員、策略性方案、伙伴、國家職業安

全衛生研究議程(National Occupational Research Agenda; NORA)、經濟面評估、

職業風險評估。 

在活動階段，其內容包括：研究計畫、實施方案、補助、合作協定、教育

訓練。 

在輸出階段，輸出內容包括：同儕審查出版品、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文件、

證詞、研究方法、控制技術、專利、受過訓練的專技人員。 

從輸出到中介與最後活動之間進行移轉(transfer)活動，包括：伙伴、能力建

構(技術支援、教育訓練)、宣導(印刷品、發表會、社會性行銷如網站與 You Tube

等等)。 

在中介與最後活動階段，透過中介活動將移轉活動的產出形式轉化為規

範、指南、標準、教育訓練、先驅技術等，然後去執行，也就是所謂的「最後活

動」。最終產出則是降低死亡、傷害、疾病(Hearl, 2007; Howard, 2008; Wade, 

2007)。 

(二)方案評估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研 究 所 (NIOSH) 的 方 案 均 由 美 國 國 家 研 究 院 (National 

Academies)評估，國家研究院所屬的架構委員會(Framework Committee)僅審查實

施方案，不審查個別的研究計畫。審查時，兼採質性與量化評估，審查的基準為

評估方案的有效性(effectiveness)程度，而不審查方案的程序；審查原則為切合現

實(relevance)與影響(impact)(Howard, 2008)。 

 

二、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研究議程的建立與執行 

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NIOSH)成立之後，對研究的規劃儘量使其具有適切性

與影響性，1980 年代，該所透過一系列的全國性研討會，討論出職業相關傷病

的主要原因，然後訂定出 10 項預防策略，指引該所在 1990 年代初期的研究方案

(Hearl, 2007: 9)。換言之，當時美國並沒有一個職業安全衛生的全國研究議程。 

面對快速擴張與逐漸分殊的勞動力，各界廣泛認為，需要系統性地提出最

迫切以及最可能為勞工與國家帶來實益的研究主題，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NIOSH)回應這樣的需求，展開訂定國家研究議程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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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年，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NIOSH)與 500 多個個人與組織建立合作伙

伴關係，請他們思考一個問題：「2006 年的工作場所是什麼樣子？」(What will the 

workplace of 2006 look like?)，並參與選出職業安全衛生優先研究領域(research 

areas)，形成一份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研究議程(NORA)，作為邁向二十一世紀的重

點研究項目。 

 

(一)決定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研究議程的程序 

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研究議程(NORA)的決定有一個清晰的程序，該程序所揭

示的目的是要訂定能夠引導公私部門研究的優先領域。由於研究議程屬於全國

性，因此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NIOSH)使用一種建立共識的程序(參見圖 6.4.2)，

強調透過盡可能廣泛的公眾參與，決定最後的研究優先領域，以顯示出公開性與

包容性。參與訂定研究議程人員包括：決策者、科學家以及會使用此議程的所有

職業安全衛生專技人員。 

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研究議程(NORA)的決定分為以下幾個步驟： 

第一，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NIOSH)先從內部及外部挑選資深專家，組成起

草工作小組，擬出包含大約 50 個優先領域的專業主題表單，透過反覆討論，選

擇 23 個主題形成這個小組的優先研究主題表單。選擇的標準包括：危害或議題

的嚴重性、暴露於某一特定傷病風險的勞工人數、危險降低的可能性、現有研究

的充分性、未來主題重要性的趨勢、研究能改進現狀的可能性。 

其次，由研究人員、利害關係人、衛生專家分別成立的三個所外工作小組，

使用同樣方法去擴充起草工作小組的專業主題表單，同時排列優先順序。然後，

再由一個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NIOSH)的內部工作小組將上述四個小組的選

擇，合成一份優先順序表單。 

第三，當起草小組會議結束之後，立即召開公眾會議，聽取對專業主題表

單、研究優先順序的選擇標準、訂定研究議程的公開程序等事項的相關建議。所

有對上述議題有興趣的個人或組織，若無法出席會議，可提出書面評論與建議。 

第四，由企業、勞工、利害關係人成立三個聯繫委員會，企業委員會由通

用汽車公司擔任主席，勞工委員會由美國汽車工人工會擔任主席，利害關係人拓

展委員會由全國安全協會(National Safety Council)擔任主席。聯繫委員會最主要

目的是增加對議程的意見與建議，每個委員會藉由雇主、受雇者、衛生官員、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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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專業人員、科學家，以及公共衛生、倡導、科學、產業、勞工等組織的參與，

盡可能地獲得對研究議程的廣泛意見。 

 
圖 6.4.2 美國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訂定國家職業研究議程之程序 

資料來源：Rosenstock, Olenec, and Wagner（1998: 354） 

 

第五，在波士頓、芝加哥與西雅圖舉辦鄉鎮民大會，直接聽取衛生專業人

起草工作小組擬出 

- 提議的架構 

- 專業主題表單 

- 優先順序表單 

公眾會議與全 NIOSH 會議擬出 
- 擴充的專業主題表單 
- 優先順序表單 

其他資訊包含 
- 書面評論 
- 聯繫委員會意見 
- 鄉鎮民大會 

四個工作小組擬出 
- 擴充的專業主題表單

- 優先順序表單 

NIOSH

統整的

草擬 NORA 文件

公眾檢視與評論 
修改與決定 NORA 文件 

文件內容 
- 敘述決定議程的程序 
- 確認專業主題表單 

- 列出附有摘要的優先研究領域 

公眾檢視與評論 



 186

員、研究人員、工會、勞工、消費者、企業、州及地方衛生官員、民選官員、民

眾的意見，他們的意見幫助研究議程的最後選擇，使得安全衛生議題容納民意的

觀點。 

第六，美國有 31 個與民眾安全健康相關的聯邦機構或任務型方案，在議程

訂定的程序中，都指派代表參與。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NIOSH)也透過調查，徵

求國際職業安全衛生機構對研究優先順序的意見。 

第七，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NIOSH)依據所有的資訊，擬出國家職業安全衛

生研究議程(NORA)草案，然後在華盛頓召開所有伙伴會議，參加者包括聯繫與

顧問委員會成員、機關代表、工作小組成員以及有興趣的人士，參加者事先都獲

得研究所分送的草案。 

最後，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NIOSH)選出 17 個主題領域，這 17 個領域是五

個工作小組中至少獲得三個支持；另外，再從有一或二個工作小組支持，並且從

書面或口頭評論以及最後所有伙伴會議討論的意見，選出四個主題領域，這四項

領域是癌症研究法、傳染病、過敏性與刺激性皮膚炎、風險評估法，總共 21 個

主題領域形成最終的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研究議程(NORA)(參見表 6.4.1)。 

表 6.4.1  美國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研究議程優先研究領域 
類別 優先研究領域(research areas) 

疾病與傷害(Disease 

and Injury) 

 

1. 過敏性與刺激性皮膚炎(allergic and irritant 

dermatitis) 

2. 氣喘與慢性阻塞性肺部疾病(asthma and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3. 生育與妊娠異常(fertility and pregnancy abnormalities)

4. 聽力損失(hearing loss) 

5. 傳染病(infectious diseases) 

6. 下背痛(low-back disorders) 

7. 上肢肌肉骨骼疾病(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 of the 

upper extremities) 

8. 重大創傷(traumatic injury) 

工作環境與勞工

(Work Environment 

1. 新生技術(emerging technologies) 

2. 室內環境(indoor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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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Workforce) 

 

3. 混合暴露(mixed exposures) 

4. 工作的組織(organization of work) 

5. 具風險性之特殊群體(special populations at risk) 

研究工具與方法

(Research Tools and 

Approaches) 

 

1. 癌症研究方法(cancer research methods) 

2. 控制技術與個人防護具(control technology and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3. 暴露評量方法(exposure assessment methods) 

4. 健康服務研究(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5. 介入效果研究(intervention effectiveness research) 

6. 風險評估方法(risk assessment methods) 

7. 工作場所傷病對社會經濟面之影響(social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workplace injury and illness)

8. 監控研究法(surveillance research methods) 

資料來源：NIOSH(2003: 8)；Rosenstock, Olenec, and Wagner(1998: 356)。 

 

總之，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研究議程(NORA)是一個激發創新研究與改善工作

場所實際操作的伙伴型方案，由各類人員與團體共同辨識出工作場所安全衛生最

關鍵的議題，然後訂定處理這些需求的目的與目標。職業安全衛生研究議程

(NORA)設定之後，就成為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NIOSH)與全國的研究架構。 

(二)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研究議程的執行 

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研究議程(NORA)設定之後，成立了國家職業研究議程聯

繫委員會(NORA Liaison Committee)以及20個研究團隊(research teams)。聯繫委員

會由22位具各種身份的委員組成，他們促進與利害關係人的溝通、鼓勵研究團隊

參與、找出創新研究的機會。研究團隊係根據優先研究領域成立，其中上肢肌肉

骨骼疾病與下背痛兩個領域合成一個團隊，這些團隊領導發展與宣導研究議程中

每一個主題的新研究；團隊成員有來自於大學、專業組織、主要製造業的個人，

也有保險業的領導人、勞工組織的安全衛生專技人員、幾個政府機構的代表。 

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研究議程(NORA)團隊成員建立了彌平鴻溝的惟一論

壇、鼓勵新的研究、推動採取介入工作場所的有效方式。聯繫委員會成員在過去

未曾合作過的組織之間建立關係；研究議程支持職業安全衛生研究者在21個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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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域中進行研究，也提供一種機制，補助各種組織去支持高度優先的領域。最後，

意外的是，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研究議程(NORA)成為許許多多地方、州、國家、

國際職業衛生組織的伙伴模式(NIOSH, 2006: XI)。 

(三)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研究議程第二個十年的方案種類 

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研究議程(NORA)執行10年後，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NIOSH)在2006年4月召開的定期研討會中，檢討過去10年的執行成效，同時也

訂定未來的研究方向。與會人員認為，每一個工作場所都有其獨特的議題、挑戰

與機會，因此決定使用一種以部門為基礎的新途徑(sector-based approach)。會中

決議，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研究議程(NORA)將透過部門委員會(NORA Sector 

Councils)去制定與執行各部門的特定研究議程，一方面去界定與滿足最優先的需

求，另一方面更妥適地引導研究結果去改善工作場所的實際操作。 

部門委員會共有8個，分別設於：農林漁業、營造業、健康照護與社會支援

服務業、製造業、礦業以及石油與天然氣採取業、服務業、運輸倉儲與公用事業、

批發與零售業。這些「部門」是依據「北美行業分類系統」(North American Industry 

Classification System; NAICS)的界定，每一個部門內工作場所的職業安全衛生問

題具有類似性(Soderholm, 2006)。 

除了部門委員會之外，另成立一個跨部門委員會(Cross-Sector Council)，負

責協調影響多個部門與勞工群體的優先領域，由於這個委員會代表所有利害關係

人，所以利用公開的程序設定目的、發展策略、鼓勵伙伴關係、促進改善工作場

所的實際操作。部門方案 (sector programs) 有8個，跨部門方案 (cross-sector 

programs)有16個，另外還有8個重點方案(emphasis programs)(Soderholm, 2006)(參

見表6.4.2)。 

表 6.4.2  美國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研究議程方案總目 
部門方案 跨部門方案 重點方案 

1. 農林漁業 

2. 營造業 

3. 健康照護與社會支援

服務業 

4. 製造業 

1. 權威性建議的開發 

2. 癌症、生殖、心血管、

3. 神經與腎臟疾病 

4. 溝通與資訊傳播 

5. 急救準備/反應 

1. 職業經濟學 

2. 暴露評估 

3. 環境設施控制 

4. 工作生活措施 

5. 職業健康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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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以及石油與天然氣採

取業 

6. 服務業 

7. 運輸、倉儲與公用事

業 

8. 批發與零售業 

6. 全球合作 

7. 健康危害評估 

8. 聽力損失預防 

9. 免疫、皮膚與傳染性

疾病 

10. 肌肉骨骼失調 

11. 個人防護技術 

12. 輻射劑量重建 

13. 呼吸道疾病 

14. 訓練補助 

15. 重大創傷 

16. 工作組織與壓力相

關失調 

6. 小型企業協助與延伸 

7. 監控 

8. 奈米科技 

 

資料來源：Soderholm(2006)；Wade(2007)。 

 

三、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的經費 

自 1996 年以後，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NIOSH)年度預算呈現微幅成長，成

長的幅度幾乎全是來自於指定補助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研究議程(NORA)優先研究

主題的經費(Hearl, 2007: 9)。此外，2009 年的 3 億 2,600 萬元預算中，5,500 萬元

指定補助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使用在能源受雇者職業病補償方案(Energy 

Employees Occupational Illness Compensation Program; EEOICPA)中，在此之前，

這筆補助經費是透過部門間協議，由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撥給勞工部使用

(DHHS, 2009: 32)。表 6.4.3、圖 6.4.3 顯示 1996-2009 年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年度

預算及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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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3 美國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預算(1996-2009 年) 
單位：百萬美元 

年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預算 134 173 184 204 226 260 276

 

年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預算 273 277 286 255＊ 250 253  326
＊ 國會將 3,500 萬元重新指定撥給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執行企業支持服務

方案(Business Support Services)，以致於 2006-2008 年預算呈現減少。 

資料來源：1996-2006 年數據取材自 Hearl(2007: 9)；2007-2009 年數據取材自

DHHS(2007: 33; 2008: 32; 2009: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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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3 美國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預算趨勢（1996-2009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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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英國 
第一節  英國面臨的職業安全衛生問題與因應策略 

一、英國面臨的職業安全衛生問題 

自從 1974 年，世界各地的工作場所已經顯著改變，大型企業越來越少，超

過 90%、大約是 350 萬個企業的僱用人數少於 10 人。製造業已暴露在激烈的國

際競爭下，服務業顯得更加重要，資訊科技變成人們日常生活及工作中的一部

份，公部門對風險、賠償、責任和補償的態度也有所轉變。職業衛生安全議題面

臨新挑戰，因為衛生安全的改善幅度太過緩慢。 

由於先前英國整體職業安全衛生體系沒有一致性的政策方向，就像安全衛

生委員會(The Health and Safety Commission; HSC)、安全衛生執行署(The Health 

and Safety Executive; HSE)和地方當局(Local Authorities; LAs)都認為因為經濟的

改變，在衛生安全議題方面有更多的事要做，因此需要重新設定指標，讓它們能

夠擁有最大執行力。從數據中得知，2001 至 2002 年，因工作導致的健康不良和

傷害而損失的工作天數達 4,000 萬天，這或許也可說明，安全衛生委員會(HSC)

傳統的干預處置其實沒那麼有效(HSC, 2003)。 

早期英國的職業安全衛生醫師和護士通常是由大型企業所僱用，到目前為

止，實際上還是只有大型企業可以負擔得起此費用，這也顯示出對雇主而言，提

供職業安全衛生是需要有成本考量的。但目前的情形是，不同職業應該要提供不

同的職業安全衛生服務，像是電腦化時代的到來，代表著以人力為主的製造業正

在衰弱，而服務業崛起，因此跟新興工作有關的新型態職業安全衛生問題也正在

發展，例如壓力及肌肉骨骼酸痛等。 

職業安全衛生可以被區分為內部提供(in-house)或尋求外援(outsourced)。就

內部提供而言，有些職業安全衛生服務提供基本的健康照護設備，例如急救護

理、免疫、牙醫、足部護理等；而職業安全衛生醫生和護士的角色，就是去審查

和評估該企業組織需要何種職業安全衛生服務。就尋求外援而言，有些企業組織

會聽外部專家的建議，逐步去設置最適合的職業安全衛生制度(Semedley, Dick, 

and Sadhra, 2007: 388-389)。 

英國的職業安全衛生服務關注在兩個面向的活動，這即是工作對健康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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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與健康對工作的影響(Semedley, Dick, and Sadhra, 2007: 382)。 

首先，工作對健康的影響，主要是指預防職業病，重要的基本原則是職業

病是由風險評估、減少風險及檢討所構成的迴路進行預防。工業化時代的典型職

業病在現代化社會中已漸漸變得不受重視，這就是因為安全衛生的執行方式改變

了，機械化作業也減少了勞工暴露在危險的機會中。但因工作而產生的生理或心

理健康問題，通常受到許多互動因素所影響的，這些影響甚至可能造成潛在社會

精神疾病，際上很難找出其根本原因。 

其次，職業安全衛生對工作的影響，是指評估是否適合工作(fit to work)。

基本原則是工作是健康的，這也是全體健康及福利的正面觀點。至於適合工作的

要點，基本上可從身體不適、工作暴露、長期的罹病缺勤中等面向來思考；因此

理論上「適合工作」的績效評估可由績效最大化、員工罹病風險及僱用關係的選

擇後發現，健康欠佳的退休是最後的辦法。 

另外，英國職業安全管理問題可由職業災害和疾病率來觀察(Hughes and 

Ferrett, 2009: 16~19)： 

(一)職業災害率 

職災可能會導致嚴重傷害，甚至死亡。在表 7.1.1 至表 7.1.3 可以觀察一些

趨勢。表 7.1.1 顯示在 2005/06 年有 596 人因職業災害而死亡；表 7.1.2 統計了

2004/05 年，受雇者、自營作業者和市民的事故；表 7.1.3 則只統計受雇者，其數

據雖然出現了下降的趨勢，但死亡人數、重大事故仍有所增加。 

 

表 7.1.1  英國在同個工作地點發生意外的人數 
受傷程度 2002/03 2003/04 2004/05 2005/06 

死亡 623 606 593 596

重大傷害 41,985 45,516 46,018 45,230

缺勤 3 天以上 129,135 130,247 122,922 118,645

資料來源：Hughes and Ferrett(2009: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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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2  英國不同團體所發生的意外(2004/05 年) 
單位：人 

受傷程度 死亡 重大傷害 缺勤 3 天以上 

合計 593 46,018 122,922

員工團體 172(29%) 30,451 121,779

員工本身 51(9%) 1,251 1,143

市民 370(62%) 14,316 n/a

資料來源：Hughes and Ferrett(2009: 17) 

 

表 7.1.3  英國受雇者在工作場所發生的意外 
單位：人 

受傷程度 2002/03 2003/04 2004/05 2005/06 

死亡 183 168 172 160

重大傷害 28,113 30,666 30,451 28,605

缺勤 3 天以上 128,184 129,143 121,779 117,471

資料來源：Hughes and Ferrett(2009: 17) 

 

表 7.1.4 則提供了一個針對不同職災分析，而這些數據顯示，即使許多人認

為在某些工作場所發生職災的風險非常低，如學校，醫療衛生服務和旅館，但仍

有必要對這些工作場所提倡健康和安全意識；事實上，超過 70％的職災死亡事

件發生在服務業和製造業，但相較之下，仍舊是比營建業和農業來得安全。 

 

表 7.1.4  英國各種行業的受雇者(約 10 萬人)所發生的意外 
單位：件 

行業 死亡 重大傷害 
農業 4.6 211.7
營建 3.5 310.2
交通 3.1 398.2
製造 1.4 180.3
零售或批發 1.3 257.6
旅館 0.1 65.4
醫療服務 0.1 70.8

資料來源：Hughes and Ferrett(2009: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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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相關疾病率 

因工作相關而引發疾病或職業病將可能導致工作缺勤，或是在某些嚴重情

況下造成死亡，這種情況也將增加國家和個別雇主的支出成本。表 7.1.5 是

2005/06 年調查自行通報與工作相關疾病的統計，根據數據，該年度英國約有 200

萬人因工作而導致疾病，其中有 600 萬個新發病例，並導致 2,800 萬個工作日的

缺工。這些自我通報的工作相關疾病前四名分別是：肌肉骨骼疾病、壓力、呼吸

道疾病及聽力問題。 

表 7.1.5  英國自我報告工作有關的疾病(2005/06 年)  
單位：千人 

疾病種類 預估人數 
背部的肌肉骨骼疾病 437

頸部或上肢的肌肉骨骼疾病 374

下肢的肌肉骨骼疾病 209

壓力、躁鬱症或憂鬱症 420

呼吸道或肺部疾病 156

聽力疾病 68

其他(皮膚或是心臟)疾病 294

合計 1,958

資料來源：Hughes and Ferrett(2009: 19) 

 

在全體產業中發生最多是的肌肉和骨骼方面的疾病，尤其在營建業中，有

80％的疾病是在肌肉與骨骼的部位；在教育業及金融業因工作而產生的疾病，絕

大部分是心理方面的疾病，特別是在金融業有 70％的比例；美容美髮業的從業

者多數有皮膚病及肌肉骨骼的病痛，這也是因其工作性質所導致的(Black, 2008: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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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1  英國各產業別中與工作相關的疾病 

資料來源：Black(2008: 36) 

據統計，有 1,160 萬個工作日是因為肌肉骨骼疾病而損失的，每個患者平均

有 21 天無法上班；而有 1,280 萬個工作日是因為壓力、憂鬱症或躁鬱症而損失

的，這使得每個患者平均有 31 天無法上班。甚至有研究顯示，英國約有五分之

一的人曾因病離開工作，離開期間約是 6 個星期，而這些人在休養期間呈現無法

上班及無薪的狀態。 

 表 7.1.6 則是由醫院專業醫師所提供的數據，就統計數字來看，自行通報投

醫的人始終遠遠高於那些向醫生尋求協助的人。 

表 7.1.6  英國專科醫生提供的工作相關的疾病報告(2003/05 年) 
疾病項目 人數 

心理健康(壓力、躁鬱) 7,200 

肌肉骨骼疾病 6,400 

皮膚炎和其他皮膚疾病 3,500 

呼吸系統疾病 3,200 

感染疾病 1,300 

失聰 400 

合計 22,000 
資料來源：Hughes and Ferrett(2009: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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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致命性意外事件趨勢 

 致命性的意外事件趨勢圖可參考圖 7.1.2，從 1981 年的近 500 件後即呈現逐

漸減少的趨勢，1986/87 年已降至 400 件以下，1994/95 年又降至 300 件以下。雖

然在 1996/97 年一度有增加的趨勢，並在 2000/01 年又達 300 件，但 2001 年後開

始，致命性的意外事件又逐漸減少中(HSE, 2004: 5)。 

 
圖 7.1.2  英國致命性的意外事件趨勢 

資料來源：HSE(2004: 5) 

二、英國職業安全衛生財務問題 

 任何健康狀況不良所造成的職業災害事故或事件，都會造成直接和間接費用

並且需承擔保險以及投保的費用。但重要的是，當開始計算事故的全部費用時，

所有費用將都列入考慮。安全衛生執行署(HSE)所進行的一項研究結果顯示，間

接費用或隱藏費用會是職業災害事故的直接費用的 36 倍以上。換言之，職業災

害事件或職業病的直接費用跟總成本相比，所代表的也只是冰山一角(參見圖

7.1.3)(Hughes and Ferrett, 2009: 16~19)。 

 
圖 7.1.3  英國意外事件直接費用與總成本之比較 

資料來源：Hughes and Ferrett(2009: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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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職災事故的直接費用 

這些費用是與事故直接相關的，也可能是有投保的或未投保的。投保人直

接成本通常包括：索賠雇主和公眾責任保險；破壞建築物、設備或車輛；任何原

因的生產或一般性的商業損失。未投保人的直接費用通常包括：由執法單位起訴

的罰款；病假補助；一些損害的產品、設備、車輛或過程並不直接歸咎於事故；

事故造成的保險費增加；雇主和保險公司之間商定同意補償沒有涵蓋的保險政

策；法律代表要求任何補償。 

(二)職災事故的間接費用 

這些費用可能不會是意外的直接原因，但可能是事故的後續事件。這些也

可能是有投保的或未投保的。因此保險間接費用可包括：累計商業損失；產品或

程序上的責任索賠；某些招聘工作人員的更換。而雇主的間接費用通常包括：損

失商譽和企業形象不佳；事故調查的時間和之後任何所需的補救行動；延誤生

產；額外的加班費；其他僱員失去的時間；更換人員所需的招募和培訓；額外的

管理時間與費用；提供急救和培訓；降低員工的士氣，可能導致生產力下降。 

其中一些項目，如商業損失，可能無法承擔過於昂貴保險。因此保險政策

永遠不能涵蓋所有事故或疾病的費用，因為可能某些項目未涉及的政策或保險大

於具體項目的成本。有時雇主常會說他們已經有保險了，所以不需要投資更多的

錢去管理職業安全衛生上，但是安全衛生執行署認為保險理賠所付出的每一英

鎊，雇主將需要額外再支出 10 英鎊。 

勞動人口中因不健康狀態而導致的成本，其實會對每個人造成影響。對其

個人而言，如果因為不健康而失去工作，不僅只是失去工作收入而已，不健康也

增加該個人與他的家庭情緒成本；他的朋友與親人也需負擔照護的成本(參見表

7.1.7)。 

對一個雇主而言，勞工若因病缺勤，雇主就必須負擔損失的生產成本，而這

些成本通常都是與員工輪調、工作技能不足、停工、退休和再訓練有關。對於國

家而言，治療勞動力人口中生病的勞工也是要耗費成本的。這包括家庭醫生對於

特殊病症提供長期的諮詢，額外的成本估計約為每年 5 至 11 億英鎊。 

對政府而言，政府必須提供無工作給付每年約 29 億英鎊，這成本將直接加

諸在納稅人身上。此外，政府因此而損失的稅金收入約為 28 至 36 億英鎊。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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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估計約要增加納稅人 62 至 76 億英鎊。 

這些成本也對總體經濟產生影響，這包括政府損失的稅收和健康照護成本。

沒有工作的勞動力人口所損失的生產力約為每年 60 億英鎊，加上病假缺席所導

致的成本就超過 70 億英鎊了；再加上一般醫療和健康照護的的成本，這就超過

100 億英鎊了。 

表 7.1.7  英國工作年齡層中的人因不健康而導致的成本 
 2007 年(單位：億英鎊) 

無工作：給付 29 

健康照護 5-11 

損失的稅金 28-36 

政府總支出 62-76 

無工作：損失的  

生產 63 

病假 10 

日常照顧 25-45 

健康照護 5-11 

經濟總支出 103-129 

資料來源：Black(2008: 46) 

 

三、英國因應職業安全衛生問題的策略 

規劃與執行英國職業安全衛生的兩個關鍵性機構是安全衛生委員會(HSC)及

安全衛生執行署(HSE)。安全衛生委員會負責指導和贊助研究、改善訓練、提供

資訊和咨詢服務，並對新建或新修正的法令提出建議，以及批准工作準則。而安

全衛生執行署和地方當局則是扮演協助安全衛生委員會的角色，並執行法律。安

全衛生委員會的工作依賴科學、科技和實證均有良好的共識，如此資訊和知識才

能公開且有效。英國因應職業安全衛生問題的策略大致可分為風險管理、職業安

全衛生管理、政府的介入等(HSC, 2003)： 

(一)風險管理 

自 70 年代以來，這些機構的努力有助於減少工作場所約三分之二的死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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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因為這些機構努力的方向即是在因應時代變遷下工作中如何作好風險管理，

他們秉持著不能生活在風險開放的社會(a risk free society)，以及風險應被恰當的

管理與控制的概念。因此政府的目標不能是擁有一個開放的風險社會，風險應被

正確的理解和管理，然而風險管理議題剛開始並非順利推展，很多企業畏懼衛生

安全委員會和地方當局的政策，認為這些政策是很難被達成的；這些政策議題包

括：健康、公共保障與安全的角色、地方當局的角色、在變遷世界中經濟的變化

和企業商譽管理。 

安全衛生署會找到辦法使風險評估符合所有的利益關係人，以確保在可能的

情況下，合理的風險管理和簡化的概念。這意味著如果企業能夠作出更好的反

應，政府就應該把它視為是一種有效的工具，使得目標設定的標準將更加靈活及

創新，但是政府不應迴避企業真正的需求。 

鑑於上述情況，安全衛生署與地方當局合作，確保風險在不斷變化的工作場

所受到適當的控制，以保障人們的職業安全衛生。他們目前執行的目標包括： 

․ 藉由提供資訊和諮詢以保障人們、改善目標設置系統的規定、鼓勵研

究，以及必要時執法。 

․ 影響組織接受高標準的職業安全衛生規定，並認可社會和經濟福利。 

․ 與企業合作去預防重大危險行業的災難性事故。 

․ 尋求最有效的資源去傳達我們的任務和願景。 

(二)職業安全衛生管理 

為了迎接日新又新的職場環境與時代變遷，安全衛生署持續制訂新的改善目

標，建立和維持一個實際的職業安全衛生文化，讓雇主可以嚴肅的負起責任，讓

職場中的風險受到適當的控制。而有很多新出現與工作有關的健康問題，例如過

勞等，也是必須新興發展的問題。其實對於做好職業衛生安全管理乃是現代化下

企業和公共部門的必須遵循的一部份，以此達到更高層次的社會認同與尊重，並

對社會正義和包容做出貢獻。 

廣義地說，除少數強烈的反對以外，大多數人都認為安全衛生委員會所定之

策略方向是正確的，不過他們對於如何執行卻沒有達成一致意見，就像是有 80

％的傳統諮詢者認為安全衛生署應該要作更多的事，但有 50％的反對者認為他

們可以做的更少。甚至有些難以觸及的團體(hard to reach groups)指出，他們想要

安全衛生署直接的支持和幫助，而不是只是書面指導。這些書面的資料包括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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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署的出版物，但卻有些難以觸及的雇主(hard to reach employers)表示，他們

不喜歡這些出版物，因為他們覺得利用這些出版物獲得資料是複雜且費時的。但

相對的，還是有許多人會畏懼直接面對面的幫助，因為他們擔心在諮詢的過程中

會創造更多的問題。 

不過有研究結果指出，這種恐懼的心態反而是促使雇主採取職場安全衛生的

關鍵動力；有些雇主會考量成本和利益，而遊走在法律邊緣，但可能因為害怕公

權力或被起訴，而打消某種減少職場安全衛生措施的念頭，反倒是讓他們不得不

去做好安全衛生管理。 

安全衛生署促使雇主做好安全衛生管理，可確保職場安全衛生在不同的情況

下發揮功能，而安全衛生署採取的各項干預措施包括檢查、執法、諮詢和宣傳等

活動，在特殊情況下也會具有不同的影響力和價值。而需要進一步努力把當前的

資訊轉化為背景，尤其是找出對不斷變化的經濟和勞動力的最適當干預措施。 

其實英國安全衛生體系策略是全面性的宏觀政策，而不僅只是衛生安全署和

地方當局的責任。至於安全衛生委員會的功能角色則是促進、協調、審計、保證

並採取適當的安全衛生行動，如果國家衛生安全體系出現問題時，則保留只有它

可以介入處理；雖然衛生安全委員會具有這些項目的專職功能，但其權責可能因

此被侷限，這也可能就是為什麼衛生安全委員會和衛生安全執行署合併的主要因

素之一。 

(三)政府的介入 

衛生安全委員會必須與地方當局一起發展工作，它將加重推動者和促進者的

角色，並成為一個強而有力的溝通者和影響者，以確保企業和社會利益的整體安

全與福祉，不過有一個重點是，衛生安全委員會將不會主動地加強公共安全領

域，因為這將會超出他們所被賦予的職責之外。 

衛生安全執行署將會和地方當局依據衛生安全委員會所公佈的政策繼續執

法。衛生安全執行署體認到必須改變，因為現階段的世界，同樣的東西即使雇主

可以提高效率，也無法完全處理人的健康與安全問題，因此執政者與人民關心的

是如何讓人們安全的處於工作。經濟的重大發展讓職場安全衛生管理一再地減

弱，其原因是因為使用現有的工具和方法日新月異。 

在安全衛生署做出重要決策的過程中，溝通和聲譽管理是對人民主要的干預

措施，此時職場安全衛生管理是一個推動者，而不是一個障礙。因此安全衛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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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建立自己成為政府機關中最大的訊息提供者。所謂的風險管理往往與避免風

險混淆在一起，其本質上並不相同，所以政府需要進行雙向對話而非只是談論，

同時必須善加運用媒體的力量，加以宣傳與教育，而不只是文字罷了。 

簡而言之，安全衛生署必須變得更加善於以不同的方式處理不同的對象，以

傳達正確的健康和安全的訊息；而此時的安全衛生委員會將積極人們對安全衛生

管理體系的尊重，而安全衛生執行署對於安全衛生事項則更有力地捍衛其聲譽及

良好的公眾輿論。 

有調查發現，企業認為安全衛生署是組織中的專家，與提供大公司設計和指

導的專家一樣，但企業他們認為安全衛生署是一個機構，它會要求他們評估和了

解他們的風險，之後再回給他們指令性的意見。 

有些小企業他們畏懼安全衛生管理政策的實施，因為小企業通常不具備大型

企業所擁有的管理資源和專門知識，而且因為經營成本和利益微薄，小企業認為

政府要求更多的安全衛生管理需求是不合理的。小企業有時會藉口說他們想要遵

守，這意味著就算他們不情願，但也必須作了。因此安全衛生署還是可以繼續作

出重大的職業安全衛生改善方案。 

然而政府其實正致力於減少安全衛生署的行動，讓他們是最不影響國家和地

方的監管職責，例如是公眾安全問題。因此安全衛生署被要求處理最需要解決以

及資源分配的活動方案上，當然地方當局也是這樣做。 

安全衛生署與地方當局將確定並同意一個明確的實證干預策略，以瞭解市場

的需求、目標和資源分配，這些干預作法包括檢查、執法、職場安全代表、保險、

指導、設計和支持上。安全衛生署將審查最危險區域，以確保其干預仍然是與不

斷變化的危險行業相關。而政府希望發展擴大發展職業安全衛生的諮詢和支持，

積極參與預防疾病、促進康復，讓人們更加迅速的回到工作。因此政府必須以不

同方式去查證、評估和管理衛生安全問題和潛在危機，推動發展機制，提供職業

安全衛生諮詢和支持給所有人；並指導雇主的疾病管理和職業重建。政府也將更

加重視公共部門的職場安全衛生，必要時重新設計衛生安全機構組織的角色，以

實現職場安全衛生風險管理。 

我們以許多可以追溯起源的法案來支持我們的工作。安全衛生執行署和地方

當局的角色為常設諮詢委員會和執法聯絡委員會(Enforcement Liaison Committee; 

HELA)。執行功能時，將不得不重新審視這些機構的效益和價值，以確保它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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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政府政策的目的，並滿足民眾新的期望。 

認同地方當局的重要貢獻可使政府重新思考現階段的夥伴關係安排，因為目

前安全衛生署和地方當局分別的執法其實會讓他們的權責產生複雜、混亂和邊緣

的關係，因此繼續分開安全衛生署和地方當局各自的作用，將會錯過他們對職場

安全衛生貢獻的機會(HSC, 2003)。 

(四)政府的策略目標 

英國振興職業衛生安全部(Revitalising Health and Safety; RHS)在 2000 年 6 月

發佈策略聲明，對於職業衛生安全，將以 1999/2000 年的目標為基準，設定在 2010

年改善英國職業衛生和安全的三大目標(參見表 7.1.8)(HSE, 2008: 6)： 

 

表 7.1.8  英國改善職業安全衛生之目標 
年度 改善職業安全衛生之目標 

1999/2000 

․ 死亡和重大傷害事故的發生率 

․ 與工作有關的健康不佳的發病率 

 

而對重大災害，從 2001/2002 年為基準，持續改善： 

․ 由負責人報告有可能會挑戰核心安全制度事件的數量； 

․ 近海石油和天然氣部門的油氣釋放事件， 

․ 依疾病和危險事故條例(RIDDOR)對危險事故的報告。 

2010/2011 

․ 減少 30％每十萬名勞工因工作相關的傷害和疾病，而致損失

的工作日。 

․ 降低 20％因工作相關的健康不佳，而致意外事件的發生率。 

․ 減少 10％死亡和重大傷害事故的發生率。 

資料來源：整理自 HSE(2008: 6) 

 

四、英國因應職業安全衛生問題的目標架構 

2008 年 4 月安全衛生委員會(HSC)與安全衛生署(HSE)合併後，安全衛生執

行署遵循工作與年金部(Department of Work and Pension; DWP)27的策略目標，與

                                                 
27 工作與年金部成立於 2001 年 6 月 8 日，由「教育與就業部」（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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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當局(LAs)共同合作，致力於改善英國職業衛生安全，並逐步改善、控制與

工作有關的風險，以確保風險在不斷變化的工作場所中獲得適當控制，並保障人

民的健康和安全。 

安全衛生執行署的目標是讓衛生安全成為文明社會的基石，而且實現居全球

首位的職業安全衛生制度。安全衛生執行署與地方當局合作，保護人民的健康和

安全，確保在不斷變化的工作場所適當地控制風險。安全衛生執行署為因應職業

安全衛生問題的策略目標可參見圖 7.1.4，其中已經確定了 4 大計畫架構：提供

安全衛生成果、使能司法、提供對政府的支持、顯示公共責任(參見圖 7.1.5)(HSE, 

2008)： 

職業安全衛生成果

重大危險成果

司法授權

支持政府

公共責任

房地產

資訊科技

企業支持
 

圖 7.1.4  英國安全衛生執行署策略目標 

資料來源：HSE（2008: 25） 

 

 
 

                                                                                                                                            
Employment）中的就業部門與「社會安全部」（Department of Social Security）合併而成，目前

是英國政府中最大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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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5  英國 HSE 業務概況，關鍵目標和主要的績效評估措施 

資料來源：HSE（2008: 7） 

 
 
 
 
 
 
 
 
 
衛生安全成果 

 

 

 

 

 

提供改善健康、安全和福利

的成果 

衛生安全目標 
重建衛生與安全 

 減少 30％因工作相關的傷害和

疾病，而致損失的工作日。 

 降低 20％因工作相關的健康不

佳，而致意外事件的發生率。

 減少 10％死亡和重大傷害事故

的發生率。 

部門的策略目標 

 減少工作場所中死亡和重大傷

害事件 

 減少因工作而患病的事件 

 減少核產業和近海或陸上石油

及天然氣發生危險事件的件數

業務 關鍵目標 基本的績效評估措施 

 

 

 

使能司法 

改善衛生安全標準並預防
傷害 

 調查經挑選出來的傷害和疾病

案件。 

 

 堅持申訴制度符合 HSE 的程序

和標準。 

 

 執法行動是符合執行政策的規

定。 

在我們責任範圍內去促進
一個公正和公平的社會 

對所有業務的運作提供公平
的條件，並鼓勵其遵守法律

 履行 FOI 要求的 95％，在 20 天

的期限內。 

 

 回應議會問題和需求所做的安

排。 

 

 出版研究報告、事故調查結果

和諮商意見。 

 

 發布報告、統計和計劃。 

企業支持

 

 

支持政府 

協助制訂重大決策和提供
專業意見及實證 

協助規劃衛生安全的討論

提供部長有關衛生安全議
題及時、準確及簡潔的建議

準確、公開且及時的說明
更高標準。 

 

公共責任 

使用最有效的知識和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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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倡 Fit3 方案 

為了提供更好的衛生、安全和福利成果給那些在工作中，或是受工作影響的

人，以確保適當地保障民眾的職業衛生安全，而那些會影響民眾和組織的責任關

係人和利害關係人也應促進高標準的衛生和安全，並盡力降低重大危險行業災難

性事件的風險。 

利用 Fit3 方案(fit for work, fit for life, fit for tomorrow)減少因工作而致之傷害

事件的發生。例如針對工作場所中的運輸和高處降落，繼續促進和設置良好操作

方法，以實現持續減少傷害；促進遵守肌肉骨骼疾病指南，把重點放在減少背痛

和改善上肢機能障礙，並減少疾病的發生。更重要的是。參考實證意見、一般規

則和職業安全衛生準則，檢查高風險行業中的重點工作，包括農業、建築業以及

資源回收業。且繼續提供資訊和指導，並特別強調難以觸及的群體，如小企業、

個體戶和農業社群。再透由擴大對現有的議題的交流活動，以增加掌握群體訊息

的支持力和可信度，以減少損傷和疾病的發生。 

HSE 認為，如果責任關係人有合理且適當的職業安全衛生管理制度，則職

業安全衛生管理和勞工參與特定議題的目標性干預措施將被支持和加強。另外促

進勞工參與和諮商，並出版新版的操作指南，同時重新改版法律系列出版物。 

(二)規範高風險行業 

安全衛生執行署規範幾個可能造成人民或社會重要損害的行業部門，它涵蓋

了經核能法案而許可的核能設施、陸上和近海和重大危險源工業(近海石油和天

然氣、化學和石油、採礦、爆炸物的製造和儲存、天然氣儲存、高壓電分佈和生

物製劑等)。這些規範將逐步引入 HSE 的意見在政府各部會的安全審查計畫中，

各部會與產業合作，可確保領導地位以及管理和控制風險，進而提供改善整個行

業的業績，特別是提高最差的行業的績效。 

(三)使能司法 

以使能司法(Enabling Justice)策略來改善職業安全衛生標準，在我們的責任

範圍內，透過相關法規，提供所有企業公平的條件，並確保他們遵守法律且想要

繼續遵守，以此促進公正和公平的社會。而使能司法的內涵主要是指職業災害事

故的調查和申訴，透過「申訴處理方案」(Complaints Handling Project)集中處理

申訴事件。 

(四)政府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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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提供專業意見及相關證據，協助政府處理足以影響社會和經濟的重大議

題時，政府官員能夠做出正確的決策，因此必須提供部會首長有關 HSE 領域之

及時、準確和簡潔的專業資訊，特別是工作場所安全衛生制度與管理，以及農村

事務部(Defra)對化學品安全衛生之規範。這些經驗和資訊，有助於政府形塑國內

職業安全衛生之思考。 

(五)企業的支持 

企業執行財務管理與規劃、人力資源管理、安全衛生管理、採購和財物分配

時，若能遵照職業安全衛生法令與規範，將可使 HSE 的業務運作更加順利；而

政府所擬定的策略也將先行提供給企業參考。由於考量企業與利益相關者以獲利

為出發點，因此 HSE 的優先事項採以一般性原則為主，以確保企業組織能獲取

最高績效。 

(六)發展科學與研究 

從 2005 年 4 月，HSE 同意以五百萬英鎊的預算增加安全衛生實驗室(HSL)

科學家、工程師和分析師的科學研究經費，而 HSE 也將繼續發展和完善科學計

劃(無論是短期和長期)，期望安全衛生實驗室能夠發揮其關鍵作用，並支持政府

部門發展安全衛生策略。這些實證資訊將可確保各級工作人員參與、理解，並完

全聚焦於 HSE 的策略重點和 HSE 執行的部分業務。 

第二節  英國制定與執行職業安全衛生政策的主要機構 

一、英國職業安全衛生政策之法令依據 

茲將英國職業安全衛生政策的主要法令依據，歸納如下(Towers, 2004; Lewis 

and Thornbory, 2006; Ridley, 2008: 21-33)： 

(一)職業安全衛生政策要點 

英國職業安全衛生政策之設立，主要是讓組織知道如何在職業安全衛生法規

之規範下經營事業，並讓組織保證維持職業安全衛生風險管理。 

在英國職業安全衛生法的要求下，擁有超過 5 名員工的所有雇主必須有職業

安全衛生規則，並且應事先與員工討論溝通。而根據 1989 年員工職業安全衛生

準則(Health and Safety Information for Employees Regulations 1989)，雇主必須在

工作場所中張貼職業安全衛生宣導海報，或是提供相關資訊的員工須知傳單。 

 然而為兼顧企業效率，職業安全衛生制度必須有組織最高層級的支持，優勢



 207

文化(prevailing culture)須將職業安全衛生作為組織最先考量的事項，並將訊息清

楚傳達給監督者及員工。綜合性職業安全衛生政策包含組織的目的，以及職業安

全衛生風險管理。因此歸納職業安全衛生政策應當包含下列幾個重點： 

․ 由最高首長簽署並註明日期 

․ 明確規範組織從最高層分支以下的責任歸屬 

․ 確認有一個負責職業安全衛生的主管或高階經理 

․ 描述經理和監督者的責任 

․ 描述員工的責任 

․ 鼓勵員工的參與 

․ 明確說明如何有效討論職業安全衛生議題 

․ 政策有效性的審核 

․ 適當分配職業安全衛生資源 

․ 保證組織有管道能獲得足夠的職業安全衛生消息 

․ 組織應訂定檢閱政策的日期，並定期重新探討與修正政策 

而職業安全衛生行政者透過五個步驟來有效管理職業安全衛生： 

1. 提出職業安全衛生政策 

2. 透過控制、勝任、合作和溝通來發展安全文化 

3. 計畫和標準的制訂 

4. 評估職業安全衛生成效 

5. 重新探討並修正職業安全衛生政策 

(二)英國職業安全衛生法 

英國「職業安全衛生法」(Health and Safety at Work Act; HASWA)立基於於

1972 年出版的羅本斯報告(Robens Report)。由於早期的法案都是傾向於特定產業

或工作場所，導致有超過 500 萬的勞工是沒有受到任何安全衛生法規的保障；而

且早期的法僅著重於關心工作場所中機器設備的使用安全，而不是發展加強雇主

對健康安全警覺。 

有一個更嚴重的問題是，立法其實很難跟的上科技的發展。例如在 1955 年

有個法院判決禁止某個行業使用砂輪，但等到 15 年後，1970 年才有為了解決此

一問題而制訂的砂輪條例(Abrasive Wheels Regulation)。總而言之，職業安全衛

生法案在 1974 年前往往是被動而非主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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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年 Lord Robens 被要求去檢視職業安全衛生規定，他的報告和建議書做

出了結論，而 1974 年職業安全衛生法正是據此而定。其建議書的主要內容指出，

國家應該要有一個獨立的法律來涵蓋所有被雇主事業所影響的人，像是承包商、

參觀者、學生、公眾及勞工，而這個法律應該包含一般義務，要強調工作中的安

全衛生管理與安全體系發展，這可能包含了鼓勵員工參與意外事故預防措施。 

更重要的是，職業安全衛生法是一種授權法，它允許部會首長據此制訂更多

的法案，而不需經過議會的同意；而這些法案經議會認可後便可成為法律。 

工作健康安全法規範一般性義務，致力於協助雇主設定控制危害及風險的目

標，而且讓他們擁有自主權，也就是說，如果雇主的作法是合理的，雇主就有權

去選擇其它的路線來執行職業安全衛生管理。但其實有些危害是如此之大，或是

有些適當的控制措施是很昂貴的，所以雇主無法自行決定該怎麼作，因此法規中

明訂這些危害和風險，並設定必須採取的特定行動；通常這些需求是強制的，雇

主沒有選擇權，只能遵守。 

根據 1974 年英國「職業安全衛生法」，雇主有責任在合理及可行的情況下，

保障勞工工作時的健康安全及福利。雇主必須就職場之安全衛生事項，向勞工或

勞工安全代表徵求意見，包括任何可能嚴重影響到勞工在職場之健康及安全的改

變，例如在程序、工具或工作方式等。而且雇主也應協助員工遵守職業安全衛生

法律的規定；勞工除了應獲得資料，了解在工作中可能涉及的風險及危險，以及

如何降低或消除這些危險的措施之外，勞工更應該知道如何處理職災風險。此外

引進新科技也可能對職業安全衛生造成影響。「英國職業安全衛生法」對於雇主

與員工所規範的責任分別是： 

1. 雇主的責任 

․ 評估勞工在職業安全衛生方面的風險。 

․ 實施被認定是必要的職業安全衛生措施。 

․ 若企業僱用五名以上的勞工，應紀錄有關危險因素評估的重要結果，及

有關職業安全衛生措施的安排；並應擬定職業安全衛生政策聲明。 

․ 委派一名職業安全衛生代表作為意見諮詢者，負起安全衛生責任。 

․ 與其他同一工作場所內的雇主共同合作安全衛生管理。 

․ 制定職業災害時之緊急程序和急救設施； 

․ 確保工作場所符合健康、安全及福利方面的規定，例如：通風、溫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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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光、衛生、清洗及休息等設施；並確保這些設施達到其應有用途，及

得到適當的維修及使用。 

․ 採取預防措施，防止勞工接觸到可能危害健康的物質，避免易燃或爆炸

物、電器裝置、噪音及輻射所產生的危險、充分地控制這些危險。若未

能透過其他方法適當地控制危險，便須免費提供任何保護性的衣服或裝

備； 

․ 提供適當的安全標誌與健康檢查； 

․ 向有關當局通報某些受傷、疾病及危險之職業災害事件。 

2. 勞工的責任 

․ 勞工應合理地照顧自己的健康及安全，並注意是否會影響到其他人。 

․ 配合雇主的職業安全衛生政策； 

․ 根據訓練或指示，正確地使用雇主所提供的工作器具，包括個人保護裝

置；以及不干擾或濫用任何的會影響人身健康、安全或福利的物件。 

(三)職業安全衛生福利條例  

1992 年「職業安全衛生福利條例」(Workplace Health, Safety and Welfare 

Regulations 1992)詳述 1974 年英國「職業安全衛生法」科以雇主的責任義務。「職

業安全衛生福利條例」的適用範圍為所有的工作場所(workplace)，包含店鋪、辦

公室、工廠、學校和醫院，但排除適用家內生產場所(Domestic premises)以及部

分運輸業(飛機、鐵路、公路運輸，即使是常駐於工作場所)、礦業、採石場、鑽

油或建築業(該法第 3 條)。至於在農田或森林工作或任何暫時性工作，還有更多

限制規定對於公共衛生、清潔、飲用水「到目前是合理的適用範圍」。 

「職業安全衛生福利條例」主要的規定歸納如下： 

․ 雇主需維護工作場所，保持它的清潔(第 5 條)和良好通風(第 6 條)，以及

妥善處理廢棄物(第 19 條)。 

․ 任何室內工作場所應有合理的室溫(通常是不低於攝氏 16 度，若工作上

有需求應不低於 13 度)(第 7 條)。 

․ 室溫沒有極大值限制，法令上之規定為「合理且舒適」室溫。 

‧ 如果溫度對食物的保存有所傷害或不切實際，這就不適用，例如載

送物品的貨車。 

‧ 應提供溫度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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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維護暖氣系統，避免使用時產生某些有毒氣體，例如一氧化碳。 

․ 如果室溫無法被控制在舒適的程度，應該使用工作輪替。 

․ 任何一個工作場所都應有合適的照明，包含緊急照明(第 8 條)。 

․ 房間大小應符合衛生安全和福利的需求(第 10 條)，但這不適用於電話亭

或停車亭。每人最小空間是 11 平方公尺(天花板的最大高度是 3 公尺)。 

․ 座位應適合該工作任務或從事該任務的人(第 11 條)。 

․ 地板、通道、走道應被良好的維護。 

․ 防護欄、柵欄或是遮蓋物應被提供來避免從高處墜落或掉進貯存槽或坑

洞的風險(第 13 條)。 

․ 門窗與出入口和牆壁應使用安全材質，例如聚碳酸酯、玻璃或安全玻璃

(第 14 條)。 

․ 窗戶應該要是可以被安全的打開和清潔(第 16 條)，而且打開後不能是危

險的來源(第 15 條)。 

․ 工作場所應該被規劃，如此一來行人和車輛可以安全的在場所中移動(第

17 條)。理想上人與車輛應該被分開。 

․ 大門與出入口應該是被安全的運作(第 18 條)。 

․ 電梯、手扶梯或電動走道需安全操作，且需有緊急停止的按鈕(第 19 條)。 

․ 提供合適且足夠的廁所和洗手台(第 20、21 條)。 

․ 應設有可使用之飲用水(第 22 條)。 

․ 提供更衣的設備(第 24 條)，而且應有可存放工作服和勞工個人衣物的空

間(第 23 條)。 

․ 提供適合的販賣部和休息區域(第 25 條)。應有可製造熱的飲用水的地

方。應提供懷孕勞工或哺乳媽媽休息的地方，甚至是可以躺下休息的空

間。 

(四)傷害、疾病及危險事件通報條例  

「傷害、疾病及危險事件通報條例」(Reporting of Injuries, Diseases and 

Dangerous Occurrences Regulations; RIDDOR)是為了預防工作中的傷害、意外和

危險事件持續增加，規定工作場所負責人(Responsible person)或雇主(可以控制工

作場所，或是自營作業者的個人)，藉由電話或其他方法通報在工作場所中所發

生的傷害事件給相關執行機構(Enforcing authority)HSE 或是當地主管機關，而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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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執行機構提供一個單一窗口的回報機制。另外 RIDDOR 也會提供工作場所意

外和一些職業病的趨勢資訊。事實上，大型事件的通報是會經過全部的部門，牽

動整個系統。此法適用於英國全區。需要通報的職災事件包含下列各種情形： 

․ 因意外而死亡 

․ 主要傷害 

‧ 手指、腳趾的骨折 

‧ 截肢 

‧ 肩膀、臀部、脊椎或膝蓋的脫臼 

‧ 暫時或永久失明 

‧ 眼睛遭化學灼傷或金屬燒傷，或任何眼睛傷害 

‧ 因電擊或燒傷導致失去知覺或需要復甦術或送醫院，超過 24 小時

以上。 

‧ 任何的傷害導致失溫、炙熱或沒有知覺 

‧ 任何的傷害導致需要復甦術 

‧ 任何的傷害導致需要住院，超過 24 小時以上。 

‧ 因為窒息或暴露在有害毒劑中而失去知覺。 

‧ 吸入任何毒劑導致嚴重的疾病需要醫療診治或失去知覺。 

‧ 因為暴露一個生物工程製劑中，它的毒素或受感染的物質導致了嚴

重的疾病，需要醫療診治；這包含針刺意外傷害，導致血液或身體

內液體的受到感染像是 B 型肝炎、C 型肝炎或 HIV(人體免疫缺損

病毒、愛滋病病毒)。 

‧ 超過 3 天以上的傷害(Over-3days injury)需要在 10 天之內被回報。

這裡的 3 天內是指一個勞工無法繼續從事他平常的工作 3 天以上，

不算發生意外的那天。 

․ 當勞工發生職業病時，雇主需使用 F2508A 表格回報給相關單位。這只

適用於雇主被醫生告知說，他的員工所罹患的疾病是在被列舉項目中(第

5 條)。 

․ 任何危險的發生，包括像是起重機的倒塌、船艙壓力故障、因火災或爆

炸導致工廠歇業，在超過 24 小時以上。 

․ 自營作業者在他/她的自家住宅中死亡是不需要去通報 H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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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傷害若持續發生應該要被通報，因為新進員工可能被影響。 

․ 公部門的勞工受到傷害後被送進醫院的事件都需要被通報，就算他們不

需要受到治療。 

․ 第 4 條規定一個勞工(但不是公部門的勞工)，因意外而死亡的 12 個月

內，該負責人需通報相關執行機構。 

․ 當瓦斯供應商在供應瓦斯時，察覺有瓦斯的意外事件造成傷害或死亡，

則需通報 HSE。 

․ 第 7 條加諸責任義務在負責人上，要求負責人持續記錄某事件後 3 年的

報告。 

․ 當一個雇主沒有察覺到意外的發生，如果之後因為沒有通報而被起訴，

他們可以來證明他們有按部就班去通報意外事件。 

 

二、英國職業安全衛生政策之執行機構 

英國職業安全衛生政策之主要執行機構為安全衛生署及工作與年金部，以下

便分別敘述之(DWP, 2005; HSC/E, 2006; HSC, 2008)： 

(一)安全衛生署 

英國幾乎所有涉及工作活動中安全衛生的風險都是由一個單一的法律架構

規範，這規範的機構即是安全衛生委員會(HSC)與安全衛生署(HSE)。安全衛生

委 員 會 與 安 全 衛 生 署 均 是 具 有 法 定 功 能 的 「 非 部 會 組 織 之 公 共 體 」

(Non-Departmental Public Body; NDPB)，此「非部會組織之公共體」是一種不受

主管部會公務管轄之行政法人或準非政府機構(Quasi-NGO; quango)，但卻執行政

府職權，且其經費由政府編列。衛生安全執行署負責所有的職災預防工作，不過，

英國的雇主依法需強制參加私營保險公司職災保險，保險公司也提供某些職災預

防的服務。 

英國安全衛生委員會與安全衛生署係根據 1974 年「職業安全衛生法」所設

立的法人組織(body corporate)，代表國家執行任務(第 10 條第 1、7 項)。衛生安

全委員會由主席 1 人、委員 6 至 9 人組成，主席由主管部部長(Secretary of State)

指定，委員則由部長諮詢過他認為適合的相關團體後指定，其中三位委員之指定

需諮詢雇主團體，另三位需諮詢受雇者團體，其他委員之指定則需諮詢地方政府

以及其他與衛生安全活動事務相關之專業團體(第 10 條第 2、3 項)。目前，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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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委員會有主席 1 人、委員 9 人。 

安全衛生委員會的主管部是「工作與年金部」(DWP)。不過 2001 年 6 月至

2002 年 7 月 14 日，其主管部是「交通、地方政府與區域部」(Department for 

Transport, Local Government and the Regions)；1997 年至 2001 年 6 月其主管部則

是「環境、交通與區域部」(Department for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the 

Regions)。 

根據「職業安全衛生法」，安全衛生署由三位成員構成，其中 1 人為署長(Chief 

Executive)，由衛生安全委員會經主管部部長同意後任命，其他 2 位則由安全衛

生委員會諮詢署長後任命(第 10 條第 5 項)，實際上也擔任該署之副署長。安全

衛生署僱用一群職員負責執行該署法定及安全衛生委員會賦予之功能。在一般的

用語上，「安全衛生官署」(the Executive)是指這三位成員構成的「法人實體」(the 

corporate body of three members)；「安全衛生署」(the HSE)是指該署的「整個組

織」(the organization as a whole)，包含其所僱用的職員；「安全衛生委員會/署」

(the HSC/E)是指經由衛生安全委員會任命並監督的衛生安全署官署之「集合實

體」(the collective entity)(HSE, 2006: 3)。 

安全衛生委員會成立於 1974 年 10 月 1 日，並於 1975 年 1 月 1 日委任安全

衛生署，2008 年 4 月 1 日兩者合併之前，安全衛生委員會和安全衛生署分別為

法定非政府部門公共體，代表官方履行其職能。2002 年 7 月，安全衛生委員會

和安全衛生署的責任轉移到工作與年金部。 

HSC 曾通過了一項工作規範，讓 HSC 的主席和委員都要遵守，這也符合內

閣辦公室的指示，它規定了 HSC 主席及委員們的責任。HSE 提供意見並協助 HSC

發揮其職能。HSE 和地方當局合作，持續每日不間斷地執行衛生安全法律和調

查事故。HSE 也負責認可各項標準，尤其是有危險的地區，委託進行研究。HSC

的權力和職能被新 HSE(‘new’ HSE)所承繼。 

安全衛生委員會主要的功能是保障勞工的健康、安全和福利，以及其他可

能受到工作活動所影響的人。這包括提出新的法令和標準、贊助研究、促進培訓、

提供資訊和意見諮詢。安全衛生委員會提供了英國衛生和安全體系的策略方向，

包括安全衛生署和地方政府。安全衛生委員會有權力去作： 

․ 核准及制訂工作條例規範，並與政府部門及其他機構協商。 

․ 與政府部門做出協議，履行安全衛生署或安全衛生委員會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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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內閣部長、政府部門或公眾做出協議，履行安全衛生署的職能。 

․ 授權給地方當局去執行 

․ 命令 HSE 或授權任何人去調查和報告事故或事件，相關部會並在符合

規定的情況下直接調查。 

2008 年 4 月 1 日，安全衛生委員會(HSC)和安全衛生署(HSE)合併為一個單

一的國家監管機構安全衛生執行署(‘new’ HSE)，負責促進工作中更好的衛生和安

全。合併之前，安全衛生委員會負責監管英國的衛生安全；而安全衛生執行署和

地方當局則是負責執行公權力。地方當局規範辦公室、商店和服務部門。HSE

則規範核能設施、礦業、工廠、農場、醫院、學校、近海天然氣和石油設施、化

學工廠和陸上的天然氣管線的衛生安全。這兩個機構對許多面向的保護。工作與

年金部(DWP)贊助 HSE(和合併前的安全衛生委員會)。 

衛生安全執行署的組織架構可參見圖 7.2.1，其設一個委員會(Board)負責決

策，有 12 位委員，署長、副署長均為委員，其他委員也擔任行政領導的工作。

衛生安全檢查署的行政部門分成政策、執行、支援三大類，署長總攬該署之工作，

政策與支援二大部門分別由二位副署長協助領導。政策部門包括：策略規劃室

(Strategy)、「三健」策略性計畫處(Fit3 Strategic Programme)28、政策處(Policy)、

公共關係處(Communications)、法律顧問處(Legal Advice-HSC/E)；支援部門包

括：事業單位科學與分析服務處(Corporate Science and Analytical Services)、資源

與 規 劃 處 (Resources and Planning) 、 衛 生 安 全 實 驗 室 (Health and Safety 

Laboratory)；執行部門包括：現場執行處(Field Operations)、核能安全處(Nuclear 

Safety)、危險設施處 (Hazardous Installations)、執行政策與支援處 (Corporate 

Operational Policy and Support)、地方政府夥伴關係室(Local Authority Partnership 

Director)。 

                                                 
28 「三健」為「健康工作、健康生活、健康明天」（Fit for work, fit for life, fit for tomor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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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7.2.1  英國安全衛生執行署組織(2008 年 1 月)  

資料來源：HSC(2007: 3)；HSE(2008) 

 

1. 科學研究指導團隊： 

科學研究指導團隊(Chief Scientific Adviser's Group)是發展和履行 HSE 策略

計畫的關鍵，渴望以科學研究來面對未來勞動力人口的挑戰，增加公共與利害關

係人之利益。 

2. 現場執行處 

現場執行處(Field Operations Directorate)是 HSE 目前執行機構中最大的檢查

者，包含僱用關係的結構、建築、製造、機械、飲食、磚瓦、娛樂、教育、衛生

服務、地方與中央政府和國產瓦斯的安全。我們協助 HSE 去確保人們在工作中

的安全衛生可以完全被控制。這表示指示如何遵照法令來檢查工作場所、調查意

外和申訴事件以減少風險與保護工作中的人們是必要的。特別要介紹現場執行處

下的一個重要單位：職業健康檢查隊(Occupational Health Inspection; OHIs)。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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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檢查隊執行職場檢查，調查複雜的職業健康議題，提供意見和資源給檢查

員、雇主、勞工、以及地方主管機關的同仁。 

3. 危險設施處 

危險設施處(Hazardous Installations Directorate; HID)負責規範和促進安全衛

生的改善，有助於 HSC/E 減少和控制重大危險源風險，而被歸類為高危險行業

和領域者如：化學品製造和貯藏、天然氣儲運、海上石油及天然氣開採、輸油管、

採礦、潛水、爆炸物、生物製品等。至於其他高危險的行業，如核能設施是由

HSE 專門部門所規範的。HSE 的健康安全環境政策小組則負責所有產業的政策

制訂和立法。 

4. 安全衛生實驗中心 

健康安全實驗中心(The Health and Safety Laboratory)是一個內部(in-house)機

構，提供 HSE 相關研究和諮詢。主要目標為控制危害、改善健康、了解人因，

適當的了解人因可以減少事故、傷害和職業病，增加企業效益、提高個人和組織

的績效。 

5. 科學與科技小組 

科學與科技小組(Science and Technology Group)是由科學和技術兩部分組

成，共同提供了科學和技術諮詢服務，並涵蓋所有的 HSE 的主要議題和活動。

另外也提供技術諮詢和管理在許多危害及其控制上，包括化學品、殺蟲劑及殺菌

劑、噪音和振動、輻射、人因、職業衛生、程序安全、電氣和控制系統、急救和

職業健康等。  

6. 核能安全處 

HSE 授權核能安全處(Nuclear Safety Directorate; ND)監管核子產業。該局的

主要目標是要確保沒有發生重大核事故。它負責管理英國安全的核電站、核化學

工廠、國防核設備、核子安全研究和戰略，並自 2007 年 4 月 2 日開始負責民用

核安全和保障問題。目前大約 25％的英國的電力需求是由核能所供應的，並提

供英國的戰略防禦的需求。透過自我管理與其他監管部門的監控，核能安全處目

的是大量減少核工業意外事件，因這些事件可能導致重大損害。核能安全處還負

責審批核行業的安全安排，並確保他們遵守這些安排。它還負責監督各國是否遵

守其國際義務，不使用核材料作為核爆之用途。 

7. 政策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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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小組(Policy Group)是 HSE 的一個單位，其最主要的功能是制定安全衛

生議題的基本策略、快速反映新興議題、保證 HSE 的作法與歐洲各國管理具有

一致性。 

8. 地方主管機關 

HSE 和地方當局一起負責執行的安全衛生的立法。他們共同確保法定責任

人(duty holders)的勞動力和在工作中會受到影響的人的衛生安全。地方當局與

HSE 建立合作夥伴關係，以確保法定責任人管理他們的工作場所，並適當考慮

到他們的勞動力和那些受工作影響的人的安全衛生。為了實現此一目標，地方當

局與 HSE，提供法令規定的諮詢和指導，進行檢查和調查，並在適當情況下，

採取執法行動。另外地方當局單位(Local Authority Unit; LAU)則是 HSE 轄下專門

設置的一個單位，用以促進 HSE 和地方當局之間的合作夥伴關係。該單位員工

是一個 HSE 團隊的員工，其中一些人有一個地方當局的背景(參見表 7.2.1)。這

將確保地方當局和 HSE 有一個平等的角度，來發展和創新全國的安全衛生。 

 

表 7.2.1  英國 HSE(including HSL)全體工作人員：以職業組別區分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職業組別 員工 員工 員工 
改組後之員工

(含調任至 ORR)

員工(排除調

任至 ORR)
員工 

員工 

(排除 PSD)

員工 

(包含 PSD)

前線員工 

(如實作性檢查員) 

1,508 

(1,508) 

1,551 

(1,483) 

1,517 

(1,404)

1,543 

(1,421) 

1,442 

(1,328) 
1,405 

1, 325 

(1,238)7 

1,325 

(1,238)7 

非前線/實作性質

能之檢查員 
143 122 126 122 116 128 128 128 

其他專門或專業

工作人員 
1,481 1,359 1,371 1,470 1,429 1,350 1,263 1,403 

其他人員 

(如派遣人員) 

1,030 

(94) 

987 

(115) 

889 

(100) 

856 

(88) 

824 

(88) 

699 

(4) 

683 

(50) 

717 

(50) 

員工總數 4,162 4,019 3,903 3,991 3,811 3,582 3,399 3,573 

各年度皆是以四月一日為止之統計      

資料來源：HSC(2008: 36) 

(二)工作與年金部 

英國工作與年金部成立於 2001 年 6 月 8 日，是由原「教育與就業部」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中 的 就 業 部 門 與 社 會 安 全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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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Social Security)合併而成，目前則英國政府中最大的部會。其組織

圖可參見圖 7.2.2。 

 

 
圖 7.2.2  英國工作與年金部(DWP)組織 

資料來源：DWP(2005: 43) 

 

1. 年金服務處 

年金服務處(the Pension Service)成立於 2002 年 4 月。年金服務處提供一個統

一、現代化的服務給退休金領取者。這包括國家透過退休金中心提供服務，如管

理國家的退休金和退休金存款。也有專家會提供服務給未來的退休金領取者。年

金服務部處理客戶案件主要是透過電話。此外，還有當地的網絡服務與其他像是

地方當局的組織，提供面對面服務給無法以電話或郵寄與業務人員聯繫的申請

者，當局也會提供如家訪或主動聯繫。 

年金服務處的目標是為現在和未來的年金領取者，消除貧困和促進退休後之

安全和獨立性。年金服務處的主要的作法為：  

部會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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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保退休者他們的年金被留存。 

․ 鼓勵人們為了未來的退休生活而儲蓄。 

․ 提供一個更有效並以客戶為導向的服務。  

․ 達成高水準的滿意度，建立一個組織來確保他們能夠不斷地學習和成

長，並提供所需的經營成果。 

2. 加值就業中心 

加值就業中心(Jobcentre Plus)成立於 2002 年 4 月，旨在提供勞動年齡層的人

口一個單一的綜合服務，幫助這些人進入職場並資助那些無工作能力的人。加值

就業中心亦想要實現人人就業機會均等，不論他們的居住地、種族、年齡和家庭

狀況，有助於政府消除貧困、減少失業、促進機會和現代化的目標。它促進工作

能有最佳的福利，幫助失業的勞動力人口進入勞動力市場工作，同時提供適當的

幫助和支持給那些沒有工作的人。它鼓勵雇主開闢更多的機會給失業的人，幫助

他們來填補職位空缺。它的目標依照規定在正確的時間，支付客戶正確金額的津

貼。在其所有工作裡，加值就業中心努力改善品質、提供服務給所有客戶。 

加值就業中心目前擁有約 73,000 名員工，在英國各地大約 1400 個辦事處，

包括就業中心、社會保險辦事處和綜合加值就業中心辦事處。此外它還可提供包

括個人用戶尋找工作或申訴，以及雇主求才的電話聯繫中心服務。加值就業中心

另外還提供歐洲最大的人力銀行互聯網，媒合雇主與求職者。  

在 2005 年期間，加值就業中心的每個工作日預計可以接受 13,000 個職缺、

引介 36,000 個面談機會、幫助 4,700 人就業(包括超過 400 個單親父母和超過 120

個喪失工作能力津貼的客戶)、支付超過 1 億英鎊津貼在勞動年齡層、投資 335

萬英鎊與私部門、公部門和民辦組織合作以提供服務。加值就業中心的目標是要

提供就業機會給有能力工作的人，並且資助那些沒有能力工作的人。具體做法是： 

․ 協助處境不利的人進入工作作為擺脫貧困的途徑。 

․ 提供經濟資助作為一個安全網，當這些勞動力人口失去工作時。 

․ 解決不平等的就業機會。 

․ 保護完整的福利制度。 

․ 與雇主合作，以解決失靈的勞動力市場。 

3. 殘障照顧服務處 

殘障照顧服務處(Disability and Carers Service)成立於 2004 年 11 月。其設立



 220

目標在於照顧身心障礙人士及其照顧者。殘障照顧服務處承諾提供經濟資助給身

心障礙或負責照顧的人，針對個人的需要，反應和理解他們的處境，且具相同需

求者應會得到相同的幫助。 

它負責提供身心障礙生活津貼(Disability Living Allowance)、護理津貼

(Attendance Allowance)、照顧者津貼(Carer’s Allowance)和接種疫苗損害津貼

(Vaccine Damage Payments)，給身心障礙者和負責照顧的人。身心障礙生活津貼

和護理津貼的目的是幫助他們度過照顧過程中所需的額外花費。生活津貼讓不良

於行的人可以購買或租借行動器具。照顧者津貼則是提供這些照顧者經濟資助，

而這些人他們照顧身心障礙人士的人一週超過 35 小時。 

第三節  英國職業安全衛生研究的趨勢 

英國的職業安全衛生的研究主要來自於政府機關、民間團體與大專院校，其

中最重要的研究機構為英國安全衛生實驗室及英國職業治療研究基金會。 

 

一、英國安全衛生實驗室 

英國安全衛生實驗室(Health and Safety Laboratory; HSL)29的設置，主要是為

了要協助安全衛生署(HSE)，以降低英國人民職業安全衛生上的任何風險，讓勞

工可以更安全的工作。它所揭櫫的願景為：「運用人的智慧來拯救及改善工作生

活；並顧及企業的正常運作」。而英國安全衛生實驗室的核心任務即是控制風險

(Controlling Hazards)、改善健康(Improving Health)和理解人因(Understanding 

Human Factors)。英國安全衛生實驗室的研究報告(HSL Reports)也委由安全衛生

署發布，並可由其官方網站上獲得最新消息。 

 

二、英國職業治療研究基金會 

英國職業治療研究基金會(United Kingdom Occupational Therapy Research 

Foundation; UKOTRF)30英國的職業治療研究基金會(UKOTRF)是從職業治療學

院中分支出的。該基金會成立於 2007 年，並試圖建立一種以實證根據為主的職

                                                 
29 英國安全衛生實驗室 http://www.hsl.gov.uk/ 
30 英國職業治療研究基金會 http://www.cot.org.uk/Homepage/Research_and_UKOT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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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治療技術與研究能力，並期望以該專業去提升人們的健康與幸福。因此英國職

業治療研究基金會其使命：促進、維持和重建人們的健康；設計和履行服務；建

立實證技術的職業治療；支持下個階段的職業治療研究。而為了達成這些使命，

該基金會積極獎勵並資助各項重點研究，以實現其研究重點；發展職業治療的研

究，並培訓具有研究和創造能力的研究者及職業治療師。 

 

三、英國職業安全衛生出版品 

英國安全衛生署(HSE)近期的研究整理如表 7.3.1： 

表 7.3.1  英國 HSE 近期研究摘要 

RR753 根據安全衛生署統計處的統計數據顯示，2007/2008 年度英國工作

場所中發生的非致命性重大傷害事故的主要原因為滑倒、絆倒及跌

落，(佔 32％)，將近 45,000 件。而根據估計，這些事故導致的成本

每年約為 7.5 億英鎊，而其中三億英鎊可直接歸於雇主。 

RR754 安全衛生執行局(HSE)持續推行了一項計劃，並與安全衛生實驗室

(HSL)一起研究調查，而安全衛生實驗室的工作即是模擬真實情況

下測試。 

RR756 根據經驗得知，新進員工無法儘速融入工作群體中，因此他們比起

其他員工顯得更不安全。因此組織不只是應該制定有效的安全措

施，更應該強調新進員工獲取這些措施。 

RR758 這份報告在於探討如何正確的定位職業安全衛生，人因工程將是最

重要的思考及決策層面，尤其在很多屬於高危險行業的石油和天然

氣、化學和核能部門中。而調查結果也顯示，對人因工程作更多的

了解和認識，將有助於改善預防錯誤和不安全行為。 

RR759 對於最近發生事件進行調查和指導後發現，績效指標在某些情境下

可以作為辨識及解決問題的方法。因此促進績效指標制度，可能可

以有效監督及管理工作場所。  

RR760 主管機關已成立一個工作小組，建立散裝儲罐的風險管理機制，以

解決儲油槽液體外洩的情形。 

RR761 最近經常發生潛水時因壓差造成傷害或死亡的事件；經過調查，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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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66 件壓差事件。經過評估政府已提出了一系列潛水的最佳指導

方案，以提升民眾對潛水危機的認識。 

RR762 目前所使用的潛水頭盔的標準規格是 40 多年前所制訂的，因此有

些頭盔對長期使用的職業潛水員將可能構成危害頭部的影響，甚至

有些潛水頭盔沒有經過測試。最近則推出「BS EN 15333」的標準。

資料來源：Health and Safety Executive31 

 
英國安全衛生署(HSE)也出版及發佈各種官方出版品，提供勞工、管理者及

一般大眾相關諮詢和指導，這些出版品包含書籍、摺頁傳單、電子報、危害物指

示(Methods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Hazardous Substances guidance; MDHS)及危

害物控制綱要(Control of Substances Hazardous to Health Essentials guidance 

publications; COSHH)等；這些資料由安全衛生署提供，且有些是非賣品。最暢

銷的出版品如表 7.3.2： 

表 7.3.2  英國 HSE 暢銷出版品 

職業安全衛生法令 

(Health and Safety Law) 

介紹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令，讓所有的勞工在受到

適當風險管理的情況下工作。 

危害物介紹與健康的關

係(COSHH, A brief guide 

to the reqs) 

介紹危害物，瞭解危害物對健康的影響 

 

影像顯示裝置工作

(Working with VDUs) 

這是一份有關影像顯示裝置工作的勞工及雇主都應

該知道的 Q＆A 問答集，包括一些簡要的法令規定

和人因裝置的設定等。 

風險管理的五大步驟

(Five steps to risk 

assessment) 

這本小冊子是要協助雇主去評估職業安全衛生上的

風險，強調風險評估是一個保護雇主與勞工的重要

步驟；藉由控制風險來保障勞工不受到傷害。 

資料來源：Health and Safety Executive32 

 

                                                 
31 英國安全衛生署研究報告 http://www.hse.gov.uk/research/rrhtm/index.htm 
32 英國安全衛生署出版品 http://www.hse.gov.uk/pubns/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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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英國民間團體對於職業安全衛生研究的出版品中，則有著名的研究加值中

心(Research Plus)33與工作夥伴關係(The At Work Partnership)34。研究加值中心雜

誌提供職業醫生、職業衛生護士、職業衛生健康和安全專業人員單一來源的法

律、實務和管理職業衛生的資訊。而工作夥伴關係則是一個專業且獨立的出版

者，從事職業安全衛生及工作傷害等相關研究，它同時也會舉辦相關之研討會或

論壇，致力於研究、評估和宣導職業安全衛生和人力資源管理。  

根據以上兩個出版品，可以察覺英國近年來的研究趨勢重心為： 

(一)練習制度是否可減少職業災害的研究  

一份有力的證據發現，工作場所中的工作練習制度能有效地減少嚴重的腰痛

(LBP)及其對行動的影響。然而，只有有限的證據顯示，這種制度會防止下背痛

的發生率及請病假。因此需要更多的證據，以確定哪些工作練習是有效的。  

(二)心理健康干預的研究 

工作場所的干預措施可有效地減少憂鬱和焦慮症狀，但有系統研究和整合分

析顯示，這影響其實很小。有 22 篇文章，包含 3409 名員工，符合納入標準；

有 17 人中在標準化後達到憂鬱和焦慮的分數。大約一半的研究特別注重心理健

康的成果，認為是基於認知行為干預或應對技能訓練。其他減少危險因素的作

法，如減少惡劣的工作環境、鍛鍊身體或減少心血管疾病。心理健康的干預也有

類似的減少風險因素的影響。  

(三)癌症存活者和就業的研究 

一個統合 26 份文章的分析(包括 36 個研究報告)發現，比起健康的勞動者，

癌症倖存者更有可能失業，尤其是乳癌和胃腸道癌的倖存者。該研究報告包括

20,366 名癌症倖存者與 157,603 名健康者對照組；診斷時的平均年齡是 40-56 歲，

平均追蹤時間為診斷後的 9 個月至 15 年。後續追蹤發現，癌症倖存者(33.8％)

比起健康對照組(15.2％)是更有可能失業，相對係數為 1.37。(95％的信度區間為

1.21-1.55)。  

(四)腕隧道症候群(腕管綜合症)的研究 

有 44 篇關於職業危險因素的研究發現，腕隧道症候群(CTS)與強烈的手臂振

                                                 
33 研究加值中心 http://www.research-plus.co.uk/ 
34 工作夥伴關係 http://www.atworkpartnership.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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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有密切相關，或是長期工作、手腕彎曲或延伸、常需要手臂力量(超過 4 公斤)

種種因素相關。然而，沒有任何證據證實這些危險因素和使用電腦有關。  

(五)泌尿生殖癌症和鎘的研究 

檢閱工傷諮詢委員會的文獻發現，只有有限的證據(9 篇文章)認為因工作而

長時間接觸鎘，會增加罹患膀胱癌的危機。另有十篇論文研究職業鎘接觸和腎癌

的關連，經對照研究發現了六年以上的接觸會增加一倍的風險，但這並未有長期

的研究。而有 15 篇論文認為沒有證據顯示聯繫工作場所的鎘暴露與前列腺癌有

關。  

(六)假日是否可改善健康和福祉的研究  

一個整合分析研究發現，休假有少量的正向影響健康和福祉，但這個好處在

返回工作崗位後很快就消失了。沒有足夠的證據來分析不同的節日對於健康和福

祉的影響，但有一個報告指出，實際的度假經驗將會有助於返回工作。而有少數

證據指出，假期滿意度和不良反映可能會影響結果。但這研究並不具高度信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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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以公共政策學者 Grover Starling 的層級式概念作為參考架構，蒐集、

分析各國職業安全衛生資料並加以比較。Starling 指出，政策相關概念有一個層

級式的位階，其次序為：政策、計畫、方案、行動。這個層級式的位階是上位階

指導下位階，下位階透過妥善規劃與執行以達成上位階的目的或目標。因此，政

策是一種界定行動範圍的指南，而政策行動則是由各種機構以方案的形式去執

行。此外，為了制定比較好的政策，決策者通常會先有策略。 

本研究之主旨包括： 

1. 德、日、韓、美、英五國面對的職業安全衛生問題與因應策略； 

2. 德、日、韓、美、英五國職業安全衛生政策的內容； 

3. 德、日、韓、美、英五國執行職業安全衛生政策的主要機構； 

4. 德、日、韓、美、英五國職業安全衛生研究發展趨勢； 

5. 國際勞工組織(ILO)與歐盟(EU)的職業安全衛生策略與行動。 

 

一、國際勞工組織與歐盟的職業安全衛生策略與行動 

國際勞工組織(ILO)與歐盟(EU)是兩個國際組織，不過前者是倡導性的組

織，其相關公約、原則、指引等對於會員國有指導作用，但無拘束力；後者係主

權國家的自願聯合組織，其相關指令不但對會員國有指導作用亦有拘束力。因

此，分別加以簡述這兩個組織的職業安全衛生策略與行動。 

(一)國際勞工組織 

國際勞工組織(ILO)為了鼓吹其「合宜勞動」議程中的職業安全衛生課題，

試圖將安全衛生的工作環境權利提升至基本人權的層次。該組織要求各會員國政

府必須與社會伙伴以及其他利害關係人諮商，建構職業衛生安全政策，以預防與

保護作為各項政策與方案的目標，而且透過檢查確保政策遵從。 

根據國際勞工組織(ILO)觀察，全球職業安全衛生面臨的挑戰包括： 

1. 熟知的危害與風險仍然存在(如：危險物質、機器和工具、手工操作)； 

2. 新生議題出現(如：生物危害、社會心理危害、肌肉骨骼傷害)； 

3. 人口結構的因素和動態、就業型態轉變與工作組織改變、性別分化、企



 226

業規模與結構以及生命週期、技術進步快速等等產生新型危害、暴露和

風險模式。 

作為因應上述挑戰，國際勞工組織(ILO)於 2003 年提出「職業安全衛生全球

策略」，其中有兩個重要的基本支柱： 

1. 建立與維持國家預防性安全衛生文化。這是一種政府、雇主和勞工都尊

重安全衛生工作環境權利的文化，這三方都接受預防原則居最優先地

位，透過界定明確權利、責任和義務的制度，積極參與確保安全衛生的

工作環境。 

2. 國家層級導入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途徑。 

此外，國際勞工組織(ILO)建議會員國，應該考量改善企業層級工作條件的

方法，包括中小企業和非正式經濟中的事業單位，同時，針對青年、身心障礙、

移民勞工、自營作業者等弱勢勞工，可使用下列方法：(1)擴大法令適用範圍；(2)

加強執行與檢查能力；(3)加強提供職業安全衛生領域技術顧問與協助的能力；(4)

使用經濟性誘因；(5)加強初級健康照護制度與職業衛生之間的聯繫措施；(6)在

學校課程與整個教育系統中，導入危害、風險和預防觀念。 

國際勞工組織(ILO)推動職業安全衛生的行動計畫內容包括： 

1. 推動、喚起知覺與倡導。 

2. 國際勞工組織(ILO)的工具，包括：(1)發展建構職業安全衛生推動框架的

新工具；(2)修正相關公約與建議書；(3)提高工具對應挑戰的適切性；(4)

有系統地更新操作守則與技術準則。； 

3. 技術協助與合作；包括：(1)針對有需要的國家提供協助與合作；(2) 整

合三方努力改善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系統；(3)國家最高當局領導推動職業

安全衛生系統；(4)制定評量國家職業安全衛生方案進展的工具；(5)加強

職業安全衛生地區組織的能力與知識。 

4. 知識發展、管理與傳播，包括：(1)增進協助會員國改善發展、處理和傳

播知識的能力；(2)加強職業安全衛生研究；(3)協助會員國獲取職業安全

衛生資訊；(4)開發蒐集、分析資料的一致性方法；(5)加強教育訓練；(6)

加強「種子師資訓練」與建立開發中國家訓練機制。 

5. 國際合作：有關。國際勞工組織(ILO)職業安全衛生策略與行動整理如表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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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國際勞工組織職業安全衛生策略與行動 
全球挑戰 全球策略 行動計畫 

1. 熟知的危害與風險仍

存在 

2. 新生議題出現(如：生

物危害、社會心理危

害、肌肉骨骼傷害) 

3. 人 口 結 構 因 素 和 動

態、就業型態轉變與

工作組織改變、性別

分化、企業規模與結

構以及生命週期、技

術進步快速等產生之

新型危害、暴露和風

險模式 

1. 建立與維持國家預防

性安全衛生文化 

2. 國家層級導入職業安

全衛生管理系統途徑 

3. 國家應該特別考量改

善中小企業、非正式經

濟事業單位、青年、身

心障礙、移民勞工、自

營作業者等弱勢勞工

的工作條件的方法 

 

1. 推動、喚起知覺與倡

導 

2. 利用發展職業安全衛

生推動框架、修正相關

公約與建議書、提高工

具 對 應 挑 戰 的 適 切

性、更新操作守則與技

術準則等工具 

3. 技術協助與合作 

4. 知識發展、管理與傳

播 

5. 國際合作 

 
(二)歐盟 

職業安全衛生是歐盟(EU)就業與社會政策中高度發展的領域，就業與社會

政策的依據是歐盟條約(EC Treaty)第 137 條。歐盟執行委員會是職業安全衛生策

略的制定機構，歐洲職業安全衛生局(EU-OSHA)」則是執行職業安全衛生策略的

單位。 

就歐盟(EU)的觀察，其會員國在職業安全衛生上普遍面臨的挑戰如下： 

1. 某些類別的勞工過度暴露於職業風險(如：青年勞工、女性勞工、工作不

穩定勞工、年長勞工與移民勞工)； 

2. 某些類型的公司比較脆弱(尤其是中小企業)； 

3. 某些部門仍有特殊危險(如：營建業、農業、漁業、運輸業、健康照護業

和社會服務業)； 

4. 某些類型的職業病更為普遍(如：肌肉骨骼傷害、傳染病、與心理壓力相

關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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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職業危險因素的性質隨著變革加速正在改變，新的風險因素如工作中的

暴力(包括性騷擾與心理騷擾)與藥物上癮、工作型式的轉變(工作生活變

得更支離破碎)等等； 

6. 新的就業趨勢(如：自營作業增加、外包與中小企業僱用人數增加)； 

7. 各會員國實際執行共同體立法的程度各有不同。 

為因應新的挑戰，2002 年，歐盟執委會訂定「2002-2006 歐盟職業安全衛生

策略」，採取工作福祉整體途徑，考量工作場所的變化與新出現的風險，尤其是

社會心理性質的風險。接著，再訂定「2007-2012 歐盟職業安全衛生策略」，首要

目標為持續且一致性降低職災與職業病，整體目標是將 27 個會員國的職災率每

1 萬名勞工降低 25％。 

為了達成策略目標，歐盟執委會建議各會員國採取下列行動： 

1. 建立現代的與有效的法律架構，包括：(1)加強執行共同體立法；(2)加強

以合作的方式監督立法適用；(3)簡化立法架構與適應變遷。 

2. 鼓勵制定與執行國家策略，包括：(1)改進預防性健康監測的有效性；(2)

採取促進職災勞工重建與重新融入的行動；(3)因應社會與人口結構的變

遷；(4)強化政策的一致性。 

3. 促進改變行為模式，包括：(1)將安全衛生融入教育訓練方案；(2)更安全

與更衛生的工作場所：在公司內改進衛生與增進知覺； 

4. 面對新增風險，包括：(1)確認新風險；(2)促進工作場所心理衛生。 

5. 評量進程。 

6. 在國際層次上促進安全衛生。 

歐盟(EU)職業安全衛生策略與行動整理如表 8.2。 

表 8.2 歐盟職業安全衛生策略與行動 
挑戰 策略 建議會員國行動 

1. 青年、女性、工作不

穩定、年長、移民等類

勞工過度暴露於職業

風險 

2. 中小企業比較脆弱 

3. 營建、農、漁、運輸、

1. 採取工作福祉整體途

徑，考量工作場所的變

化與新出現的風險，尤

其是社會心理性質的

風險。 

2. 持續且一致性降低職

1. 建立有效的法律架構 

2. 制定與執行國家策略 

3. 促進改變行為模式 

4. 面對新增風險 

5. 評量進程 

6. 在國際層次上促進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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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 策略 建議會員國行動 
健康照護和社會服務

等部門仍有特殊危險 

4. 肌肉骨骼傷害、傳染

病、與心理壓力相關疾

病更為普遍 

5. 職業危險因素的性質

隨著變革加速正在改

變，如性騷擾與心理騷

擾、藥物上癮、工作生

活更支離破碎 

6. 自營作業、外包與中

小企業僱用人數增加 

7. 各會員國執行共同體

立法程度不一 

災與職業病 

 

全衛生 

 

 

二、德、日、韓、美、英職業安全衛生挑戰與因應對策比較 

根據本研究蒐集之資料，以表 8.3 呈現德、日、韓、美、英五國職業安全衛

生挑戰與因應對策比較。 

表 8.3  德、日、韓、美、英職業安全衛生挑戰與因應對策比較 
國

別 挑戰 策略 政策行動 

德 

 

 

 

 

國 

1.人口結構改變，年長

勞工增加。 

2.工作生命延長 

3.農業中傳染病的新風

險 

4.辦公室工作場所增加 

5.勞工競爭壓力增加、

工作不保的恐懼日增 

1. 減少職業傷害的發

生率與嚴重度 

2. 減少肌肉骨骼系統

疾病 

3. 減少職場精神心理

負荷疾病 

4. 減少循環系統負荷

疾病 

1.審視高危險行業、作

業或族群，如：精神

心理壓力特別高的行

業、作業；重體力與

姿勢不良的行業、作

業；無一定作業場

所、彈性工作、輪班

工作、年輕、營造業、



 230

國

別 挑戰 策略 政策行動 

6.新技術、新工作型態 

7.工作虛擬化成長 

8.無保障與臨時工作急

遽增加 

 

5. 減少職業性皮膚病

發生率與嚴重度 

6. 減少噪音負荷與噪

音性聽力損失 

7. 降低職業性呼吸道

疾病發生率與嚴重

性 

8. 因應職場環境的變

遷 

9. 因應奈米科技的挑

戰 

10.創新與預防的夥伴

關係 

11.增進企業對安全衛

生重視、改善職場健

康意識與行為、發展

預防措施 

12.加強從事特別危害

健康作業的勞工之

保護 

中老年等等勞工。 

2.提供勞工皮膚保健知

識、皮膚保健措施的

研究 

3.加強企業對低噪音機

具設備的認識與採購

意願 

4.發展具企業特殊性的

預防策略、提供企業

重視職場健康促進的

誘因 

5.加強與其他社會保險

系統的合作 

6.職場健康促進措施、

提供適當的支援與條

件使勞工健康工作到

退休。 

7.提升勞工對奈米產品

認識、研究奈米物質

暴露的健康效應 

8.勞動檢查機構對於職

業安全衛生與風險評

估有統一的認識 

 

日 

 

 

本 

1. 過勞死增加 

2. 就業類型多元化引

發安衛責任歸屬問題 

3. 營造業、製造業、陸

上貨物運輸業、第三

1. 儘可能降低死亡事

故 

2. 確保中小企業安全

衛生工作落實 

3. 減少勞工心理負擔 

1. 促進自主性安全衛

生活動，如：實施危

險性且有害性調查、

活用安全衛生管理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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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別 挑戰 策略 政策行動 

產業(路面清掃、垃圾

清理)職災率偏高 

4. 腦部、心臟血管疾病

偏多 

5. 石綿引發之惡性肺

水腫死亡人數激增，

估計 2030~2050 年間

將為發病高峰。 

6. 因化學物質導致染

病者逐年增加 

 

4. 全面推展教育宣傳

活動 

5. 動員全社會廣泛參

與 

6. 因應就業流動性大

與 工 作 轉 換 頻 繁 特

性，擴大安全培訓密

度。 

2. 特定災害對策，如：

機械、墜落摔落災害

預防。 

3. 職 災 頻 繁 行 業 對

策，如：製造業、營

建業、陸上貨物運送

業。 

4. 職業病預防對策，

如：腰痛、振動、噪

音障害預防。 

5. 石 綿 障 害 預 防 對

策，如：徹底執行全

面禁用石綿、預防解

體作業暴露、推動離

職者健康管理。 

6. 化學物質對策，如：

化學物質職災預防、

化學物質管理。 

7. 心理健康對策及過

勞導致健康障害預防

對策 

8. 産業保健活動、健康

促進及舒適職場促進

對策 

9. 強化安全衛生管理

對策，如：推動中小

企業、就業型態多元

化 、 老 年 勞 工 等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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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別 挑戰 策略 政策行動 

策。 

10. 推動高效率高效果

措施，如：促進職業

安全衛生研究、推動

地域職災頻繁行業等

對策。 

韓 

 

 

 

 

 

國 

1.小型企業職災率偏高 

2.壓傷、滑倒或絆倒、

墜落或翻倒、撞擊、

飛落物撞擊等五大傷

害 

3.製造業與營建業職災

率偏高 

4.女性與年長勞工職災

率上升 

5.外籍勞工與非典型的

安衛漏洞 

6.肌肉骨骼傷害與心臟

血管疾病居高 

1.有效管理容易發生死

亡災害的區域並強化

預防大型災害的能力

2.改善小型工作場所安

全水準 

3.建立供勞資聯合參與

職災預防的方案以奠

定自願預防職災的基

礎 

4.強化勞工部預防職業

病的能力 

5.形塑勞資雙方遵從法

律的氛圍，強化安全

衛生訓練與工作場所

責任，使有效檢查與

監督得以執行。 

 

1.以職業安全衛生脆弱

區域為管理工作的焦

點，尤其是降低製造

業職災，如：化學業

與化工業製程安全管

理、推動造船業的安

全管理、預防建築工

地重複出現的職災。

2.鼓勵公司採取自願性

預防職災行動 

3.促進勞工健康，支援

健康管理。 

4.對雇主課以更多職災

責任，檢查危險機器

與設備。 

5.提升職業安全衛生水

準。尤其是支援小企

業工作場所的職災預

防(CLEAN 方案) 

6.保護脆弱勞工，尤其

是派遣勞工與外籍勞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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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別 挑戰 策略 政策行動 

7. 提高安全衛生知覺 

美 

 

 

 

 

 

國 

1.人口結構改變，移民

與難以接觸到的勞工

增加、青年勞工比例

逐漸提高、中高齡者

繼續工作、臨時工快

速增加。 

2.煤礦使用量未來會大

幅增加，因此礦工工

作時間延長、新礦場

增加、舊礦場擴充。 

3.突發事件如季節性流

行性感冒、恐怖攻擊

事件 

4.新技術的暴露與危害

如新化學製劑、例如

奈米材料 

5.食品添加物如聯乙醯

對健康的潛在影響 

6.肌肉骨骼傷害與工作

道路交通事故 

 

1.透過法規遵從協助與

執行職業安全衛生規

範和標準 

2 .降低礦業與工作相關

的死亡與傷病 

 

1.利用強制執行方案和

外展、教育、遵從協

助，以及自願合作方

案； 

2. 持 續 採 取 平 衡 途 徑

如：制定或修正規範

和標準、主導對致命

率最高的事業單位與

產業之檢查與外展服

務、回應對嚴重工作

場 所 危 害 情 況 的 控

訴、針對不安全工作

條件或高危險產業所

設計的「國家與地方

重 點 方 案 」 加 以 輔

助。 

3.要求每一個地下煤礦

制定書面緊急應變計

畫，並完成電子追蹤

系統。 

4.礦業安全衛生署有權

申請禁制令關閉礦場

5.創設獎學金方案舒緩

未來訓練過的與有經

驗的礦工與礦業安全

衛生署人員 

6.持續擴大與產業、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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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別 挑戰 策略 政策行動 

工與設備製造商的積

極伙伴關係 

7.利用各種方案持續外

展檢查以處理優先議

題 (如上覆岩層致命

相關的風險) 

8.利用州補助方案資助

各州執行最佳礦坑救

援設備與嚴格的安全

訓練。 

9.集中資源對較高風險

職業進行更嚴格的採

樣協定。 

英

國 

1.建築業和農業職災死

亡高 

2.建築業 80％疾病為肌

肉骨骼傷害 

3.壓力、憂鬱症或躁鬱

症損失工作天數高 

 

1. 風險管理 

2. 職業安全衛生管理 

3. 政府介入 

4. 使能司法 

1.提倡 Fit3 方案 

2. 規 範 高 風 險 行 業 ，

如：核能設施、陸上

和近海和重大危險源

工業 (近海石油和天

然氣、化學和石油、

採礦、爆炸物的製造

和儲存、天然氣儲存

等) 

3. 爭 取 企 業 支 持 ， 包

括：影響企業接受高

標準職業安全衛生規

定，並認可社會和經

濟福利；與企業合作

去預防重大危險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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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別 挑戰 策略 政策行動 

的災難性事故。 

4.各項干預措施，包括

檢查、執法、諮詢和

宣傳 

5.透過相關法規，提供

所 有 企 業 公 平 的 條

件，確保法律遵從；

透過「申訴處理方案」

集中處理申訴事件。

6.發展科學與研究，增

加安全衛生實驗室科

學家、工程師和分析

師的科學研究經費。

 

從表 8.3 可知，德、日、韓、美、英五國職業安全衛生遭遇的問題與挑戰有

相同之處，亦有相異之處。首先，它們共同面臨的問題可以歸納如下： 

1. 人口結構改變造成的問題：各國因人口結構改變出現女性勞工與年長勞

工增加，由於生理原因，他們較其他群體容易遭遇傷害與職業病。 

2. 工作生命延長：勞工工作生命延長，工作壓力以及危害暴露於形成累積，

容易發生職業傷害與職業病。 

3. 小型事業單位職災率偏高：就事業單位規模而言，小型事業單位職災率

偏高，主要原因是它們的人力、經驗、經費不足。 

4. 製造業、營建業職災率偏高：就行業或產業部門而言，製造業、營建業

基於特性使然，勞工較容易發生職業傷害與職業病，職災率也偏高。 

5. 肌肉骨骼傷害與精神心理疾病較為嚴重：就勞工的職業傷害與職業病類

型而言，肌肉骨骼傷害與精神心理疾病較為嚴重，尤其是競爭壓力與工

作無保障的恐懼，普遍成為精神心理疾病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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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新技術的暴露與危害：由於科技發展，工作場所使用許多新化學製劑

(如：奈米原料)，這些原料的危害性過去並不熟知，因此成為關注焦點。 

7. 就業類型多元化：就業類型多元化過程中，出現許多非正規或非典型勞

工，例如：臨時工、派遣勞工、部分工時工，這些勞工往往「難以接觸

到」，成為職災預防的難題，而且他們可能時常轉換工作，由於不熟悉

新工作環境，較易受到傷害，有時更會引發安衛責任歸屬問題。 

8. 移民勞工：移民勞工多從事三 D 工作，加上與地主國的語言隔閡，構成

安全衛生溝通障礙。 

除了上述共同問題之外，有些國家面臨個別問題，或者某些問題較其他國

家嚴重。舉例來說，德國農業中的傳染病新風險較受到關注；英國農業職災死亡

高；日本過勞死較為嚴重、石綿危害引發之職業病較受到關注；美國對煤炭作為

能源的依賴程度較高，而且礦場迭生災變，因此礦工的安全衛生受到重視，同時

由於有 911 恐怖攻擊之後的救災經驗，救災人員的安全衛生特別列入職業安全衛

生政策。 

各國在因應職業安全衛生遭遇的問題與挑戰的政策上，均以持續加強職業

傷害與職業病預防為焦點。主要的行動方案以投注較多的資源在：(1)安全衛生

脆弱的事業單位(如：小型企業)、勞工(如：非正規勞工與外勞、年長勞工、礦工)、

行業或產業部門(如：製造業與營建業)；(2)對於新材料危害性的研究；(3)肌肉骨

骼傷害與精神心理疾病之預防；(4)健康促進。主要的措施則包括：(1)健全職業

安全衛生法規；(2)鼓勵雇主建構與強化自主安全衛生管理系統；(3)政府或其他

相關機構提供技術協助；(4)加強安全衛生檢查；(5)加強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三、各國職業安全衛生政策值得借鏡之處 

(一)參照德國「共同策略」制定過程整合職業安全衛生政策成一體系 

近年來，我國對於職業安全衛生之重視程度日益提高，也不斷採取實際行

動，例如：積極修改法律使職災預防體系更為完備。尤其值得稱許的是，我國依

據國際勞工組織(ILO)「職業安全衛生促進架構公約」的內容，試圖建構國家級

方案，因此於 2009 年 3 月訂定「職業安全衛生促進方案」(2009-2011 年)，作為

未來三年職業安全衛生政策執行之準據。惟，我國目前缺乏整體與明確的長期策

略，建議參照德國訂定「德國職業安全衛生共同策略」(GDA)的過程，一則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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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略，二則將現有職業安全衛生計畫、方案等整合成一體系。 

德國為因應職業安全衛生問題的挑戰，並內化歐盟(EU)和國際勞工組織

(ILO)對會員國的要求，在 2006 年制定「德國職業安全衛生共同策略」(GDA)，

德國國會在 2008 年 10 月將共同策略立法化，納入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之中，

成為相關單位必須承擔的責任，成為德國職業安全衛生發展史上的新里程碑。 

依據德國職業安全衛生共同策略(GDA)，職業安全衛生相關單位共同制定五

年(2007-2012)職業安全衛生目標與行動領域。職業安全衛生目標與行動領域乃根

據一定的基準，考慮社會現況而決定。在行動領域之下，制定工作方案。這些工

作方案將藉由各項指標來評量成效，以確保德國職業安全衛生共同策略(GDA)

能夠適應社會變遷並持續改進。 

(二)重視非典型勞工職業安全衛生問題 

為因應非典型(或非正規)勞工的職業安全衛生問題以及職災補償責任，德

國、日本、韓國已訂立專法規範。反觀我國，2009 年我國行政院主計處公布「人

力運用調查」結果，「從事部分時間、臨時性或人力派遣工作者」計 65 萬人，其

中「部分時間工作者」31 萬 1,000 人，「臨時性或人力派遣工作者」49 萬 8,000

千人，分別占全體就業者之 2.98％與 4.78％(行政院主計處，2009：表 23)。這項

調查隱示，我國非典型勞工的職業安全衛生問題應該受到重視，尤其是派遣勞工

涉及安全衛生責任歸屬，未來是否立法規範或如何規範，應進一步研究。 

(三)加強對職業安全衛生新生問題的關注 

我國與本研究對象國家所面臨的職業安全衛生新生問題頗多類似之處，舉

例來說，根據勞工統計，中高年與老年勞工的人數有增加趨勢，德國、美國對這

部分勞工的健康特別關注，並訂定相關政策；其次，日本所關注的過勞死問題，

我國亦應儘速提供對策；再者，我國中小企業特多，各國傾向對中小企業遵從職

業安全衛生政策提供技術協助，我國在此方面亦應加強；最後，高科技產業使用

許多新原料與器材，各國也不斷進行研究這些原料與器材對勞工健康的危害，試

圖提出因應對策，我國亦應多與其他國家合作，交換研究資訊與成果。 

(四)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練紮根 

為了喚起民眾的職業安全衛生知覺，各國除了舉辦各種宣導活動之外，還

將職業安全衛生納入教育與職業訓練體系，希望從學校開始，就培養國民安全衛

生意識，為形塑國家安全衛生文化紮根。形塑國家安全衛生文化也是我國努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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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各級學校教育、各種職業訓練機構納入相關課程應是未來的方向。 

(五)建立國家安全衛生管理系統 

國際勞工組織與歐盟均呼籲會員國採取企業層級的安全衛生管理系統途

徑，建立國家層級的安全衛生管理系統，各國也都朝這個方向規劃。我國推動企

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多年，也獲致相當成果，未來應擴展至國家層級，在研擬職

業安全衛生長期策略時，可將此訂為目標，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的建立，

有助於形塑國家安全衛生文化。 

(六)職業災害預防機構的檢討 

毫無疑問，各國的政府機構負責制定職業安全衛生政策，不過許多非政府

機構都參與執行。德國職災保險聯合會(DGUV)是一個雇主辦理職災保險的機

構，性質是公法社團，主動從事職災預防，已有上百年歷史。日本的中災防(JISHA)

也是雇主組織，性質是特別民間法人，是日本預防職災的重要機構；勞工健康福

祉機構(JLHWO)是厚生勞動省成立的獨立行政法人，其業務之一是辦理職災保

險，這個機構使用職災保險費也從事各種職災預防活動，尤其是促進職業衛生。

韓國勞工部成立的獨立行政法人職業安全衛生法人機構(KOSHA)，是韓國規劃與

執行職業安全衛生政策最重要的機構；職業安全衛生政策成立的特殊法人勞工福

祉事業團(KLWC)、勞工職災醫療事業團(WAMCO)也從事職業衛生促進。美國承

保職災保險的民營保險公司，主動參與職災預防計畫，協助加保企業改善安全衛

生措施。英國的安全衛生委員會／署(HSC/E)性質是公共機構，負責執行職業安

全衛生政策。反觀我國，職災預防的工作均仰賴政府，企業往往處於被動，如今

面臨政府政府再造，強調機關整併、精簡，政府人力勢必無法增加，因此應該思

考是否成立其他非政府機構從事職災預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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