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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勞動檢查法制之比較研究

論文

兩岸勞動檢查法制之比較研究

杜海容
1,2
　蔡瑜潔

3
　王悅蓉

4
　陳振和

1

1　
長榮大學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研究所

2　
智勝法律事務所

3　
長榮大學科技工程與管理學系

4　
華懋國際法律事務所

摘要

近年來兩岸之勞動政策及勞動環境均各自有其變化，隨著兩岸交流頻繁，兩岸企業實有必

要相互熟悉職業安全衛生政策管制內容及措施，尤其台灣政府及企業應密切注意兩岸管制內容

之異同，積極因應兩岸政策及法令變化之挑戰。

本研究針對勞工安全衛生範疇之勞動檢查作探討，主要從兩岸法規內容之法體系、組織、

檢查範圍、檢查程序、法律責任等面向，進行有系統的整理及分析比較。在法體系面向，臺灣

係將勞動安全與衛生合併規範於職業安全衛生法中，並將勞動檢查另立單行法規即勞動檢查

法；中國則將安全與衛生分別規範於安全生產法及職業病防治法中，同時亦將安全檢查、衛生

檢查分別規範於該二大法中，未若臺灣有針對勞動檢查部分設立專法；在組織面向，臺灣勞動

檢查型態，原則上採中央專責機構統一垂直管理，中國則採中央與地方分級管理模式；在檢查

範圍方面，台灣之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令及中國之安全生產監管相關法規之內容均得為檢查事

項，從而因兩岸職業安全衛生內容之不同而有差異；在檢查程序方面，兩岸各自之規範差異性

較小；在法律責任方面，兩岸法規對於違法者均定有停工、停業、罰鍰等行政處罰責任，刑事

責任部分，臺灣職業安全衛生法、勞動檢查法均單獨定有刑責，中國法規則無獨立之刑責規

定，僅規定依刑法有關規定追究刑責，民事賠償責任部分，兩岸均回歸其民事法規處理。

關鍵字： 勞動檢查、安全衛生、職業安全、安全生產、職業病防治

民國 105 年 3 月 31 日投稿，民國 105 年 6 月 10 日修改，民國 105 年 11 月 16 日接受。 
通訊作者：陳振和，長榮大學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71101台南市歸仁區長大路1號，電子郵件信箱：
tc8858@gmail.com；蔡瑜潔，長榮大學科技工程與管理學系，71101台南市歸仁區長大路1號，電子郵件信箱：
ac885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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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臺灣自90年代起，企業開始大量赴陸投
資，近年來亦逐漸對陸採行開放政策，先於

2010年6月29日兩岸正式簽署「兩岸經濟合作
架構協議」(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再於2013年6月21日進一
步簽署「兩岸服務業貿易協議」。然而在兩岸

交流頻繁之際，兩岸之勞動政策及勞動環境已

各自有其變化。其中臺灣於 2013年7月3日勞
工安全衛生法修正公布為職業安全衛生法，擴

大適用於各行業；而中國在2005年10月11日第
16屆五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
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簡

稱「十一五」），首次提出安全發展之指導原

則，將安全生產之保障列入該「十一五」規劃

之內容，中國於2010年10月8日第17屆五中全
會通過之「十二五」，亦延續對安全之重視，

目前中國正進行「十三五」規劃之編制工作，

對此中國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習近平提出「新常

態」執政理念，可預期中國對勞工安全健康保

障將持續提升，而管制亦將日趨嚴格。

面對兩岸上述變革，本研究擬藉由研究臺

灣勞動檢查法制，與中國安全生產監督管理法

制之異同，作為臺灣政府與企業參考，以積極

因應兩岸政策及法令變化之挑戰。

研究範圍

本研究僅針對勞工安全衛生範疇之勞動

檢查作探討，不包含勞動條件之檢查。又中

國之「安全生產」概念與「職業安全健康」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概念相近似
[1]，故本文所討論之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將
含括中國之安全生產法、職業病防治法等規制

內容；惟關於中國煤礦之安全生產監督管理，

係由國家煤礦安全監察局依據煤礦安全相關法

令，單獨針對煤礦業為監管，考量其特殊性，

故未列入研究範圍。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取文獻研究法及比較研究法。

研究過程將兩岸勞動檢查或監管之法令規章、

學術研究等相關資料，加以歸納整理、比較分

析，以探討兩岸勞動監督檢查體系的異同與利

弊，作為臺灣未來法令修訂時之建議及臺灣企

業決策之參考依據。

比較與分析

1. 法制體系架構

臺灣勞動基準法[2]、職業安全衛生法[3]
分別規範勞動條件、勞動安全衛生之管制內

容，並在三部法典之監督與檢查一章中就勞動

檢查作原則性規定，至檢查之機構、人員、程

序等詳細事項，則另立勞動檢查法[4]作統一
規範；中國則係分別以勞動法[5]、安全生產
法[6]、職業病防治法[7]三部法典，規範勞動
條件、勞動安全、勞動衛生之監督管理內容，

並在該三部法典中，分別於監督管理或監督檢

查一章中，規範其檢查機構、檢查程序、檢查

事項等相關規定，而未特別另立專法作詳細規

範，故兩岸檢查法制之體系應如下表1所示。
其中台灣法制部分，勞動檢查法與勞動基準

法、職業安全衛生法，同屬法律位階，故將三

法典並列，然勞動檢查法係為實施勞動檢查，

貫徹勞動法令之執行所制定之專法，乃將勞動

檢查法列於另二部法典之前。

臺灣勞動基準法及中國勞動法雖亦有關於

檢查之規定，但本文之研究範圍限安全衛生之

檢查，不包括勞動條件之檢查，故本文未將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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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基準法、勞動法納入主要討論，併予敘明。

表1　兩岸勞動檢查法制體系表

臺 灣 中 國

勞動檢查法
勞動法 安全生產法 職業病防治法

勞動基準法 職業安全衛生法

惟論者有認為職業安全與衛生息息相關、

不可人為分離，應共同服務于勞動者的人身安

全和身心健康，故中國現行立法採用職業安全

保護與職業病防範分別立法體例，分別制定

《職業病防治法》和《安全生產法》，在立法

體例與立法理念上對法律的綜合性調節功能考

慮不夠，不利於建立全面預防職業危害的國家

管理體制[8]。相較下，臺灣將安全與衛生同列
在職業安全衛生法中，則無此疑義。臺灣將勞

動檢查法與職業安全衛生法分列，亦較符合實

體規範與程序規範分離之體例。

至於臺灣之職業安全衛生法第1條後段明
定「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中

國安全生產法第2條後段則明定「有關法律、
行政法規對消防安全和道路交通安全、鐵路交

通安全、水上交通安全、民用航空安全另有規

定的，適用其規定」。看似職安法退居為普通

法，安全生產法除消防等領域外，仍具統一

性、綜合性之基本法性質[9]，但本文認為，在
職安法之適用上，仍應視職安法與其他法律之

個別法條而定，倘職安法之個別法條規定較為

完整嚴謹，仍應先適用，亦即職安法應具補充

及滲透功能，較符合該法為防止職業災害，保

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之立法目的。

2. 組織

(1) 臺灣
目前臺灣職業安全衛生之檢查，主要由勞

動檢查機構及代行檢查機構負責。依勞動檢查

法第5條規定，勞動檢查機構係指，一、中央
主管機關所設之勞動檢查機構，即中央勞動部

職業安全衛生署直屬之北區、中區、南區職業

安全衛生中心；二、中央主關機關授權直轄市

主管機關專設之勞動檢查機構，即台北市勞動

檢查處、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台中市勞動

檢查處、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三、

中央主關機關授權有關機關專設之勞動檢查機

構，即科技部所屬之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

局、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南部科學工業

園區管理局、經濟部所屬之加工出口區管理處

[10]。後二者授權之檢查機構應受中央主管機
關之指揮監督。

至於代行檢查機構，依同法第3、17條，
僅得進行危險性機械或設備之勞動檢查，並應

受中央主管機關之監督。

上開法規明定將勞動檢查權限交由中央主

管機關即勞動部為之，直轄市主管機關、其他

有關機關或代行檢查機構之檢查權限並非源自

法律授權，而須經中央主管機關之特別授權始

得為之，且須受勞動部之指揮監督，故臺灣勞

動檢查組織系統具中央集權性質[11]，應歸為
中央統一垂直管理模式。

(2) 中國
中國組織系統應分別就安全生產法、職業

病防治法二部法典，依中央、地方安全生產監

督管理部門間之縱向關係，以及安監部門與其

他部門間之橫向關係作探討。

A. 安全生產法：
在縱向關係上，探討中央與地方

安監部門間級別管轄上的職責分工，依

安全生產法第9條第1項規定，中央與地
方均設有安監機構且均有安監權責，並

依中央、地方層級作分級管理[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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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之安監部門為國家安全生產監督

管理總局，在地方為省、區、市、縣安

監局。

橫向關係上，安全生產監督管理

局與各行業主管部門在安監職責上之分

工，依安全生產法第9條第2項規定，中
央或地方政府之安監部門與其他部門，

均得進行安監工作，並依各部門之職責

範圍各自負責。

B. 職業病防治法：
在縱向關係上，依職業病防治法

第9條第2項前段、第3項前段規定，亦
採中央與地方分級管理。

在橫向行政關係上，依職業病防

治法第9條第2項後段、第3項後段規
定，亦採衛生監管部門與其他部門併行

監管之模式。

C. 在職業病防治之監管機關，安監部門雖
與衛生部門、勞動部門共同監管，然依

職業病防治法規定，監督檢查及裁處權

限均由安監部門任之，因此，綜合二部

法典之規定可知，安監部門係職司安全

生產與職業病防治監督檢查之機關，可

謂中國之勞動檢查主要仍由安監部門負

責，故在探討中國勞動檢查之組織系統

時，應著眼於職司監督檢查之安監部門

組織上，亦即上述中央與地方安監部門

間之縱向關係，而將中國勞動檢查之組

織系統歸納為中央、地方分級管理模

式。

(3) 比較分析：
比較兩岸之規定，臺灣法律明文將檢

查權限授予中央主管機關即勞動部，但並

未直接授權予直轄市主管機關或科技部等

有關機關，而須經勞動部之輾轉授權；中

國之法文則大為不同，其明文將監督檢查

權限同時授與國家安監總局以及縣級以上

地方各級安監局或部門，是地方安監部門

依法即得直接行使檢查權限。因此，兩岸

之勞動檢查組織系統模式即有本質上之差

異，臺灣採統一垂直管理，中國則採中央

地方分級管理模式。臺灣勞動檢查採中央

勞動部統一垂直管理，由勞動部依區域或

事務劃分檢查機構之轄區，一企業只需面

對一檢查機構之管理，優點為不會有檢查

資源重複配置問題，中國監督檢查所採行

中央、地方分級管理之模式，一企業須面

對各級安監部門之監管，缺點為有組織重

複及職權區分不明問題，論者有謂應改採

垂直管理作為因應[1,13]。
3. 檢查範圍

勞動檢查範圍在主觀面探討受檢查對象為

何，在客觀面探討檢查事項為何，茲就兩岸法

令規定內容分此二面向敘述如下：

(1) 應受檢查對象
比較兩岸法規之應受檢查對象，臺灣

檢查對象較廣，包括各業之所有工作者，

且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1款規定亦適
用於無聘僱勞工之自營作業者；惟部分對

象之應受檢查事項則有限制，例如依勞動

部103年9月26日勞職授字第1030201348號
公告所明定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部分規定

之事業範圍，其中A類政府機關、民意機
關、國防事務業、國際組織及外國機構，

B類宗教組織、政治團體、本法103年7月3
日施行後新增適用之各業，其事業規模為

勞工人數五人以下者，C類政府機關之犯
罪矯正機關或其他收容處所之收容人、職

業運動業之運動員、其他運動服務業之運

動裁判、宗教組織之專職傳教人員、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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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業之家事服務人員，僅適用職業安全

衛生法部分法條。

相較下，安全生產法不及於無工商活

動之政府機構、非營利團體，職業病防治

法則不及於自營作業者，保障均不若臺灣

法周延。

(2) 檢查事項
比較臺灣勞動檢查法第4條規定，中

國依安全生產法第62條規定、職業病防治
法第63、64條規定，臺灣與中國間之檢查
事項均為依法令規定之事項。惟兩岸之勞

工安全衛生法令規制的內容各有其不同，

勞動檢查事項即因而相異，茲就兩岸職業

安全衛生法、安全生產法、職業病防治法

所規制之主要內容，臚列如表2，並分項
比較說明如下：

A. 工作場所之建築
中國法規定建設項目安全設施、

職業病防護設施必須與主體工程同時設

計、同時施工、同時投入生產和使用；

職業病危害嚴重的建設專案的防護設施

設計，應當經安全生產監督管理部門審

查，符合國家職業衛生標準和衛生要求

的，方可施工，建設專案竣工驗收時，

其職業病防護設施經安全生產監督管理

部門驗收合格後，方可投入正式生產和

使用。

臺灣職業安全衛生法中並無規定

安全衛生設施應與建築物同時設計、施

工、投入生產使用，亦無須經職業安全

衛生部門審核或驗收之規定，中國之規

定殊值借鏡。

表2　檢查事項比較表

編
號

檢查項目 臺 灣 中 國

1 工作場所之
建築

職業安全衛生法無規定。

三同時制度。

安全生產法
第28至31條。

職業病防治法
第18、19條。

2
保障勞工安
全衛生所需
費用

職業安全衛生法無規定。

安全生產資金投入制度。

安全生產法
第20條。

職業病防治法
第22、42條。

3 工作場所
作業許可

危險性工作場所之作業許
可：勞動檢查法第26條。

許可證制度：安全生產法第
17條。

4 安全衛生設
備之檢驗

機械器具設備源頭管理及
型式驗證：職業安全衛生
法第7至9條。 安全設備檢測檢驗制度：安

全生產法第34條。
危險性機械或設備檢查：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16條。

5 危險化學品
管理

危害性化學品之通識措施
與分級管理：職業安全衛
生法第10、11條。
新化學物質源頭登錄：同
法第13條。
管制性化學品之限制：同
法第14條。

危險物品之管制：安全生產
法第36條。
危害化學材料之管制：職業
病防治法第30條。

6 作業環境
監測

作業環境監測：職業安全
衛生法第12條。

職業病危害因素監測：職業
病防治法第27條。

7 勞工健康
勞工健康：職業安全衛生
法第20至22條。

健康檢查：職業病防治法第
36、37條。

8 安全衛生
管理

安全衛生管理及自動檢
查：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3
條。

安全生產管理：安全生產法
第21條。

職業衛生管理：職業病防治
法第21條。

9 教育訓練 教育訓練：職業安全衛生
法第32條。

教育培訓制度。

安全生產法第
2 4至2 7、5 5
條。

職業病防治法
第35條、第40
條第1款。

10 災害防救 職業安全衛生法無規定。

事故應急救援。

安全生產法第
7 6至7 9、8 2
條。

職業病防治法
第38條。

B. 保障勞工安全衛生所需費用
中國法規定生產經營單位應當具

備的安全生產條件所必需的資金投入；

用人單位亦應當保障職業病防治所需的

資金投入。又依《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

強安全生產工作的決定》企業應提取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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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費用，並繳納安全生產風險抵押金、

工傷保險費。

中國之安全生產法及職業病防治

法有普遍性規定，企業應投入安全生產

資金，以加強安全衛生設施、設備；相

較下臺灣僅規定政府在辦理公共工程時

應透過契約要求廠商編列安全衛生經

費，其他情形則未見有類似規定，該規

範之強制性及普遍性均不足，中國規定

堪可作為臺灣將來立法之參考。

C. 工作場所作業許可
兩岸就作業許可之規定相類似，

均針對特定之較危險之事業始需經事前

之審查、檢查合格後，方得作業，僅在

適用之對象上有些許不同，臺灣係針對

石化工業、農藥製造、爆竹煙火及火

藥、高壓容器等危險性工作場所，須事

先取得作業許可，中國依安全生產許可

證條例之規定[14]，係對礦山企業、建
築施工企業和危險化學品、煙花爆竹、

民用爆破器材等5類危險行業，須事先
取得作業許可。

D. 安全衛生設備之檢驗
兩岸法規針對鍋爐、壓力容器等

特定機械、設備或器具，均有相關之檢

測檢驗規定，此為相同之處。但在主管

機關上，臺灣就此部分仍屬勞動部之管

制範疇，僅基於人力考量，委託代行檢

查機構進行危險性機械或設備之檢查；

相較下，依中華人民共和國特種設備安

全法[15]、特種設備安全監察條例[16]
之規定，特種設備之監管機關為國務院

負責特種設備安全監督管理的部門，現

為國家品質監督檢驗檢疫總局（簡稱質

檢總局），而非安監部門，僅在安全生

產許可證條例規定之礦山企業、建築施

工企業和危險化學品、煙花爆竹、民用

爆破器材等5類生產企業，安監部門得
透過許可證之頒發，而將上開五類企業

之設備納入安全生產監管體系[12]。
E. 危險化學品管理

兩岸法令均有規定對於危險性化

學品應採取之通識措施，以及對於新化

學品之登錄措施等，其餘更細節性之規

定均於相關之行政法規中有明文，故兩

岸就此部分並無太大之不同。

F. 作業環境監測
兩岸就此之規定大致相同，但臺

灣法規規定雇主得自行設置作業環境監

測機構實施監測，亦得委託由中央主管

機關認可之監測機構實施，且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免經監測機構分析之監測項

目，得僱用合格監測人員辦理即可。而

中國則規定一概由依法設立的取得國務

院安全生產監督管理部門或者設區的市

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安全生產監督管理

部門按照職責分工給予資質認可的職業

衛生技術服務機構進行，中國關於監測

機構之規定，相較下較無彈性。

G. 勞工健康
兩岸均規定事業單位應對勞工進

行健康檢查，並應對患有職業病之勞工

為適當處置等，但中國規定上崗前、在

崗期間和離崗時之三種健康檢查，並規

定未進行離崗前職業健康檢查不得解除

或者終止勞動合同，中國規定較臺灣完

整，建議作為臺灣將來修法之參考。

H. 安全衛生管理
兩岸法規均有關於安全衛生管理

之實施規定，並均參酌ILO-OSH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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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OHSAS 18001訂有職業安全健康管理
體系指引或規範（中國簡稱OSHMS，
臺灣簡稱 TOSHMS），且均列為國家
標準。適用對象上，中國安全生產法僅

規定礦山、建築施工單位和危險物品的

生產、經營、儲存單位，應配置安全管

理單位進行安全管理，職業病防治法則

未區分行業，規定一律應配置衛生管理

人員進行衛生管理；臺灣法則係依據事

業類別及規模大小，配置不同管理單位

進行不同程度之管理[17]。至於關於安
全衛生管理系統之建制，中國之實施並

非強制性的，臺灣法令明訂須強制實施

者僅規模較大之危險行業、危險化學品

業及石化業。

I. 教育訓練
兩岸均規定雇主有對勞工實施教

育訓練之義務，勞工亦有接受教育訓練

之義務，關於教育訓練之課程內容、時

數，則分別有臺灣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規則、中國《生產經營單位安全培訓

規定》加以規範，但中國所稱之安全培

訓範圍較大，除與臺灣規範相同之生產

經營單位從業人員、承擔安全評價、諮

詢、檢測、檢驗的人員、安全生產應急

救援人員外，中國另包括安監部門之政

府人員、從事安全教育培訓工作的教

師、危險化學品登記機構的登記人員、

註冊安全工程師等人員之培訓活動。且

臺灣之培訓採中央主管機關統一監督管

理，並無如同中國般，依中央地方層級

分級管理之規定。

J. 災害防救
中國安全生產法及職業病防治法

均有完整之災害防救規定，相較下，臺

灣職業安全衛生法或勞動檢查法均無規

定政府機構或事業單位應建立防災救援

組織，亦無規定職業安全衛生部門應負

責職災之防救者，災害之防救係規範在

災害防救法，且該法亦無事業單位應自

設防救組織之規定。

4. 檢查程序

比較兩岸關於勞動檢查程序及檢查程序中

檢查員得行使之權限、應遵守之規範等規定，

發現臺灣勞動檢查法係針對勞動檢查制定之專

法，該法及其施行細則對此均有詳盡之規定；

中國則係在安全生產法及職業病防治法中監督

管理章一併規範，完整性較不足。又關於檢查

人員得為之權限，中國之安全生產法規定檢查

人員得查封、扣押設施、設備、器材，惟應當

在十五日內依法作出處理決定；臺灣勞動檢查

法則規定須限有犯罪嫌疑者始得經由檢、警進

行搜索、扣押。

5. 法律責任

事業單位違反勞動安全衛生法令者，勞

動檢查機構或安監機構依法均得對企業進行處

罰，倘涉及刑事責任者，亦須移送法辦，而勞

工亦得請求事業單位負金錢補償或賠償責任，

關於兩岸就事業單位應負之法律責任，爰分為

行政、刑事、民事三方面進行分析比較如下：

(1) 行政責任
此分別規範在臺灣之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36、40至49條，勞動檢查法第27至29、34
至36條，以及中國之安全生產法第62、87
至111條，職業病防治法第65、70至86條，
處罰類型有停工、停業、罰款、沒入，或

其他必要措施。處罰對象上，臺灣職業安

全衛生法僅限私人，即雇主、驗證、監

測、醫療、顧問服務機構、訓練單位等，

至於對公務員違法行為之處罰，則依公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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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懲戒法等相關規定處罰，不在職業安全

衛生法中重複規定；中國安全生產法或職

業病防治法之處罰對象除私人或私人機構

外，亦包含執行公任務之部門人員或鑑定

委員會成員，雖中國亦有行政監察法規範

對公務員之處罰，但仍在安全生產領域中

再為較具體之規定，以表重視，但不無重

複規定之嫌。對私人之處罰，臺灣職業安

全衛生法及中國職業病防治法主要針對企

業；中國安全生產法則包括企業之主要負

責人、安全管理人員、其他從業人員。

(2) 刑事責任
臺灣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第41條

及勞動檢查法第34條規定，針對特定違反
勞工安全衛生法令之行為予以刑罰。安全

生產法以及職業病防治法關於刑事責任之

規定，均未就犯罪之構成要件、刑責作具

體之規範，僅有概括性的規定，而將處罰

之具體內容留待刑法處理，例如全生產法

第87、89至91、93、95至98、102、104、
106、107條規定，以及職業病防治法第
79、81、86條規定「…構成犯罪的，依照
刑法有關規定追究刑事責任」。

比較兩岸規定，臺灣針對違反特定

法條之情形，單獨定有刑責，其處罰類型

有，三年或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罰

金。中國安全生產法及職業病防治法則係

回歸其刑法規定作處罰，中國刑法就違反

安全生產法規及發生安全事故之情形，規

定最重本刑均為3年以上，情節嚴重者最
重可達10年，確有嚇阻並促使生產經營單
位提高注意之效果，但法條文字採用諸多

不明確之概念，將產生適用上之困難，例

如何謂重大傷亡事故？又如第135、137條
違反「國家規定」，倘具體內容中央法規

未規定，而係由地方性或行業性標準或規

範者，違反該地方性或行業性規範應否處

罰？相較下，臺灣職業安全衛生法之規定

即較為具體明確。

(3) 民事責任
A. 責任之成立

臺灣職業安全衛生法並未就民事

賠償責任為特別規定，故應回歸民法、

職業災害保護法去探究，臺灣職業災害

勞工保護法第7條規定，勞工因職業災
害所致之損害，雇主應負賠償責任。但

雇主能證明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明文

修正了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所採之過
失主義，而採推定過失主義，亦即除雇

主能證明其就職災之發生無故意或過失

者外，雇主皆應就職災勞工負損害賠償

責任。

中國安全生產法第111條第1項規
定，生產經營單位發生生產安全事故造

成人員傷亡、他人財產損失的，應當依

法承擔賠償責任。因此只要發生安全生

產事故，並造成人員傷亡者，生產經營

單位即應負賠償責任；生產經營單位承

擔事故責任之前提為，發生事故（自然

事故除外），且造成人員傷亡、他人財

物損失，即應負責。 
相較兩岸之規定，臺灣採推定過失

責任，中國安全生產法之規定較接近無

過失責任，至於中國之職業病防治法則

未見有關於用人單位之民事責任規定。

B. 金錢賠償及補償範圍
臺灣職業安全衛生法並未就雇主

之賠償或補償範圍為特別規定，而須從

民法、勞動基準法等法規去探究，可得

出臺灣職災勞工得請求之內容有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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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依民法侵權行為法則請求之損害賠

償，二為依勞動基準法規定之職災補

償，三為勞工保險條例規定之勞保給

付，以上三者間之關係若有重複者應予

適當之調整，且依臺灣民法第217條規
定，倘勞工違反勞工安全衛生法令之規

定，致生職業災害，雇主亦得依上述過

失相抵之規定，主張按勞工之過失比

例，減輕賠償金額。

中國安全生產事故之傷亡者可取

得三種賠償金，一為工傷保險賠償金、

二為民法通則規定之賠償金，三為單獨

之事故人身傷亡賠償金，且彼此間不互

相包含，縱有重疊亦無庸調整，甚且在

從業人員本身有過錯時，致造成事故

者，雇主亦不得減輕責任，中國透過此

種懲罰性及補償性之賠償制度，各行業

生產經營單位均明顯感受到巨大事故成

本，再加上行政處罰金額，處理事故之

成本急速增加，大大推動生產經營單位

之安全生產自覺性[12]。
本文認為，勞工從事工作違反勞

工安全衛生法令致生職災，與雇主是否

落實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息息相關，倘

未落實教育訓練而雇主仍得主張民法第

217條過失相抵規定減輕責任，似有不
公允之情，因此參酌民法租賃節第434
條之規定，該條立法意旨在照顧普遍為

社會經濟弱勢之承租人，乃將承租人

對出租人應負賠償責任之過失程度，調

整為僅限重大過失致租賃物失火毀損時

始需負責，至於在職災之場合，勞工亦

通常為經濟上、智識程度上較為弱勢之

人，相較雇主，勞工應受較高之保障，

故建議在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7條增

列第2項規定：「職業災害所生損害之
發生或擴大，勞工與有過失者，以勞工

有重大過失者為限，法院得減輕或免除

雇主賠償責任。」以加強勞工之保障。

C. 承攬之連帶補償、賠償
比較兩岸之規定，臺灣在承攬之

情形，職災勞工除得對其所屬之雇主請

求補償外，亦得請求其雇主之業主即原

承攬人或原事業單位一同連帶補償；倘

職災勞工之雇主及原承攬人、原事業單

位均有過失致生職災時，亦得一併請求

渠等連帶賠償，如此可督促業主指導或

協助包商維護勞工之安全衛生，以及可

避免包商無資力導致勞工求償無門情

形；中國在此部分之保障則略顯不足。

D. 兩岸之安全衛生法規均未對民事賠償設
有具體規定，故均應回歸民法規定處

理。惟臺灣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5條有
規定，在承攬或再承攬情形，勞工仍保

有對承攬業主之求償權，並使其負連帶

責任，中國則無此規定。又適用民法之

結果，臺灣勞工主張之賠償、補償、保

險給付倘有重複，臺灣雇主得主張抵

充，倘勞工本身同有過失時，雇主得主

張過失相抵，以減輕責任，相較下，

因中國之職災賠償制度具懲罰及補償性

質，故於職災場合無類似抵充或過失相

抵之調整規定，殊值注意。

結論與建議

1. 法制體系組織面

(1) 在法體系方面：
中國將安全與衛生分列二部法典，不

利於建立全面預防職業危害的國家管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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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相較下，臺灣將安全與衛生同列在職

業安全衛生法中，則無此疑義。且臺灣將

勞動檢查法與職業安全衛生法分列，符合

實體規範與程序規範分離之體例，較有助

勞動檢查體系之建構及提升人權保障。

(2) 在組織面向：
臺灣勞動檢查型態，採中央垂直管理

模式，較無檢查資源重複配置問題。中國

則採行中央與地方分級管理，常衍生有組

織重複及職權區分不明問題，恐導致企業

可能同時面臨多個不同機關監管檢查或處

罰，國人赴陸投資時宜先評估並擬定因應

之道。

2. 檢查範圍及程序面

(1) 檢查範圍面：
A. 臺灣並無類似中國三同時制度，國
人在赴陸投資時，應注意安全衛生

設施必須與主體工程同時設計、同

時施工、同時投入生產和使用，並

經安監部門審查。同時建議臺灣在

高危險工作場所建築物，增列上開

規定，以提升保障。

B. 中國法令規定企業應確保安全生
產、職業病防治之資金投入，國人

赴陸投資前，應先謹慎評估。並建

議臺灣在職業安全衛生法中新增規

定企業應確保一定比例之資本額作

為勞工安全衛生保障之費用，以加

強企業職災預防觀念。

C. 中國規定上崗前、在崗期間和離崗時
之三種健康檢查，並規定未進行離崗

前職業健康檢查不得解除或者終止勞

動合同，中國規定較臺灣完整，建議

作為臺灣將來修法之參考。

D. 中國之安全生產法及職業病防治法
均定有防災救援之規定，臺灣則在

災害防救法中有災害之防救規範，

惟無事業單位應自設防救組織之規

定，故建議參考中國之規定，在職

業安全衛生法中新增規定，在高危

險工作場所企業應自設防救組織。

(2) 檢查程序面：
臺灣勞動檢查法規定須限有犯罪嫌疑

者始得經由檢、警進行搜索扣押，中國則

規定安監部門得自行為搜索、扣押，惟應

當在十五日內依法作出處理決定，臺灣企

業宜謹慎因應。

3. 法律責任面

(1) 中國刑法安全生產罪章之規定採用諸多不
明確之概念，且最重本刑均為3年以上，情
節嚴重者最重可達10年，建議國人赴陸發展
時應多加防範，以免一時疏忽致罹重典。

(2) 中國之民事賠償責任以及其他法定之補償
或保險給付，未如我國有賠償、補償、保

險給付間互相抵充，或過失相抵等減輕雇

主責任之規定，恐使企業負過重之責任，

企業赴陸投資前應先行評估擬妥對策。

(3) 為衡平勞、雇間之實力落差，本文建議
在臺灣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7條增列第
2項規定：「職業災害所生損害之發生或
擴大，勞工與有過失者，以勞工有重大過

失者為限，法院得減輕或免除雇主賠償責

任。」加強對勞工之保障。

參考文獻

[1] 何玉：我國安全生產監管模式的探討。中
國，昆明理工大學碩士論文；2010。

[2] 勞動基準法；2015。



11

兩岸勞動檢查法制之比較研究

[3] 職業安全衛生法；2013。
[4] 勞動檢查法；2000。
[5] 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1995。
[6] 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2002。
[7] 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病防治法；2011。
[8] 郭捷：論勞動者職業安全權及其法律保

護。法學家2007；第2期。
[9] 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典。國務院法

制辦公室；2012。
[10] 陳嬿如：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組織職

能之探討。研考雙月刊2012；第36卷第2 
期：123-108。

[11] 陳正良：我國勞動條件檢查行政體系與地

位之檢視。勞資關係月刊1995；第14卷第
8期：34-24。

[12] 詹瑜璞：安全生產法的實踐和理論。中國
北京市，知識產權出版社；2011。

[13] 晏宗新：安全生產法制建設問題研究。中
國政法大學碩士論文；2007。

[14] 安全生產許可證條例；2004。
[15] 中華人民共和國特種設備安全法；2013。
[16] 特種設備安全監察條例；2009。
[17] 賴姿卉：兩岸安全衛生法規比較探研。嘉

南藥理科技大學產業安全衛生與防災研究

所碩士論文；2010。



Journal of Lab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25: 1-13 (2017)

12

Research Articles

A Comparison Study of Labor Inspection betwee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Hai-Jung Tu1,2
　Amanda L. C. Chen3

　Yuehrurng Wang4 
Thomas J. H. Chen1

1　 Department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Chang J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2　 Wisdom & Win Law Firm
3　 Department of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of Advanced Technology, 

Chang J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4　 Ateam Group Consulting Company

Abstract

The labor policies and labor environments across the Strait have changed and gone their separate 

ways. Following the frequent communication, it is therefore necessary for all enterprises from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 to get mutually familiar with the supervisory measures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ygiene. Taiwan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especially, should keep their eyes on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of supervisory measures across the Strait,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challenge of changing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This research will aim solely at the labor inspection under the concept of labor safety and labor 

hygiene. There will be comparative and systematical studies on regulations   across the Strait regarding 

legal systems, institutions, inspection range, procedures, and liabilities. The two sides across the Strait 

differ in the ways they place labor inspection in their legal systems. Taiwan combines labor safety with 

labor hygiene, and both issues are stipulated together in 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ct. Labor 

inspection stands independently in the Labor Inspection Act. The PRC, on the contrary, has no stand-

alone act on labor inspection. There are Law on Work Safety for issues regarding safety as well as Law 

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Occupational Diseases for those regarding hygiene. Labor inspec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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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ty or hygiene are placed respectively in the two laws. Moreover, the labor inspection institution in 

Taiwan is mainly of integrative structure. A dedicated institution i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performs 

the inspection and management vertically. However, the PRC's is of hierarchy structure in the central-

local government relations. In inspection range, both the scopes of labor inspection cross the Strait 

include the enforcement of all regulations concerning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ygiene. Therefore, the 

differences of regulations between the two sides make the two legal systems work in diverse ways. As 

for the procedures of labor inspection,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hat merits our attention. In 

the end, regarding the legal liabilities, violators on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 are subject to administrative 

penalties including fines, suspension of work or operation, and so on. Criminal penalties are found in 

Taiwan's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ct and Labor Inspection Act, while the violators in China 

are prosecuted according to the criminal law. In the cases of civil damages on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 

claimants have to seek compensation according to the civil law.

Keywords:   Labor Inspection, Safety and Hygiene, Occupational Safety, Work Safety,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Occupational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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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整理勞動部歷年所出版勞動檢查年報，探討作業場所通風設施管理狀況，根據通風

設施管理之相關規定修訂時程及研究報告，探討造成年報數據與現況不符的可能原因。研究發

現，根據歷年勞動檢查年報資料，有機溶劑、特化與粉塵等有害物作業場所之通風設施管理措

施，近年來多已符合法規要求。然而根據職業衛生專家研究反映，事業單位通風管理措施仍未具

體落實，兩方面所得結果差異甚大。本研究認為作業場所通風設施管理近年其實並未顯著改善，

應該是事業單位已懂得如何採取部分通風設施管理措施符合檢查機構要求。至於勞動檢查不合格

比例明顯降低的原因則在於檢查機構缺乏更專業技術尋求核心問題，在缺乏技術支持下，僅能就

一般管理事項進行檢查。為使作業場所通風設施管理確實發揮效果，研究建議應該提升勞動檢查

技術，透過教育訓練尋求通風設施管理要求之認定基準共識，要求事業單位具體自主管理，設定

務實之通風設施管理措施，包括性能設定及性能測定。

關鍵字： 勞動檢查年報、通風設施管理、控制風速

民國 105 年 6 月 21 日投稿，民國 105 年 11 月 10 日修改，民國 105 年 11 月 25 日接受。 
通訊作者：陳春萬，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22143新北市汐止區橫科路 407 巷 99 號， 
電子郵件信箱：wann@mail.ilosh.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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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職業安全衛生法要求雇主應在合理可行

範圍內，採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使勞工

免於發生職業災害，也就是雇主應依據實際狀

況及危害預防原則來採取必要之措施。除此之

外，職業安全衛生法也依據過去職業災害之經

驗與國際上相關規定，要求特定設備、作業或

處置有害物等狀況，採取指導性規範，要求事

業單位必須設置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

及措施[1]。
為防止有害物如氣體、蒸氣、粉塵與溶劑

等引起之危害，雇主應有必要的安全衛生設備

及措施，雇主應致力確認所使用物質之毒性，

尋求替代物之使用、建立適當作業方法、改善

有關設施與作業環境並採取其他必要措施。有

害物危害預防規章中常提到的防範有害物危害

設備有密閉設備、局部排氣裝置或整體換氣裝

置等，這些一般稱為通風設施，也就是法規要

求設置通風設施來防止有害物的飛散，避免作

業人員過度暴露而引起之危害。通風設施要能

有效運作，包括已設置通風設備、通風設備有

一定性能、通風設備有適當管理及必要時透過

檢查機構之備查進行監督，說明如下：

1. 設置：應依風險等級設置適當類型之通風

裝置。

2. 性能要求：應由專業人員妥為設計並維持

其性能，應有具體規範並透過檢測確認符

合規定。

3. 使用管理：作業期間不得停止運轉，應由具

專業知能或操作資格適當人員進行自動檢

查，自動檢查包括檢測吸氣及排氣能力。

4. 申請許可或設計資料備查：例如將暴露控

制措施等資料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管制性化學品），又例如將「通風裝置

設計資料陳報檢查機構備查」。

通風設施是作業場所有害物預防常見的設

施，受到各界之重視，但也受到各界之期盼。

但是職業衛生學者專家訪視作業場所或審視相

關報告時，常提起應該落實通風設施管理降低

作業場所有害物暴露。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

衛生研究所（以下簡稱勞安所）102年專家會
議，與會學者專家就反應事業單位通風設施管

理未能具體落實，常流於型式或紙上作業，檢

查機構與事業單位不知如何落實[2]。經查詢
臺灣地區相關報告或研究，並無針對臺灣地區

通風設施管理狀況進行系統性且全面性抽樣調

查。在此整理能夠收集到有關通風設施管理概

況調查之研究報告，以實際數據探討學者專家

對於此議題之看法，可能無法代表臺灣地區全

面性事業單位現況，不過也可看出臺灣地區通

風設施管理概況。

勞安所96年洽請職業衛生專業人員透過訪
談方式調查19家化工製造業通風設施管理情形
[3]，訪談人員認為對現行法規控制風速取消，
業者大多不清楚。事業單位很少有風速計、發

煙管及壓力計等通風系統量測設備，並未有效

的瞭解目前通風設備的性能狀況，而有量測數

據者也不知道合理數值應該為多少。再者事業

單位對通風系統的性能確效，大多委外處理，

檢測項目包括環保污染排放，並誤認只要作業

與環保監測數據符合標準，通風設施性能即符

合要求，且符合法規管理要求事項。

勞安所也於97年洽請職業衛生學者依據所
建立之通風裝置性能有效性評估項目，對於十

家傳統產業及十家高科技產業進行調查[4]。
調查結果發現高科技廠商管理狀況較傳統產業

廠商良好，但仍有很大改善空間；相較於高科

技產業保有完整之局部排氣裝置設計資料及性

能驗收報告書與操作手冊，傳統產業則多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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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相關紀錄；相對於高科技產業對局部排氣

裝置有完整之驗收項目，傳統產業大多沒進行

局部排氣裝置之性能驗收（如視察法、煙流測

試、捕集風速量測與導管搬運風速量測等）；

高科技產業比傳統產業注重局部排氣裝置之

性能維護，傳統產業缺乏完善之性能維護計畫

（包括建立局部排氣裝置各單元之維護內容與

方法），未定期實施檢查且未保存檢查記錄。

勞安所另103年依據通風管理原理，提出
通風設施設置前、設置及使用管理等三階段之

管理要項[5]，依此邀請專家對於12家事業單
位進行現場評估，評估結果顯示已執行設置前

主要管理要項—設計報告書及效能預估審查約

40%，經說明後70%表示可執行；對於設置主
要管理要項—性能驗收報告書及性能驗收（煙

流可視化或風速測定）約75%已執行，經說明
後100%表示可執行；對於性能維護與評估要
項—自動檢查及性能定期檢測（煙流可視化或

風速測定），前者90%已執行，後者75%已執
行，經說明後100%表示都可執行。

在勞安所104年推動通風設施管理文件化
中，訪視23家事業單位後發現，現場安衛人員
有超過八成需要專業團隊協助方能完成通風設

施之設計基準與效能評估條件訂定，而需要通

風設施性能維護與檢測方面協助者更是超過九

成[6]。再者根據勞研所102年關於勞工安全衛
生專案輔導及減災功效之探討報告來看[7]，經
過輔導之事業單位一段時間後再評估，結果在

工業通風方面落實情形差異較大，事業單位自

評與專家評估在工業通風方面有很大落差，主

要原因為性能測試評估並未落實，事業單位認

為需要外界提供相關訊息。

通風設施管理狀況，就有限資料來看，專

家學者認為落實狀況需要改善，作法上可透過

法規、技術指引及勞動檢查來要求事業單位落

實，研究透過歷年勞動檢查結果數據及法規修

法歷程，依據相關變化趨勢，探討事業單位通

風設施管理狀況並探討可能原因。

研究方法

勞動檢查年報雖然自73年就開始出版（出
版機構包括內政部、勞工委員會及現在勞動

部，名稱也稍有更改，73-81年為勞工檢查年
報，82年起改為勞動檢查年報。更早期應為勞
工檢查及安全衛生年報（67-72年，內政部編
印）、工礦檢查年報（59-66年）及58年前之台
灣省政府編印之台灣省工礦檢查年報，一般約

於年底前出版前一年資料中），但74年前資料
特殊環境作業檢查統計表只用百分比表示，資

料內容格式與75年後不同，因此研究只分析75
年後至最近之103年統計年報資料[8]。

勞動檢查年報對於特殊環境作業檢查之統

計表包括有機溶劑作業、特定化學物質作業、

粉塵作業、鉛作業及礦場衛生等危害預防規章

之檢查結果，因鉛作業幾乎列為每年之專案檢

查，且常見鉛作業場所包括電子業及可能高暴

露之鉛粉相關作業（如鉛粉製造、安定劑處置

及鉛蓄電池製造等行業）二項極端作業，而且

每年檢查廠數較少（民國103年（以下簡稱103
年）只103廠），再者礦場衛生檢查近年已不
統計，因此研究只整理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

之有機溶劑作業場所（以下簡稱有機場所）、

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之特定化學物質作

業場所（以下簡稱特化場所）及粉塵危害預防

標準之粉塵作業場所（以下簡稱粉塵場所）等

三種危害預防規章之檢查結果。有害物危害預

防規章中防範危害設備包括密閉、包圍型氣

罩、崗亭式氣罩、局部排氣、整體換氣等，一

般泛稱為通風設備，此三種危害預防規章有關

通風設施管理之規定都類似，在勞動檢查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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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1. 防範危害設備之設置、2. 防範危害設備之
構造性能、3. 防範危害設備之管理及4. 有關設
施報核及核備（87年前有此規定，而於特化有
申請許可運作之檢查項目）[9-11]。

研究就是以三種危害預防規章之四項檢查

結果來探討事業單位通風設備管理狀況，研究參

考此三項法規有關防範危害設備規定調整時程及

日本類似法規調整情形，搭配通風原理及相關文

獻，探討通風設施管理措施勞動檢查結果可能原

因，並依此提出改進方案提供各界參考。

結果與討論

1. 勞動檢查數量

圖1為75-103年特殊環境作業檢查廠數，
包括初檢廠數及複查廠數，圖2為複查廠數佔
檢查廠數之比例。整體而言有機作業檢查廠數

逐漸下降（特別是88年前），而特化作業則逐
漸上升（82年前），而近年來（約92-103年）
三項作業檢查廠數變化不大，特化作業與有機

作業檢查廠數都約1,100-1,500廠，而粉塵作業
約500-700廠。而複查廠數比例三項作業比例接
近，在78年前約20%，78年後逐漸上升，81-93
年約維持在50-70%，94年後逐漸下降，95-100
年約25-35%，近年約在15-25%。

圖1　75-103 年特殊環境作業檢查廠數

圖2　複查廠數佔檢查廠數之比例

2. 初查不合格比例

圖3-5為75-103年三項作業初查不合格廠
數比例，87年後數據與檢查年報上有所差異，
係檢查年報於87年調整特殊環境作業檢查之統
計表格製作格式，87年後只列檢查廠數（包括
初查廠數及複查廠數，86年前統計資料為初查
廠數及不合格比例資料），因此整理時87年後
資料將檢查廠數扣掉複查廠數為初查廠數，不

合格廠數則將不合格廠數扣掉複查時仍未改善

項數（複查資料未統計不合格廠數，而是統計

複查時已改善項數），雖然工廠複查時違規項

數可能不只一項，但複查廠數逐漸降低（如圖

2）及改善比例接近100%，此項調整應該接近
實際初查狀況。圖中防範危害設備之備查數據

有限，係因此項數據僅78年開始統計，
而「通風裝置設計資料陳報檢查機構備

查」之規定於77年後逐步調整（特化77年，有
機80年，粉塵87年），調整後就沒有此項統計
資料。

整體而言，75-103年防範危害設備之設
置、構造性能、管理等三項檢查結果不合格比

例逐年下降，三項作業趨勢都相同，而早期管

理事項不合格比例較高，但近年來已與設計及

構造性能比例接近，特別是有機及特化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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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有機作業初查不合格比例

圖4　特化作業初查不合格比例

圖5　粉塵作業初查不合格比例

3. 複查時改善比例

圖6至8為75-103年三項作業複查改善比
例，整體而言，75-103年改善比例逐年上升，
三項作業趨勢都相同，近年來改善比例幾乎都

超過90%，特別是有機與特化，而改善比例較
低項目為防範危害設備之構造性能，但改善

比例也逐步提升。對於防範危害設備之備查情

形，僅有機有3年資料，粉塵有8年資料，改善
比例都偏低。

圖6　有機作業複查合格比例

圖7　特化作業複查合格比例

圖8　粉塵作業複查合格比例

4. 變化趨勢可能原因探討

就勞動檢查年報所呈現之數據來看，初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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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比例逐漸下降而且複查改善比例逐漸上

升，也就是近年來事業單位違反防範危害設備

之設置、構造性能及管理等三項規定比例已非常

低，且檢查後也很快改善，這與近年來專家學者

仍不時呼籲事業單位應大幅度改善通風設施管理

措施有所差異，研究就可能性逐一檢討是否因此

造成差異，探討影響因素。就勞動檢查結果來

看，不外可能為下列四種原因，包括：

(1) 事業單位越來越重視職業衛生事項，逐步
落實防範危害設備之設置、構造性能、管

理等工作，改善勞工有機、特化、粉塵暴

露情形。

(2) 因為法規調整，因此檢查機構失去對於不
合格認定之判斷基準，失去判斷不合格之

依據，不敢開出不合格檢查報告。

(3) 檢查機構對於不合格認定有所更改，減少
對於事業單位具體要求。

(4) 事業單位依據規定設置防範危害設備，並
已熟悉如何提出符合檢查機構要求之構造

性能及管理之要求事項。

第一種原因應該是各界所期盼的現象，應

該沒有太多人認可台灣作業場所已達到此階段，

雖然並無研究針對臺灣地區系統性且全面性抽樣

調查，前言所整理之研究報告數據並不能代表臺

灣地區全面性事業單位現況，但也可看出臺灣地

區通風設施的管理概況，現階段事業單位通風設

施管理應該稱不上如此完美狀況，實際狀況可能

是已採取部分措施但仍須改善。

第二種原因可能性較高，法規調整後要

求減少了，事業單位就較能符合法規要求，不

過依據法規調整時程比對勞動檢查結果來看，

可能性就稍微降低。危害預防規章在75-103年
間有關防範危害設備規定有二項主要調整，在

77-87年調整「通風裝置設計資料陳報檢查機
構備查」之規定（特化77年，有機80年，粉塵

87年），而在90-92年調整「控制風速」規定
（特化90年，有機及粉塵92年），也就是調整
了防範危害設備之構造性能及核備之規定，對

於設置與管理並無調整。通風設計備查檢查結

果資料有限，初查不合格比例偏高，複查改善

也不理想，但於法規調整後就沒有相關資料，

因此無法評估法規調整之影響。對於「控制風

速」調整，應該會明顯影響防範危害設備之構

造性能判斷基準，不過由圖3-5初查不合格比例
來看，在調整前後2年之數據來看，有關防範
危害設備之構造性能不合格比例並沒有明顯變

化，與設置及管理不合格比例趨勢相同，在圖

6-8有關複查改善比例也有類似情形，可見得控
制風速規定調整，應該不是影響勞動檢查結果

主要的因素。

關於第三種原因，檢查機構近年來為達

到降低職業災害死亡率，檢查重點強化在可能

直接造成傷亡的職業安全檢查上，而職業衛生

檢查也著重在缺氧危險作業檢查，由圖1-2數
據來看，有害物作業檢查場次並未減少，但職

業衛生檢查員固定下，檢查時間可能限縮，

有限時間下可能無法深入檢查職業衛生核心問

題。例如防範危害設備之管理，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辦法中要求通風設施自動檢查包括「吸氣

及排氣之能力」，若事業單位自動檢查表中並

無任何檢測資料，而只用打勾方式表示合格，

如此方式是否可符合自動檢查法規之要求，就

有判斷討論空間，學理上自動檢查並非只是檢

查紀錄表即可，而是應該每一套通風設備都有

包含性能檢測且都應該判斷檢測結果是否仍能

符合原始設計性能，才能依此判斷「吸氣及排

氣之能力」是否合格。再如防範危害設備之構

造性能，法規意義上應該是要求所設置通風設

備必須「有效運轉，降低濃度」，也就是必須

此設備必須有效設置才有意義，例如過去「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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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濃度」的測定方式來表示有效性，但此規定

與「控制風速」同時被調整，部分職業衛生人

員認為作業環境檢測數據可代表「抑制濃度」

概念而認定合格，就原理來看作業環境監測是

為了掌握勞工作業環境實態與評估勞工暴露狀

況，而非評估特定通風設備性能，若作業環境

監測特意評估通風設備之性能，當然可依此判

斷通風設備是否有效運轉，但若監測地點與時

間選擇依據其他目的，監測數據就無法代表通

風設備之性能。

再者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已推動多年，例如

有害物危害預防規章已執行約40年，事業單位多
已知悉相關規定並多少已投入職業安全衛生工

作，再加上網路 時代各項資訊交流頻繁及專業
團體協助，事業單位提出檢查機構安全衛生要

求之資料相對容易，檢查機構除非能夠更專業

的指出具體的要求事項，不然就可能不敢或不

願意判斷為不合格，不合格比例當然就下降。

對於危害預防設施管理檢查結果合格率

偏高，透過前面討論，研究初步排除前二項原

因，應該是後二項原因較有可能。事業單位為

符合法規要求多已採取相對之通風設施管理措

施，有設置通風裝置、有作業環境監測數據、

也有自動檢查表，初步可判斷符合通風設施之

設置、性能與管理要求，只是是否達到通風設

施設置之真正目的—有效降低空氣中有害物濃

度就可能需要檢討。再者檢查機構對於事業單

位所提出之通風設施管理措施，可能也認為應

該改善，但是事業單位有初步資料，再缺乏檢

查基準支持下，無法透過更多專業技術及更多

時間進行深入檢查狀況下，無法針對核心問題

提出檢查報告，只能就事業單位所提出之初級

資料，認定未違反法規規定。

5.  探討如何透過勞動檢查要求事業單位落

實通風設施管理措施

近年來事業單位應多已投入資源執行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工作，可能只是不清楚如何做得

更好，因此需要外界提供正面的協助，讓事業

單位資源投入獲得更專業之效果，勞動檢查就

是一項重要外界正面能量，透過勞動檢查可讓

事業單位改善自主管理方式，投入類似的資源

下可完成更專業職業衛生工作。

通風設施管理法規調整，應屬現階段常

見職業衛生法規作法，因時制宜的調整，透過

自我設定標準及自動檢查納入一般例行性管理

中，取代初期觀念推動並協助輔導作法，及逐

步建立制度及透過查核落實。現階段通風設施

管理法規，鬆綁明確之規定，包括備查制度與

控制風速規定，要求事業單位必須依據職業衛

生專業，採取適當可行之作法，進行職業衛生

管理，但因缺乏具體之規範，也就可能產生判

斷之困擾。應可參考日本之作法，雖然取消核

備制度與控制風速，但保留由主管機關擬定判

斷基準，如控制風速或抑制濃度等[12,13]，日
本於粉塵及特化預防規章雖然沒有明定「控制

風速」，但保留著「厚生労働大臣が定める性

能を有するものであること控制風速」規定，

而在相對規定中都將「控制風速」列入要求，

並且於通風設施自動檢查指引中，也清楚說明

如何進行「控制風速」量測。

勞動檢查必須依據法規規定，由於通風

設施管理法規要求已因時制宜地調整，由早期

具體規定且指導事業單位（透過備查制度指導

事業單位，明確規定控制風速數值等），近年

來已調整成原則規範及自主管理，提供較多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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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物危害預防規章中通風設施管理狀況探討

性，降低具體指導及僵硬規定限縮事業單位職

業衛生專業判斷。因此在進行通風設施管理勞

動檢查時，就必須具備更專業之技術，並且需

要投入更多的時間，因此需要建立檢查共識，

形成適當檢查基準，透過教育訓練及溝通協

調，讓勞動檢查步調一致。也就是透過勞動檢

查技術之提升及認定基準強化，具體要求事業

單位自主管理的落實通風設施管理措施。

研究認為法規調整時，法規精神仍然延

續，只是改變管理作法而已，過去法規要求

事業單位將通風設備設計資料陳報檢查機構備

查，現階段要求事業單位通風設備需「由專

人妥為設計」，因此勞動檢查認定上是否應該

有設計人員並且有設計資料，才算符合此項規

定，設計人員及設計資料仍未明確規範前，只

要有相關資料就符合規定，在此要求下，事業

單位應該會逐漸尋求專業人員設計，設計資料

也將可能由初期之位置、氣罩尺寸及簡易性能

設計資料，進而發展至完整之各元件尺寸、風

速、風量及壓力損失等設計資料。再者「控制

風速」調整為「維持其性能」及「有效運轉，

降低有害物濃度」，雖然不再有具體數據規

定，而是提供事業單位設定性能彈性，因此勞

動檢查認定上是否應該要求有具體性能設定及

評估資料，如此才能確保通風設備仍維持與原

設計相同性能。若事業單位依據作業環境監測

數據來說明有效運轉，是否應該參考過去法規

抑制濃度之測定方法，若非此測定作法之監測

數據，就不能認定為通風設備有效運轉之認定

參考。

再者勞動檢查時，應確認事業單位自動

檢查表應該針對每一套通風設備都進行，而且

可追蹤自動檢查人員資格，而且自動檢查表中

有關「吸氣及排氣之能力」必須明確說明預計

達到之性能（如表面風速、控制風速、特定作

業點之流場或是事業單位設定之特殊性能等）

及實際評估資料（風速測定數值、測定儀器型

號、流場可視化或特殊性能評估結果等），如

此才可說明事業單位以真正落實通風設備自動

檢查。

結論與建議

根據歷年勞動檢查年報資料，有機、特

化與粉塵等有害物作業場所之通風設施管理措

施，近年來多已不違反法規要求，但是根據職

業衛生專家研究報告，近年來事業單位通風管

理措施仍未能具體落實，二項結果差異很大，

研究認為應該不是作業場所已獲得很大的改善

及法規調整等二項明確可能原因的影響，而是

應該是事業單位已懂得如何採取部分通風設施

管理措施符合檢查機構要求而檢查機構缺乏更

專業技術提出核心問題缺失等二項可能原因共

同影響下，使得通風設施管理狀況勞動檢查不

合格比例明顯降低。

為改善通風設施管理狀況勞動檢查結果

與職業衛生專家認知的落差，建議應該提升勞

動檢查技術，建立檢查共識，形成適當檢查基

準，透過教育訓練及溝通協調，讓勞動檢查步

調一致，檢查基準作法建議可參考日本作法，

雖然附屬法規取消僵化之「控制風速」規定，

而透過指導方針提供評估方法。也就是透過勞

動檢查技術之提升及認定基準強化，具體要求

事業單位自主管理的落實通風設施管理措施，

設定務實之通風設施管理措施，包括性能設定

及性能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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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compiled the annual reports of labor inspection published by the Ministry of Labor, 
and investigated the management situation of the working-site ventilations. The study also explored 
the reason of inconsistency between data from annual reports and observed on-site situation.

Based on the annual reports, most management measure of working sites with contamination of 
organic solution, specific chemicals and dust has shown to follow the rules mandated by the related 
codes. However, the study performed by the experts of occupational health reflected that those 
measures have not been fully implemented. It showed a great inconsistency between official annual 
reports and on-site observation.

This study inferred the ventilation facilities management in fact did not improve in a significant 
scale. Some working-site already knew how to take some measure partially to cope what required 
by the inspectors. The decrease of the fail rate of inspection was mainly due to the shortage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of inspectors. This problem also prevented a inspector from identifying some 
important issues.

In order to make working-site ventilation management measures take effect, this study suggested 
the inspection skills should be promoted. The promotion should further be performed through 
education and training which will establish a consensus on the requirement. The working-site should 
also be asked to perform automatic management, and establish management measure that can be 
applied, which includes performance establishment and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of a ventilation 
fac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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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Velo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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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重大職災成因探討營造業安全管理困境與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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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每一職災事故發生都有原因，其原因大都依循著主要危害對象或狀態條件而發生。本研究

依據2000-2014年營造業重大職災資料進行統計分析，同時，為透過實務作業現場的觀察與訪

談，以找出隱含在統計數字背後危害的成因與安全管理問題。研究結果發現，提升第一線勞工

作業期間安全行為表現，為減少職災的最重要工作。實務調查發現現階段營造業承攬模式中，

普遍出現低價競標、層層轉包、趕工壓力，加上因市場嚴重缺工情形，造成許多營造公司就安

衛管理工作，面臨知道卻無法完全做到的困境。因此，如何突破困境，除主管機關依制度實施

勤檢嚴罰外，取得公司高層的支持，投入更多安衛預算，並就高處作業加強其安全防護，每日

作業前確實實施職前教育訓練與危害告知，及時刻走動檢查與隨時叮嚀等，是為有效減少營造

業職災的管理模式。

關鍵字： 營造業、重大職災、安全管理、事故成因分析

民國 105 年 7 月 7 日投稿，民國 105 年 10 月 11 日修改，民國 105 年 11 月 14 日接受。 
通訊作者：鄭慶武，明志科大環安衛系，24301新北市泰山區工專路84號， 
電子郵件信箱：cwcheng@mail.mc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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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重大職災成因探討營造業安全管理困境與突破

研究背景

台灣總體人口約2,300萬人，依據民國104
年勞動檢查年報統計自2000年至2014年之平均
投保人數為69萬6,979人。其中，自2008年起由
70萬1,111人逐年上升至2012年72萬5,593人，
而後自2014年投保人數下降至68萬4,962人。
依據營建署統計國內營造業家數，以2014年
為例共計17,149家，其中甲等營造公司有2,417
家，乙等營造公司有1,218家，丙等營造公司
有6,587家，其它如專業營造業有394家，一般
土木包工業有6,533家。由於限於營造業法第23
條規定，對於不同公司規模其所承攬之工程金

額有所限制。如同林楨中[1]及Cheng et al.[2]研
究指出小公司營造廠之職業災害發生狀態與工

程規模大小、工程類型差異、工程合約金額大

小等有著密切的關係。研究中發現職災對象，

普遍存在且隱藏於民間建築工程之小案場；分

析其原因，主要因低價得標、趕工及層層轉包

等，其所衍生出的安全衛生管理缺失，都與營

造業高職災率有關[3-4]。
此外，依據民國2015年勞動檢查年報統

計結果，營造業2014年排除交通事故人次，其
給付千人率總計達12.015，其中傷病給付千人
率為11.314、失能給付千人率為0.565，死亡給
付千人率為0.136等。再者，統計2000-2014年
間營造業勞工因工災害保險累計給付金額約為

182億元。其中，傷病給付約77億元，失能給
付約31億元，死亡給付約23億元，醫療給付約
52億元。其結果也突顯出營造業職災事故對整
個產業及社會，及至每一位勞工家庭所造成的

負擔與影響。再者，檢視國內營造業職災千人

率，依據2015年勞動部勞動檢查年報統計結果
（如圖1所示），可清楚看出自2011年起，職
災死亡千人率由0.174（2011年）一直上升至

0.277（2014年），高居全產業之冠。營造業高
職災率似乎也倒退至2006年的水平，其隱含在
營造業背後的發包制度或管理策略，或承攬商

及其下包商等執行想法，是以如何的態度來面

對或因應，值得深思。

圖1　 主要產業適用職安法重大職災死亡千人
率（2000-2014年）

　　 （資料來源：104年勞動檢查年報，表M40(7-2)）

為此，如何有效降低營造業高職災率，

已成為政府當前必須正視面對與處理的重要工

作。然而，依據2014年勞動檢查年報統計，目
前全國勞動檢查機構組織中有關勞動檢查人力

約237人，其中主要真轄市之勞動檢查人力，
台北市70人、新北市62人、台北市21人、高雄
市81人。就現有檢查人力，如何就各縣市轄
區內有關新建案數或修繕、改建案場進行檢查

與輔導等，勞動檢查人力確有不足。依據實際

作業案場訪查發現，主要以建築工程之量體最

大；相較其發生職災的件數比例也是最高。如

何有效降低營造業高職災率，已成為政府當前

必須面對與處理的重要工作。

研究目的與方法

根據歷年營造業重大職災報告紀錄內容，

發現職災事故成因都隱含著勞工暴露於不安全

的工作環境中，因個人疏失或作業環境危害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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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傷害紀錄。其中，勞工於作業職場中所

發生的災害狀態、狀況大致相似，且類似的職

災情境或狀態或發生條件等也一直重覆發生

[5]。
影響職災事故成因很多，主要仍以美國學

者韓立奇(Heinrich)[6]出版工業意外事故防護
(Industrial Accident Prevention)一書中所提及骨
牌理論(Domino Theory)為主，強調事故發生原
因，大都依循於管理因素為該事件在非預期計

畫或控制的狀態情境下發生，Heinrich將其事
故原因歸因於勞工不安全行為(Unsafe Acts)、
不安全作業環境(Unsafe Condition)與不安全設
備等三大方面。因此，為能進一步探討國內營

造業安全管理困境，本研究依據所建置國內營

造業重大職災紀錄資料庫進行分析(2,773筆，
2000-2014)。同時，參與實務作業現場的觀
察、訪談與行為研究，除一般敘述性統計結果

的說明外，也應用線上分析處理方法(On-Line 
Analytical Processing, OLAP)統計方法，以找出
隱含在營造業主要危害管理困境，及實務作業

推動與執行職安業務的阻礙等。據此提出改善

對策，提供未來擬定減災策略之參考。

文獻回顧

1. 國內外營造業職災概況分析

依據行政院勞動部2014年度勞動檢查方
針，文中所提之願景、目標與策略等，主要在

於如何有效保障勞工安全健康，進而透過檢查

制度、合作模式與教育宣導等工作，以達到

「職場零災害」的目標。然而，從歷年職災報

告書所描述之災害過程與事故之基本原因（直

接原因與間接原因），發現營造業職災發生背

景的情境成因條件，其發生狀態或條件大同小

異。依據鄭慶武等人[3]就整體營造業職災潛勢

探討，發現有幾項重要結果，如：(1)罹災者勞
工未投保比例高；(2)勞工職種以臨時工為主；
(3)主要發生職災事故多因層層轉包，主要集中
於公司規模10人以下小企業；(4)就職安管理
工作，其落實與執行率偏低等。檢討國內營造

業職災千人率在降低至某一程度後即未能再降

低，許多學者專家也將其原因歸咎於勞工個人

不安全行為不易規範，與各企業高層對安全工

作的不重視等原因所致[3, 6-9, 11-16]。
依據洪培元[7]就勞工不安全行為談職業災

害之防止一文中也指出，不安全環境主要以機

械設備、設施等硬體處於不安全情況而言，不

安全行為則指人員不當動作所造成的危害。因

此，就作業環境的安全防護及勞工行為的教育

與規範等，為有效降低或減少災害發生的重要

工作[7]。實務調查中也發現在營造業作業環境
其違規事項，主要還是以安衛管理工作未能落

實所致。其中，也因地域性不同（如北、中、

南各都會區或鄉鎮等），其營造作業環境潛在

之危害狀態差異甚多。

職災事故的發生，自有其安全衛生管理問

題之根本原因與基因原因，諸如：(1)未致力作
業環境的改善與維持；(2)未致力作業方法之改
善；(3)未建立安全作業標準；(4)未訂定安全衛
生工作守則；(5)未實施安全衛生教育訓練；(6)
未落實安全衛生自動檢查；(7)未落實監督與指
導（未善盡安衛管理職責）等[3-4,7]。

再者，參考2010年在台灣舉辦第十八屆海
峽兩岸及香港、澳門地區職業安全健康學術研

討會會議研究報告內容也指出，港、澳及大陸

地區營造業職業災害事故比例都較台灣高。會

中也所提及推動香港安全工作主要受到以下因

素的影響：(1)多層次的承攬關係；(2)勞工教育
程度不高；(3)投入安全管理工作資源短缺；(4)
安全費用不足或限制；(5)勞工不良的安全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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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6)管理者對落實安全的態度不足；(7)勞
工流動率或工作變動情形普遍，以及(8)對刺激
安全管理組織工作的不良等，其因素與相關學

者對中小型營造公司之安全管理問題看法相似

[1,3-5]。
依據104年勞動檢查年報職災千人率，統

計2000至2014年就發生職災墜落/滾落死亡人數
結果可清楚看出，營造業職災死亡人數居全產

業之冠（如圖2所示）。檢討原因，除一般常
見作業環境開口處的安全防護不足之外，主要

仍以勞工作業中拆除安全防護，及作業中未依

規定穿著及正確使用安全防護具等原因所致。

以施工架發生墜落原因探討，吳水丕等人[8]
也指出施工架作業導致意外事故災害發生的因

素，包括：(1)不良環境，如：噪音、冷熱、不
良照明、工作機具設計不良；(2)工作場所文
化，如：工作不安全感、責任上之衝突、士氣

低落；(3)組織管理，如：不良的領導模式、工
作分配不均、溝通不良、缺乏自主性；(4)不安
全狀態，如：物體本身缺陷、物體防護措施的

缺陷、物體放置、作業場所之缺陷、防護具服

裝之缺陷、作業環境之缺陷；以及(5)不安全動
作，如：安全措施不履行、作業中處於危險狀

態、接近危險場所、錯誤的行為、工作負荷過

重、單調性或重複性之工作、工作內容含糊不

清等因素。

再者，依林楨中等人[1]就國內營造業實重
大職災的分析結果發現，營造業勞工發生職災

之對象未投保比例甚高，約45%未有投保，其中
因墜落發生死亡者683人（2000-2014年）。影響
職災死亡千人率除一般工程之不確定因素外，

包括：變更設計、天候條件、勞工作業情緒及

機組設施損壞等，也與政府推動職安降災政策

有關，如：嚴檢重罰、產業輔導、宣導與協助

等活動所投入的資源有關。相關學者也多由安

全管理層面、工地安全管理因素等方面進行討

論，結果也都指出其危害因素，包括：一般雇

主或承攬商對安全知識與訓練的缺乏、管理能

力不足、欠缺安全作業方法、管理階層錯誤決

策及人為疏失所造成的職業災害事故[2,9]。

圖2　主要產業職災發生墜落死亡人數分佈
　　 （資料來源：104年勞動檢查年報，表M051(9-1)）

2. 國內營造業安全管理問題現況分析

國內營造業環境生態，歷經數十年的轉

變，工程施工技術能力並不亞於先進國家，

營造作業環境之安全管理制度與設施等，也都

能以符合國際規範(OHSAS18001)，及通過國
內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TOSHMS)認證為管
理準則。然而，如前述通過認證與資格則以製

造業及石化業或高科技廠為主，營造業順利取

得通過的並不多，主要仍集中於大企業營造公

司。依營建署統計，國內營造業家數只要集中

於30人以下承攬公司（約86%），依據林楨中
等人[1]及Cheng et al.[2]研究指出營造業肇災單
位主要集中於10人以下小企業承攬商。

研究中進行營造工地訪查結果發現，勞工

多能認同其職安法令立法精神為保護勞工生命

安全為首要工作。然而，就現場營建工程人員

訪談中，卻也反應出其對推動職安管理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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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力感，特別就民間工程建案，因起造者於工

程造價之利潤考量，對所發包之專業工項，諸

如開挖與擋土支撐工程、鋼筋作業、模板作業

及鷹架作業等假設工程等，往往因壓低工程發

包費用，以至現場營建工程人員紛紛表示，必

須上層管理者對作業安全的重視，安衛管理工

作才能有效落實[11,16]。
以下整理出國內營造作業於不同承攬關係

下，其所隱含推動職安管理工作的困境如下：

(1) 上層主管未重視：雇主以利潤為考量，示
意現場安全防護設施以最簡易方式滿足即

可。相關職安管理資料登載也多以符合要

求之書面備查用，無法真正落實職安法令

規定之安全衛生管理工作。

(2) 人力不足：工地管理人員或現場工程人員
之編制，受限預算不足，人力嚴重不足。

(3) 工作量繁重：相關文件業務及相關行政表
單等工作事項要求上傳工作，因人力不足

及工作業務繁瑣，加劇其負擔與隱含之工

作疏失等。

(4) 施工成本考量：業主或公司時刻叮嚀或催趕
工程完工進度，並指示要求節省工程成本；

以至作業現場，即使面對潛在危害狀態應有

之安全設施設置需求，也因成本考量未能顧

及，而僅以簡易防護或提醒告知。

(5) 勞工素質不一：因工程作業需求，往往出
現同一案場眾多同行包或上下包之專業廠

商進場施工，加上因工作量大勞工人力不

足時，必須經由人力派遣公司調派人力支

援，期間由於勞工作業習性及其施工項目

之勞動力負荷與工作壓力不同，對作業安

全之規定與要求因認知差異等，往往造成

現場工程人員管理困難，所投入之心力負

擔甚重。

(6) 工人流動性大，潛在危害高：由於營造業作
業特性，隨著不同工程進度工項作業內容，

往往無法同一工區持續作業，而必須配合工

項需求進出所需之職種勞工。對於進出工地

工人往往因流動性大，無法依據職安法令規

定辦理教育訓練工作。即使有進行相關協議

組織工作或危害告知，也都僅就作業主管或

分包商等進行任務交派或指示，雇主對於教

育訓練工作落實度低於30%。
(7) 缺工狀態下管理不易：由於營造業作業環境

不佳，加上工作壓力大，國內投入職場之

勞工，除非一般大企業承攬商，長期配合之

專業分包商勞動人力比較穩定外，國內近十

年來也普遍出現勞動力不足缺工狀態。實務

訪查也發現因要求勞工配合工地安全管理規

定，工人可能因工作負荷量大，造成精神壓

力或疲勞傷害累積；或因個人作業習性被約

束，或因不當行為而被告誡或懲處時，情緒

變動大往往加劇後轉頭就走，造成現場工程

人員在擔心因缺工而影響工程進度的壓力

下，被迫降低或輕忽對職安法令於勞工生命

安全的防護需求。

(8) 工程完工期限壓力，安全管理工作成為績效
負擔：在進度壓力下常見趕工，如夜間施工

或例假日施工等作業型態因應而生，相關的

安全防護設施或規範則因違規而要求停工改

善時，因影響工進而遭雇主責難，對安全管

理工作之堅守成為現場工程師或職安人員於

法規歸咎責任下無形壓力。

(9) 勞動檢查人力不足之隱憂：無法兼顧所有
案場作業危害的空窗期，僅能就丁類危評

工地或勞動檢查方針中所擬定之重要項目

列為管理重點。



29

從重大職災成因探討營造業安全管理困境與突破

重大職災分析與結果討論

1. 2000-2014年營造業重大職災成因探討

依據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就

國內2000-2014年營造業重大職災統計分析結
果，在工程類型方面主要集中於建築工程發生

死亡職災比例最高（1,152人，46%），如圖3所
示。此外，就整體營造業造成死亡之主要職災

類型中，以墜落/滾落最高（1,142人，57%），
其次分別為物體倒（崩）塌（308人，12%）、
感電（211人，8%）、物體飛落（111人，4%）
等，如圖4所示。

圖4　 營造業重大職災事故類型分佈（2000-
2014年）

圖3　 營造業不同工程類型重大職災死亡人數
分佈（2000-2014年）

從眾多職災事故案例背後檢視其事故成

因，發現與承攬商是否具體落實作業現場安全

管理工作有關。依據2000-2014年重大職災資
料統計，發生事故之肇災單位主要集中於員工

數30人以下中小企業為主（2,217人，89%），
其中以員工人數10人以下比例最高（1,573人，
63%），如圖5所示。再者，利用列聯表就不同
肇災公司規模，於整體安衛實施項目中有關教

育訓練實施、安衛人員設置、自動檢查實施、

安衛守則訂定、協議組織實務及危害告知實施

狀態進行分析，結果也發現員工數30人以下中
小企業在落實安衛管理工作方面比例甚低，如

教育訓練實施比例僅14%，安衛人員設置比例
僅24%，自動檢查實施與安衛守則訂定等也多
僅8%，參與協議組織工作及職前危害告知工作
方面的實施比例不足50%，如表1所示。

圖5　 營造業不同肇災公司規模重大職災死亡
人數分佈（2000-2014年）

表1　 營造業肇災單位安衛管理工作實施狀態 
（單位：%，2000-2014）

安衛實施內容
員工

10人以下
員工

10-29人
員工

30-99人
員工

100-299人
員工

300人以上

教育訓練
已實施 14% 41% 64% 85% 80%

未實施 86% 59% 36% 15% 20%

安衛人員
已設置 24% 64% 74% 88% 81%

未設置 76% 36% 26% 12%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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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營造業肇災單位安衛管理工作實施狀態 
（單位：%，2000-2014）（續）

安衛實施內容
員工

10人以下
員工

10-29人
員工

30-99人
員工

100-299人
員工

300人以上

自動檢查
已實施 8% 27% 47% 74% 70%

未實施 92% 73% 53% 26% 30%

安衛守則
已訂定 8% 34% 71% 81% 98%

未訂定 92% 66% 29% 19% 2%

協議組織
已實施 43% 46% 50% 57% 84%

未實施 57% 54% 50% 43% 16%

危害告知
已實施 47% 56% 59% 65% 70%

未實施 53% 44% 41% 35% 30%

從表1統計結果可清楚看出，就承攬商員
工10人以下之小企業公司，作業期間未能就現
場勞工進行教育訓練與危害告知等問題甚為嚴

重。經實務作業現場訪察及專家訪談，檢討其

原因主要與發包制度及工程轉包狀態有關[1,3-
4]。就台灣營造業安衛管理工作深入調查，分
析其安衛實施狀態，也普遍發現存在以下問

題：(1)安衛人員非專責人員，大都為兼任；
(2)教育訓練實施並未真正落實實質的訓練內容
考核，多數仍抱持應付心態，相關訓練紀錄為

提供工程督導或查核時之責任規避所用，對落

實教育訓練所能保障勞工生命安全的想法有待

溝通與糾正；(3)安衛自動檢查與安衛守則訂定
雖已報備，但其落實狀態，事實與真實差異甚

大；(4)危害告知工作與協議組織工作也多依規
定進行，但實施後並未對作業環境之危害狀態

實質督導，或未經常維護確保其安全性，潛在

之危害狀態依然可見[3]。探討小企業營造公司
或小包商於承攬工程時之安全實施狀態，研究

報告也多指出其職災發生率與小企業管理能力

不足有關[11,16]。分析小企業職災狀態特性，
主要還是在於管理體制不良，作業環境潛在之

危害狀態多，勞工教育程度低，危害意識不

足，未能遵守職安法令等。因此，如何透過輔

導與監督、訓練及訂定安全作業規章辦法等，

則是管理者所要努力解決的重點。

多年來在政府積極推動減災策略，諸如

全國職場222減災方案（2000年）、全國職場
233減災方案（2006年），以及全國職場244減
災方案（2008年）等；此外，台北市政府勞
動檢查處近年來也就減災策略實施了許多創新

作法，諸如：職場安全320減災計畫、職災地
圖與工安好宅圖、自主管理策略聯盟、走入校

園安全巡廻輔導等。都是希望透過「宣導、檢

查、輔導」等作法以有效提升國內職場安全衛

生水準。然而，多年來台灣營造業作業環境中

所隱含之管理問題，如：低價搶標、層層轉包

及基層勞工普遍對安全漠視、輕忽行為等，也

都一直隱藏在每一職災事故背後的肇因。由於

營造業之作業特性與製造業之危害條件不同，

其中包括勞動負荷量大、戶外高處作業多、作

業受外在環境影響潛在危害高、作業中與媒介

物（如營建物與施工設備等）接觸，及勞工作

業習性（如：喝酒、不重視個人安全防護以及

漠視潛在危害等），都是造成營造業作業中勞

工傷害的主要原因[5,9,17]。
為能進一步就國內營造業高職災率之事故

類型進行探討，除前述所討論之不同企業規模

承攬商於安衛管理能力差異外，以下依據營造

業重大職災資料，統計2000年至2014年間營造
業發生墜落/滾落之職災分佈作一整理，如表2
所示，提供本計畫有關營造業勞工行為安全管

理問題之探討與改善對策參考。從表2中可以
更清楚了解，國內營造業職業災害發生墜落/滾
落主要以建築工程為主；勞工職種別主要以臨

時工、模板工、鋼構件組裝工、泥作工為主；

發生墜落事故當時接觸之媒介物主要於開口部

份、屋頂/屋架/樑及施工架、營建物有關。
營造業發生墜落/滾落主要歸因於作業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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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之開口處未有安全防護，以及勞工於高處作

業時未正確勾掛安全帶等；從表2統計結果可
知，加強建築工程臨時工等，於屋頂或施工架

上，或管道口及開口處邊緣等，進行作業環境

清理時確實要求勾掛安全帶等，將可有效降低

墜落/滾落發生。因此，透過作業規範就作業
中，減少所有可能存在危害之安全空窗期間，

大量應用安全防護網及防護欄杆等，將所有可

能造成墜落危害開口全面防護，以避免人為疏

忽造成危害等。

表2　 營造業發生墜落/滾落之重大職災傷亡概
況（單位：人次；2000-2014年）

項　目
死亡人數 傷殘

人數2000-2013年 2014年

工程類型

建築工程 742 63 25

拆除與修繕補強作業 121 16 3

零星雜項作業 73 15 1

公路工程 47 17 8

勞工職種別

臨時工 267 24 9

模板工 110 14 2

鋼構件組裝工 116 6 16

泥作工 84 11 1

室內裝修工 49 2 2

鋼筋工 66 3 1

鷹架工 35 4 -

媒介物細類

開口部份 353 22 -

屋頂、屋架、樑 284 37 9

施工架 201 24 6

營建物 112 10 4

梯子等 75 10 1

工作台、踏板 66 7 9

事故位置

屋頂 279 36 10

開放邊緣或開口處 285 31 4

施工架 242 24 12

鋼構 132 2 2

工作梯 99 12 4
附註：
1. 資料來源2000-2014年營造業重大職災資料統計。
2. 發生墜落/滾落職災人數1,481人（死亡1,425人，傷殘54人；2000-2014
年間）；表內僅以具統計顯著性項目列舉。

再者，為探討媒介物與事故位置關係，可

利用列聯統計交叉比較，可進一步了解其墜落

與作業位置的關係。如表3所示，其主要發生
事故地點依序為開放邊緣或開口處、屋頂、施

工架、鋼構、工作梯等。此分佈結果也提供營

造工地安全管理，對於一般結構屋頂或外牆鄰

近開口處等，利用施工架進行鋼筋作業、模板

作業及泥作之粉刷、磁磚作業時之安全管理重

點參考等。再者，探討施工架上作業時發生墜

落職災事故原因，依張智奇[10]就施工作業作
主要不安全狀態之分析，主要分別因組搭或拆

架（含斜離）作業時，因未作好安全防護、鄰

近建築開口寬度超過20公分未設置防護網、工
作台未滿鋪、無護欄及無上下設備、工作台未

固定，以及施工架與結構體間壁連座固定強度

不足，施工架堆放重物（如灌漿管或木料等施

工器具等），以至因載重過重所發生的倒崩塌

事故等。對於利用施工架進行外牆粉刷作業、

磁磚作業、大理石吊掛作業及門窗矽力康嵌縫

作業時，都可能發生墜落危害。因此，對於其

作業平台鷹架結構安全之檢核，及勞工作業時

對個人安全防護具，及鷹架與建築物間開口之

防護等，都是現場施工安全檢查重點[5]。

表3　 營造業發生墜落之事故地點重大職災傷
亡人數分佈（2000-2014年）

事故位置
死亡 重傷殘

合計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開放邊緣或開口處 316 22% 5 2% 321

屋頂 315 22% 10 3% 325

施工架 266 19% 12 4% 278

鋼構 134 9% 2 1% 136

工作梯 111 8% 4 3% 115

管溝或管道 51 4% 6 11% 57

一般工作平台 38 3% 7 16% 45

樓版面 40 3% 4 9% 44

工區地面 38 3% 1 3% 39

其它等 119 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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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造業勞工不安全行為管理改善對策

有鑑於建築工程發生重大職災傷亡人數

比例約佔營造業45%（1261/2773，2000-2014
年），其中又以墜落事故比例最高。為能進一

步了解建築工程勞工不安全行為，以下透過線

上分析處理方法，分別就2000-2014年營造業重
大職災資料庫（2,773筆）中篩選出建築工程發
生墜落之勞工不安全行為、職種別及事故位置

及時段等分佈加以探討，以說明勞工作業行為

所潛在之危害狀態：

(1) 營造業勞工作業狀態行為概況
A. 勞工不安全行為狀態

如圖6所示，可以清楚看出在建築
工程作業中發生墜落傷亡人數達832人，
主要以作業中勞工以攀/坐/立於不安全位
置之狀態下發生（544人，65%）。依實
務觀察作業狀態發現鋼筋工、模板工、

泥作工及混凝土灌漿工等，於作業時常

在受限作業空間規劃不良，特別是在地

下筏基作業環境，往往因施工程序未能

配合或作業空間阻礙干擾等，作業中常

以攀/坐/立方式，於作業點位置進行方能
有效及方便完成該工項作業[5,7]。

圖6　 建築工程發生墜落/滾落勞工之不安全行
為狀態

　　 （資料來源：營造業重大職災資料庫，2000-2014年） 

B. 勞工職種分佈
如圖7所示可以清楚看出建築工程

發生墜落/滾落之勞工職種分佈，依次
主要以臨時工、模板工、鋼構件組裝工

及泥作工為主。其中，臨時工工作大多

為非技術性作業為主，如整理環境、檢

拾工地垃圾或飲料或酒瓶罐等。模板工

危害主要為進行牆、柱、梁模板組/拆
作業時，利用鋁梯、鐵梯或木板釘設

梯架等進行上下作業；然而於高處作業

組立時因無固定點，作業時必須利用身

體當施力點或反力點，以提供模板移動

或五金工具等組件之固定。此時，模板

工作業之姿勢存在有踩空或滑落之慮；

若沒有適當個人防護，加上作業環境中

之加害物（如鋼筋、木頭或支撐鐵件

等），其發生墜落等所造成的嚴重性往

往難以評估。至於鋼構件組裝工於高處

進行構件組裝或焊接作業時，主要危害

發生於構件吊放及組立牽引中，個人未

能將安全繩勾掛於安全母索，或水平移

動鎖固螺栓，或於不同平面空間轉身作

業時，常因身體姿勢重心不穩造成跌落

墜落危害。

圖7　建築工程發生墜落/滾落之勞工職種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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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作業內容分佈狀態
再者，如圖8所示也可以看出勞工

發生墜落/滾落當時之作業內容，主要集
中於模板組/拆裝作業時、物料吊運作業
時、鋼構件吊運組裝、固定補強及拆除

作業時等；此外，對圬工/泥作工作業、
修繕作業及環境整理作業等，於2000-
2014年期間發生墜落/滾落罹災人數也不
少（72人）。其發生原因與前述勞工不
安全行為有很大相關，主要還是集中於

作業中採取不安全姿勢或動作所致，加

上未依規定穿戴並正確使用個人安全防

護具(PPE)，才造成職災事故發生。

圖8　 建築工程發生墜落/滾落當時之作業內容
分佈狀態

D. 事故位置分佈
如圖9所示，可以看出建築工程發

生墜落/滾落之事故位置，主要傷亡人
數分佈於施工架處（213人）與開放邊
緣/開口處（232人）。施工架作業主要
為建築工程之假設工程，亦即施工架為

提供作業平面高處作業，如鋼筋綁紮/
組立、模板組立、泥作粉刷、打石、

油漆或水電配管、裝修等施工所需，或

於外牆作業進行石材吊放組裝、牆面粉

刷、貼磁磚等；施工架或梯架也普遍用

於一般建築工地或裝修現場之高空作業

平台等。然而，依實務觀察，對於施工

架組立，及合梯的使用方式與其結構穩

定條件，並未能符合營造安全衛生設施

標準，僅作為提供現階段工項作業內容

之目的；然而，其間所可能發生之墜落

危害卻無法避免，唯現場作業主管或監

工能確實落實職安法第27條所規定內容
加以防範，才能避免職災事故發生。

圖9　建築工程發生墜落/滾落之事故位置分佈

E. 事故時段分佈
從歷年重大職災資料分析建築工

程發生墜落/滾落之事故時段分佈，如
圖10所示。結果發現上午10:00-12:00時
為第一波高峰，下午14:00-17:00點間為
職災事故另一高峰期，其中以下班前

16:00-17:00時比例最高。為能確實了解
勞工作業危害狀態，研究觀察期間也就

前述時段分別就模板工、鋼筋工等進行

觀察，結果發現其危害狀態有以下原

因：(1)趕工：為能配合工務所工程進
度，如隔天已安排灌漿作業，因此欲將

未完成作業加速完成，許多危害行為或

姿勢出現機會增多；(2)鬆懈：一般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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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勞工上工大多為上午7:30至11:30，
下午13:00至17:00；一上午或整天工作
下來，特別是在基礎地下室作業，因其

工作空間小干擾多，各工項職種作業干

擾多，加上7-9月大熱天與雨季作業，
常見一般勞工汗流夾背，大都勞工都會

除去個人安全防護具，並立坐於具危害

之高處點，或行走於不安全路徑等，此

行為模式據了解也普遍於各建築工地發

生。若加上承攬商所提供之勞工休息區

小，往往選擇於地下室支撐拱上模板

料上，或簡易物料平台上進行吃飯或休

息。期間所見墜落危害狀況甚多，唯勞

工認為自己會注意安全，此時只想好好

休息，以利下午工作情緒或壓力的舒壓

儲存精力。

圖10　建築工程發生墜落/滾落之事故時段分佈

分析勞工行為模式，仍必須回到人性於工

作壓力下，尋求輕鬆、方便及工作效率的行為

本質加以探討，非僅以一般管理者或監督者角

度就其違反職安法令行為而呵責；對於其危害

行為的及時矯正與溝通甚為重要，同時也必須

從承攬商是否提供作業環境良善之安全措施，

或勞工進場前相關危害告知或安全宣導等說明

加以檢討。據訪談了解，前述不同職種勞工之

行為狀態，受僱於其他工地作業危害慣習也是

相同。特別是在中午休息下工時，因顧及勞工

作業勞累，主管們都會以比較寬鬆態度叮嚀注

意小心，如此長期默許或支持的態度也導致勞

工之危害行為一直都在。

結論與建議

安全不是名詞口號，安全是確保企業發展

及勞工生命的關鍵動詞。任何職災事故成因都

有跡象可循。分析2000-2014年營造業重大職災
案例發現，因工程低價發包、工項因專業不同

層層轉包、主要職種勞工（如鋼筋、模板、泥

作及臨時工等）因無一定雇傭關係，其作業危

害行為不易被規範；加上工程進度壓力，在現

階段國內缺工的狀態下，許多小規模案考量完

工經濟效益，對作業環境的危害處理態度，則

抱持以最簡易的防護或提醒告知後，就將作業

危害的風險轉嫁至勞工。其結果也顯示，勞工

高處作業的危害暴露有47%的比例為墜落職災。
然而，綜觀國內營造施工安全問題，多年

來似乎也多一直都在檢討原因，對已存在營造

業管理制度問題，從採購發包制度至承攬管理

工作的落實等，『事實狀態』與『真實狀態』

仍有段落差；『知道』與『做到』於第一線作

業勞工與作業主管等，因個人作業習性與因工

程進度與施工成本等承攬壓力，往往忽視作業

安全程序的必要性等。為此，如何突破現階段

管理困境，則必須由先前所建置重大職災資料

庫的職災成因分析，稱之為『事後諸葛』，結

合勞安所推動勞工行為安全研究（計畫案：

IOSH-1050054），應用手持裝置設計行動應用
程式，提供前台實務現場勞工行為安全觀察活

動記錄(Behaviour-Based Safety and Application, 
BBS-APP)。透過大量觀察資料的匯入，提供管
理者即時掌握作業現場潛在之勞工危害行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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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全狀況等，作為每日工具箱會議(Toolbox 
meeting, TBM)宣導重點，及量化每日、每週或
每月勞工安全行為與不安全行為表現率的獎勵

與協助指導等。此活動以預防在先的『事前諸

葛』管理作法，將有助於提升現階段國內營造

業管理模式。

再者，檢討國內勞工進場職前教育實施狀

態，往往顧及法令要求必須執行；然而，研究

期間觀察與訪談結果，就其實施結果卻也發現

形式上接受與實質安全行為表現，仍有很大差

距，特別是民間營造工程規模較小案場未落實

職業教育訓練情形最為嚴重。因此，就職業安

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中，應就職前教育訓練教

材內容，依不同職種差異、勞工教育程度，參

考歷年重大職災資料研究成果編撰數位教材，

並於執行後就勞工對其教材內容的認知性與實

踐性的檢核與修訂參考等。此外，加強高處作

業工項作業前之安全規劃與協調，將可減少危

害空窗期，避免因規劃動線不佳，或作業工序

衝突，或安衛設施跟不上作業變更，致使勞工

作業中因個人行為閃失、踩空或跨越、攀爬、

坐立於高處等行為等發生意外。透過工項多次

的工具箱會議危害告知，配合作業主管或監工

等走動式安全管理工作的落實，才能確保第一

線作業人員安全的最大保障。安全管理工作為

強調勞工作業當時的危害行為預防，透過職災

研究確認其高風險作業危害的狀態或條件，提

供管理者就安全管理系統所提供之資訊，研擬

消除所存在立即或潛在危害狀況，有效降低國

內營造業居高不下的職災千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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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pational accidents happen for a reason. In this study, statistics compiled by the Ministry 
of Labor on major occupational accid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during 2000-2014 in Taiwan 
were analyzed; a direct observation of a construction site was made; and interviews with contractors, 
supervisors, and workers were conducted to identify the causes of accidents and safety management 
failures.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improving the safety behavior of frontline workers was critical to 
reducing occupational accidents. In addition, the findings of the field research showed that low- price 
bidding, subcontracting, pressure to meet deadlines, and labor shortages were commonly involv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ntracted construction projects. Consequently, numerous construction 
firms were unable to perform safety and hygiene management sufficiently, despite perceiving such 
management as crucial. To effectively reduce occupational accid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e government can conduct regular inspection visits to construction sites and formulate penalties. 
Additionally, construction firms can invest further in safety and hygiene management to improve 
worker safety at higher heights, provide daily training sessions and notifications about work-related 
hazards before work begins, perform frequent walk- around checks, and issue safety instructions 
whenever nece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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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模組化移載輔具之設計與系統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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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建置具備安全移載及簡易搭載人體之功能電動手推車，使其兼具推車及電動輪

椅之功能。本研究自行設計連桿機構，並進行動態模擬及應力分析，設計出符合其攀階功能之

機構，並且設計簡易拆卸輪椅模組化，以及增加補助爬坡動力系統，最後進行負載測試。本研

究所發展之安全移載輔具，其機具可以符合爬昇降坡、爬昇降階梯，應用於不同環境的搬運移

載工作，確保職場勞工安全。同時也能兼具有搭載人體之功能，能廣泛應用於職場、家居、或

公共區域，為職場勞動者或行動不便人士，提供簡易行動輔具，克服勞動空間的不友善，對於

現有產品創造更多更大的附加價值。

關鍵字： 無障礙空間、輔助重物搬運機、職業安全、科技輔具、爬階輔助機構

民國 105 年 9 月 19 日投稿，民國 105 年 11 月 21 日修改，民國 105 年 12 月 14 日接受。 
通訊作者：林仲廉，健行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32097桃園市中壢區健行路229號， 
電子郵件信箱：jlin@uch.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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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審視目前國內工作職場空間，普遍存在通

路動線上引導設施設置不完整、設置不連續，

且有未經處理之高低差和鋪面不平整、垂直動

線不連續等等問題。即使有爬坡道之設置，也

因爬坡道設計不良，傾斜角度過或不及，造成

人員及搬運工作困難，首當其衝就是搬運職

災。不當的搬運行為，過重的物件負荷，輕者

造成肌肉骨骼受傷，重者造成重大職災，面對

這些問題，不得不嚴肅面對。因此如何設計多

功能的搬運輔具，使其能應用在不同作業環境

下，以減低職災發生，因此發展適當搬運輔具

為當務之急，相關輔具之研發就成為勞動職業

安全研究非常重要的課題。

因此本研究主要目的就是要發展新型多功

能模組式移載輔具，針對該機種之機構設計、

分析、與系統組合，並完成原型機之製作。使

其新型機種可以符合輔助爬昇（降）坡、爬昇

（降）階梯。相關移載輔具在藉由操作者之輔

助操作下，不僅可提供職場勞動者做為為搬運

輔具，也可做為行動不便者之行動輔具，兼具

有搭載重物或人體之模組化功能。

研究方法

1. 資料搜索

本研究先進行國內外相關產品的資料搜

索，根據移載輔具之產品分析將區分為：一般

推車、可爬梯推車[1]、攀爬式輪椅[2]、撐高式
輪椅[2]、履帶式輪椅[3]、行星輪式輪椅[4]。而
國內外的爬樓梯機構再細分為五種形式：攀爬

式[1,5]、撐高式[1,6]、履帶式[7]、尺蠖式[8]以
及行星輪式[9]，本研究設計概念經由以上現有

商品化之產品分析，移載輔具形式以電動式爬

梯推車為最佳，攀爬類型以攀爬式最為適當。

2. 系統概念設計

本研究之設計之3D組合圖如圖1所示。係
以一般的推車做為機構本體，利用機構與電動

控制達成具有爬昇降坡、爬昇降階梯之功能，

其主要系統包括輪穀馬達、雙輸出軸馬達、感

測機構、輔助連桿機構、可快速拆裝的輪椅、

電池、及控制箱。輔助連桿機構係採用四連桿

機構設計，其機構採用的是類似牛頭刨床急回

機構之連桿設計，此一連桿之設計主要由，馬

達驅動之曲柄、支撐連桿及搖桿所組成，使其

達成攀爬之運動效果[10]。當本系統拆卸輪椅
時，則成為可搬運重物之電動推車，裝置輪椅

後則成為可搭載人之輔具，然而不論是載物或

載人，均需要操作者主導設備之操作。

 

圖1　3D 設計模擬

3. 單階爬升高度分析

目前本研究所設計製作之機構設計中所使

用時傾斜角度之不同，其單階最大爬升高度均

可達到200mm以上，足以應付目前絕大多數之
梯階高度。如圖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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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不同操作傾斜角度下單階最大
爬升高度示意圖

(a) 傾斜角度 25 度

(b)  傾斜角度 35 度

(c) 傾斜角度 45 度

4. 動態系統穩定度分析圖面設計

本研究所設計製作之多功能模組化移載

輔具其空車重量約為35kg，經模擬分析後得知
其空車狀態下重心位置如圖3中Gt點所示。Gt

之位置介於推車輪軸中心以及前方小輔助輪之

間，因此本推車在空車狀態下可以自行穩定站

立，方便停放。

圖3　攀階推車空車狀態下重心示意圖

為了探討此一攀階推車於載貨狀態下之

穩定情形，假設此一推車於其坐位上承載一質

量85kg之人員。圖4所示為攀階推車搭載此一
人員後之整體重心示意圖，其中Gt為空車重心
位置，Gm為人體重心位置。經計算可得知搭
載人員狀態下此一攀階推車整體之重心位置為

Ga。

Gm 

Ga 

Gt 

圖4　 攀階推車搭載人員狀態下
整體重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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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情形
一般操作者於使用推車時往往會將推車之

傾斜角稍加調整，使推車整體之重心落於車輪

與地面接觸點之垂直線上，此時推車之傾斜角

約為31度，如圖5(A)所示。在水平地面上以此
一姿態下推車整體之重力W與地面給推車之正
向力N位於同一直線上，且這兩個力量都通過
此時之支點O，因此不會產生的力矩。推車處
於此一姿態時操作者可於最省力之情形下操作

推車，不需負擔額外的力量來平衡推車對支點

O所產生之力矩即可維持車身之平衡。接下來
模擬此一推車攀爬一高度180mm之階梯，在進
行攀階動作過程中，當支撐桿接觸下一梯面之

瞬間，整體推車與地面之支點轉移至之O’處，
如圖5(B)所示。在此瞬間操作者握於推車把手
之Ｈ處必須提供額外的F＝470.2N下壓力來維
持推車之平衡。因此在使用此一推車進行搭載

人員之攀階動作時，必須先提醒操作者緊握把

手，以免推車在攀階之過程中因無法維持力矩

平衡而造成推車之傾倒。

N = 1647.4 N 

 
W = 1177.2 N 

 
31 

H 

 
F = 470.2 N 

 
31 

W = 1177.2 N 

O 

O   N = 1177.2 N 

(A) (B) 

圖5　 推車攀階過程中支點改變以及操作者
施力改變情形

由於本推車建議之操作傾斜角介於45度至
25度之間，在此進一步分析最大與最小傾斜角
狀況下，此一推車攀階過程中支點改變以及操

作者施力改變情形。

(2) 最大傾斜角（45度）
如圖6(A)所示，在水平地面欲將推車維持

於最大傾斜角（45度）姿態，為了達成針對支
點O之力矩平衡，操作者握於推車把手之Ｈ處
必須提供額外的F＝173.6N向上之力量。然而
當推車在進行攀階動作過程中，當支撐桿接觸

下一梯面之瞬間，整體推車與地面之支點轉移

至之O’處，如圖6(B)所示。在此瞬間操作者握
於推車把手之H處必須改提供的F＝90.4N向下
之力量來維持推車之平衡。因此在使用此一推

車進行重物負載之攀階動作時，操作者握於把

手之施力必須承受上下方向約264N之震幅，此
一264N之力量應屬一般操作者可提供之合理施
力範圍，但仍須提醒操作者緊握把手，以免推

車在攀階之過程中因無法維持力矩平衡而造成

推車之傾倒。

N = 1003.6 N 

 
N = 1267.6 N 

H 

F = 173.6 N 

 
 

45 Ga
 

 
 
 
 

O 
W = 1177.2 N 

H 

 
F = 90.4 N 

 
 

45 G a
 

W = 1177.2 N 

(A) (B) 

圖6　 最大傾斜角（45度）下推車攀階過程中
支點改變以及操作者施力改變情形

(3) 最小傾斜角（25度）
如圖7(A)所示。於最小傾斜角（25度）姿

態下，為了達成針對支點O之力矩平衡，操作
者握於推車把手之Ｈ處必須提供的F＝176.6N
向下之力量。然而當推車在進行攀階動作過程

中，當支撐桿接觸下一梯面之瞬間，整體推車

與地面之支點轉移至之O’處，如圖7(B)所示。
在此瞬間操作者握於推車把手之Ｈ處所提供之

下壓力量必須達到F＝811.9N來維持推車之平
衡。此一811.9N之力量屬於下壓力，對操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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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可以本身之體重作為施力之輔助。然而模

擬之過程中可發現當推車傾斜角越小，攀階過

程中施力臂與抗力臂之長度將越趨接近，造成

操作者施力的增加，不利維持推車在攀階之過

程中之力矩平衡。因此在推車承載重負荷之情

形下，應儘量維持較大之傾斜角度。
N = 2003.3 N 

H 

F = 130.6 N 

25 

N = 1307.8 N 

 
 
 
 

Ga 

H 

 
F = 826.1 N 

 
25 

 
Ga 

O 
W = 1177.2 N 

 
W = 1177.2 N 

(A) (B) 

圖7　 最小傾斜角（25度）下推車攀階過程中
支點改變以及操作者施力改變情形

系統實作與測試

1. 系統架構

本研究所研發之多功能模組化移載輔具，

系統配置如圖8所示。系統分為四大模組，分
別為致動模組、馬達定位校正模組、感測模

組、及電源管理模組。在致動模組方面，本系

統採用一顆無刷雙出軸馬達和兩顆無刷輪穀馬

達，並由兩種不同驅動器分別驅動不同模式。

在感測模組方面，負載感測針對人體負

載，對於負載於座墊上能加以判斷。啟動解除

安全鎖定，則有光電開關，其作動方式為，當

拉動推車使推車靠近樓梯，光電開關偵測到踢

腳板，便會啟動輔助輪爬梯機構，使系統功能

運作同時保有手動/自動之功能。另外尚有傾斜
角度感測，以微動開關進行角度感測啟動，傾

斜角度感測為整體運作之開關，當推車處於傾

斜的狀態下才可以使用輔助機構，此為防止平

放時誤觸到感測器作動而造成的意外。

在馬達定位校正模組，則利用近接開關，

使其使輔助輪到達適當位置後啟動煞車停止動

作，停止位置是以近接開關的位置為目標，藉

此達到馬達定位之校正。

電源管理模組方面，本推車使用鋰三元電

池（亦可因不同應用別採用不同電池組合），

組裝成馬達所需的電流電壓24V20A的型式，
可重複充電使用，並以LED燈作基本的電量顯
示，以可變電阻模擬電池電量改變，做為電源

管理之重要判斷依據。

圖9為操控介面，配合圖10系統操作流程
圖，提供標準化操作程序。

圖8　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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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操控介面圖

左輪啟動 反向動力 反向指示 鑰匙 輪轂加速 右輪啟動 

 

電量顯示 上下樓切換 安全按鈕 停止按鈕 啟動按鈕 手動操作 

圖10　操控介面圖

連桿定位

 

啟動狀態
 

解除鎖定
 

 
 確認解
除急停  

 

 
 傾斜推車

  
 
 輪轂啟動

 

 
 前進後退

 

偵測樓梯
 

YES NO 

連桿作動
 

到達樓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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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拆卸輪椅模組化設計

關於本研究輪椅與推車的快速拆卸方式，

針對簡單與快速的條件下，分別上下兩種拆卸

方式：一則是使採用3D列印方式製造，因零件
材質為ABS硬度108 R Scale可用於耐衝擊，並
且在設計製造取得容易下安裝於輪椅手把兩處

3D列印零件定位塊，而定位塊向下扳與推車呈
垂直如圖11所示將輪椅靠齊推車；二則將插銷

固定於輪椅與推車的固定孔如圖12所示。

圖11　3D列印定位塊

圖12　插銷固定

3.  原型機實體圖及測試原型機實體圖及測

試如圖13~15所示。

圖13為承載重物攀階之測試，圖14為承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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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攀階之，測試分為上（下）樓負載測試，

並由上述圖中可清楚知悉連桿動作流程。由於

本輔具必須藉由操作者之操作，因此操作者必

須遵循標準操作流程，由於本推車經由前面章

節之動態系統穩定度分析，建議之操作傾斜角

介於45度至25度之間，因此本系統設有傾斜角
度感測，當本機具處於上述之角度才可以使用

輔助機構，以確保使用機具之安全。另外在承

載人體方面，除了傾斜角度的安全設定外，另

有安全帶及防護墊之設計，可有效提昇承載人

體移動之安全防護。同時也在輪椅坐墊上裝置

重量感知器，當承載之重量過重時，進行系統

警示與停機。

另外圖15為本機具承載人上下斜坡之實體
測試圖，本機具可有效減少操作者爬坡時之出

力程度，而於下坡時亦採用正向方式前進，不

似一般輪椅下坡時，操作者必須背面走，在操

作者的安全度設計而言，本機具更優於一般輪

椅之設計。

圖13　推車載物攀階負載測試圖

圖14　輪椅攀階負載測試圖

圖15　輪椅爬坡負載測試圖

結論

本研究所研發之多功能模組化輔助搬運

機之產品具有獨特性，高度模組化，設計概念

可適合國內最常用之推車與輪椅，易於推廣。

推車與輪椅之功能轉換僅需非常短的時間，這

也是全球唯一具有這樣的固定、拆卸推車與輪

椅間之介面設計，可兼具推車與電動輪椅之功

能，提供職場勞動者或行動不便人士，簡易的

行動（載物）輔具，市場潛力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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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develop a new electrical trolley which possesses carrying 

capability of heavy loads and human body. The development of such novel product hold multi-

function and modularize design. By using computer-aided-design software to set up 3D system 

model, the structure analysis and dynamic simulation have been demonstrated in this study. The 

system integration has been conducted by mechanism, electrical circuit, sensor and actuator. Thus, 

the operation performances have been verified in experimentation. Consequently, the development of 

new generation material handling-aided-machine will own multi-function and modularize design. The 

proposed novel device will own slope/stair climbing and descending. Moreover, it also owns carrying 

capability of heavy loads and human body. It also exhibits auto sensing function and multi safety 

prevention devices. It results in an intelligent handling-aided-machine of this product. Hopefully, the 

proposed novel device investigated in this research owns the potential to be developed into commercial 

products. It not only provides useful machine for material handling, but also can promote assistive 

devices market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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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米金屬微粒引發健康危害之動物實驗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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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呼吸道暴露模式探討奈米氧化鋅與奈米鎳微粒對肺部呼吸道發炎反應、氧化壓

力、蛋白質表現、病理變化與可能肺部腫瘤的風險，進而探討奈米金屬微粒導致呼吸道健康效

應之劑量效應與致病機轉。由急性（24小時）效應呼吸毒理實驗發現奈米氧化鋅與奈米鎳暴露

會引發小鼠之乳酸脫氫酵素、總蛋白質、凋亡蛋白酶-3、8-氫氧-2-去氧鳥糞核糖核苷與肺鱗狀

細胞癌指標p63的濃度顯著升高。將小鼠暴露於20 μg ZnONP20的肺部取出後，將其總蛋白質萃

取分析肺部各蛋白質的表現情形，研究發現共有281個蛋白質表現有意義，其中有117個蛋白質

的表現增加與164個蛋白質表現下降。而將小鼠暴露於20 μg NiNP20的肺部取出後，將其總蛋

白質萃取分析肺部各蛋白質的表現情形，研究發現共有212個蛋白質表現有意義，其中有108個

蛋白質的表現增加與104個蛋白質表現下降。因此建議奈米氧化鋅與奈米鎳暴露的事業單位加

強通風改善，並以教育訓練勞工佩戴呼吸防護具，及定期維護更換呼吸防護具，嚴格要求作業

勞工佩戴呼吸防護具。

關鍵字： 奈米金屬微粒、發炎反應、氧化壓力、動物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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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作者：潘致弘，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22143新北市汐止區橫科路407巷99號， 
電子郵件信箱：chpan@mail.ilosh.gov.tw。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季刊　民國106年3月　第25卷第1期　第47-59頁

48

前言

奈米微粒(Nanosized particles)係指人為或
非人為產生的，粒徑小於100奈米(nanometer, 
nm, 10-9 meter)的微粒[1]。近年來奈米應用日
趨廣泛，各式產品推陳出新，包含化學工業、

化妝品、光電產業、奈米醫療產業、半導體產

業與生技產業等[2]，其材質逐漸趨向小尺度。
空氣中亦有許多的奈米微粒存在，故奈米微粒

的毒性在科學上的探討也更加受到重視[3,4]。
焊接作業為工業製程中常見之作業程序，勞工

因焊接作業而吸入奈米粒徑的金屬燻煙致使不

良健康效應已日益受到關注。隨著奈米科技的

發展，人造奈米材料的製造與應用逐漸廣泛，

身處奈米物質作業環境的勞工人數亦隨之急速

增加，致使勞工暴露於奈米物質的潛在風險上

升。奈米微粒的特性為每單位質量中具有大的

表面積以及粒子數目濃度。此特性使得奈米微

粒比大粒徑的微粒更增加其與生物組織的交互

作用並產生危害。由於奈米物質在危害與暴露

資料上的欠缺，定義奈米物質暴露的規範便顯

得困難，致使職場作業規範缺乏科學數據來管

控奈米物質的暴露程度。因此研究奈米物質的

逸散特性與其影響因子，以及勞工在作業場所

的暴露便成為在奈米物質風險評估以及管理上

不可或缺的要素。

為評估奈米微粒對人體的潛在危害，除了

需直接測定奈米微粒的物理化學特性外，需利

用體外或體內的實驗方式作毒性評估，體內的

實驗方式為建立一標準化之動物模式來進行實

驗，如與肺部、支氣管相關部位、口腔部位、

表皮部位或體內注射等方式將奈米微粒注入實

驗動物體內，以觀察微粒對動物造成之生理影

響。Seaton等人1995年發現空氣中粒狀污染物
會導致不良的健康影響，其結果和微粒的粒徑

與數目濃度有較大之關聯[5]。動物實驗研究結
果顯示，在同重量濃度下，奈米微粒引起的肺

部發炎反應較大粒徑微粒嚴重許多[6]。小鼠吸
入低劑量的碳奈米微粒6小時後會引起輕度的
肺部發炎反應[7]。老年小鼠或呼吸道受傷/敏
感者會顯著增加其對奈米微粒發炎效果的易感

性，且與年輕的小鼠比較，年長的小鼠較易被

引起氧化壓力和肺部傷害[8]。Oberdörster等人
(2002)利用電氣管以放射性的銥192奈米微粒
（平均直徑為15及80 nm）給健康的雄性老鼠
吸入，利用gamma光譜儀監測仍存於老鼠體內
及排泄物中的銥192的活性，結果顯示大部分
的15 nm奈米微粒會由呼吸道中清除，而有些
肺泡中的粒子進入腸胃道及糞便[9]。此外，小
於1%的奈米微粒會由呼吸道轉移到其他器官，
例如肝臟、胰臟、心臟及腦部中。Kim等令健
康大鼠食入奈米銀，發現奈米銀微粒於血液、

胃、大腦、肝、腎、肺以及睪丸中有明顯的劑

量效應關係，顯示奈米微粒於動物體內會有全

身性的流布[10]。Oberdörster等在奈米微粒於
動物體內流布的相關研究中，將大鼠暴露於奈

米碳13微粒下6小時，除發現奈米碳13可隨著
血液循環累積於肝臟，亦發現在嗅球神經的奈

米碳13微粒有顯著增加，這間接證明了奈米微
粒可經由嗅球神經進入中樞神經系統[11]。奈
米氧化鋅會引起動物顯著的肺臟毒性[12]，在
細胞毒性方面，奈米氧化鋅會導致細胞死亡，

其毒性機制與氧化傷害及發炎反應有關[13, 
14]。而奈米鎳會引起動物之肝臟與脾臟傷害、
肺臟發炎、心臟毒性等急性傷害[15]，在細胞
毒性方面，奈米鎳具細胞毒性、基因毒性及致

癌性[16]。
奈米微粒常見的肺部傷害指標為總蛋白

質(Total protein)與LDH[17,18]。當肺泡灌洗液
中的總蛋白質增加，其代表了細胞的受損與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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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使血管擴張與通透性增加，以至於Total 
protein經由間隙進入肺部。而LDH原為細胞質
中的酵素，當細胞死亡或細胞受到傷害以至

於細胞膜通透性增加時，LDH會迅速的釋放
[19]。過去亦有許多奈米氧化鋅相關實驗使用
這些常見的肺部傷害指標[20-23]。由於我國有
因長期鎳之作業環境暴露致勞工罹患肺腺之確

定案例，並於勞工健康保護規則增列鎳及其化

合物之製造、處置或使用作業為特別危害健康

之作業。

奈米科技發展至今，雖已有眾多研究顯

示奈米金屬微粒對人體健康危害之影響，包括

引起肺部發炎、肺部纖維化反應、引起血栓與

心血管危害效應，甚至導致癌症的發生等，但

我國目前尚未訂定奈米金屬微粒安全衛生相關

法規，因此進行奈米金屬微粒引發健康危害之

動物實驗研究有其必要性，以應用於訂定奈米

金屬微粒安全衛生相關法規，保護奈米金屬微

粒暴露作業勞工的健康。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於2013年的報告中
也指出奈米金屬微粒（例如奈米氧化鋅）在職

業環境中可能的健康危害需要受到重視，需

要更多相關的健康風險評估與實驗需投入研究

[24]，因此本研究以呼吸毒理學研究方法，利
用動物模式探討奈米氧化鋅微粒與奈米鎳微粒

引發肺部不良反應等健康危害。

研究方法

1. 實驗動物

本研究向樂斯科生技公司(BioLASCO, 
Taiwan)購買六周歲大雌性健康BALB/c小鼠
（約等於20歲人類年齡）。飼養於台北醫學大
學動物中心，該飼養室維持12小時晝夜循環，
溫度為22±1℃，相對濕度55±10%。實驗動物

於飼養室中適應一週後，方可進行實驗。

2. 呼吸道暴露實驗

以氣管注射(intratracheal instillation, IT)的
方式暴露小鼠於0、10（等於人體暴露於5 mg/
m3 1.36天濃度）、20微克(μg)（等於人體暴露
於5 mg/m3 2.72天濃度），且於暴露前一小時以
腹腔注射方式給予50 mg/kg抗氧化劑N-acetyl-
cysteine(NAC)[25]，於暴露後24小時收集器
官、肺部灌洗液(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 
BALF)，用以分析氧化壓力與發炎反應等的變
化，每組動物為8隻。

3. 動物麻醉與犧牲

利用腹腔注射的方式注入5 0  m g / k g的
pentobarbital進行麻醉，待實驗動物完全昏迷後
置於解剖台上固定四肢，以便後續實驗與檢體

採集。

4. 肺部傷害分析

肺部傷害分析(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 
BALF)取得方式為切開小鼠氣管並套上PE軟管
後，以磷酸緩衝液(PBS, pH=7.4)灌入肺臟內，
每次灌入50 μL停留30秒鐘後回抽，共進行約
3次，將肺泡灌洗液置於冰上暫時保存。肺泡
灌洗液使用1,000 rpm離心十分鐘後，取上清
液分析總蛋白質(Total protein)與乳酸脫氫酵素
(LDH)。

5. 器官採集

本研究採集肺臟、心臟、脾臟、肝臟、腎

臟。左肺泡置於福馬林(10% Formadehyde)以供
H&E染色方法觀察其組織病理變化。病理判讀
為單盲判讀方式。右肺與其他器官以液態氮處

理後置放於-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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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器官中鋅與鎳分析

心臟、脾臟、肝臟、腎臟先以冷凍乾燥後

得到其器官乾重，再將樣本以硝酸及適當微波

爐消化條件下消化後利用感應藕合電漿質譜儀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mass spectrometry, 
ICP-MS)分析樣本中鋅或鎳的含量。

7. 肺部蛋白質萃取

小鼠暴露後所取出的右肺臟以液態氮處

理，然後利用細胞均質機與超音波振盪等方

法使其均質化，並以protein lyses buffer萃取
出蛋白質，當蛋白取出後再加入proteasome 
inhibitors後置放於-80℃保存。

8. 氧化壓力

氧化壓力所產生的DNA反應會導致單股
/雙股斷裂(single-/double-strand breakage)以及
改變DNA結構等。本研究使用氧化壓力造成
肺部組織產生的8-氫氧-2-去氧鳥糞核糖核苷
(8-hydroxy-2-deoxyguanosine, 8-OHdG)生物指
標作為奈米微粒暴露後的氧化壓力測試，並以

酵素免疫分析法(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分析和定量。將未使用的微量盤
(microplate)取下放置於鋁袋內去濕，並且用封
口袋封住。所有樣本解凍後須立即分析，並且

避免重複冷凍。本研究每個樣本都至少做3重
複，並且考慮濃度0時的吸光值後求得相對應
的濃度平均，此外重複樣本的吸光值須介於平

均值的±10％內。8-OHdG的量測範圍為0.5到
200 ng/mL，偵測極限為0.125 ng/mL。

9. 凋亡蛋白酶-3(Casepase-3)分析

Caspases是細胞凋亡重要的起始者。關於
細胞凋亡特性的最早且最穩定的發現之一是

caspase的一系列胞質蛋白酶的活化。當細胞
凋亡被啟動後，caspase會一併剪切多種蛋白
質受質，細胞結構和功能隨之喪失，最終導致

細胞的死亡。本研究利用caspase-3 ELISA針對
caspase-3進行分析。本研究每個樣本都至少做
3重複，並且考慮濃度0時的吸光值後求得相對
應的濃度平均，此外重複樣本的吸光值須介

於平均值的±10％內。caspase-3的量測範圍為
0.625到40 ng/mL，偵測極限為0.242 ng/mL。

10. 肺部蛋白質鑑定與分析

 將肺部萃取出的蛋白質樣品先進行酵素消
化(trypsin digestion)，隨即利用質譜儀分析消化
後所得之胜肽(digested peptide mixture)，並利
用序列資料庫進行蛋白質搜尋鑑定。分析後的

基因表現以Database for Annotation, Visualization 
and Integrated Discovery(DAVID)線上分析軟
體探討可能的生理機轉。本研究依照Huang等
人於2009年於Nature protocol中提到利用自然
對數方式轉換所計算出的p值以代表加強分數
(enrichment score)，當enrichment score越高代表
其對應的組別越重要，此外以enrichment score 
≥ 1.3為恕限值，當enrichment score ≥ 1.3所代表
的組別相對重要 [26]。

11. 肺部組織免疫染色分析

本研究藉由H&E與Masson's trichrome染色
判斷可能的病理變化後，利用肺部萃取的蛋白

質進一步分析p63與甲狀腺轉錄因子-1(thyroid 
transcription factor-1, TTF-1)對於可能的肺鱗狀
細胞癌與肺腺癌的產生。

結果

為了瞭解作業環境中單一成分的金屬燻

煙奈米微粒可能的健康效應，本研究與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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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oAmour公司(Nanostructured & Amorphous 
Materials Inc, Houston, TX, USA)取得20 nm的
奈米氧化鋅微粒(ZnONP with 20 nm, ZnONP20)
與20 nm的奈米鎳微粒 (NiNP with  20 nm, 
NiNP20)，其中基本物理特性於表1中顯示。其
中兩個奈米微粒的純度為 > 99.5%以上，具有
圓形的形態特徵與表面積為50 m2/g(ZnONP20)
和40-60 m2/g(NiNP20)。為了避免污染物的干
擾後續動物實驗結果，本研究首先針對內毒素

(endotoxin)進行量測，兩個奈米微粒皆為未檢
測出內毒素的污染。

小鼠暴露於ZnONP20與NiNP20下24小
時，分析BALF中的LDH與Total protein濃度變
化，並探討給與抗氧化劑NAC是否能減低奈米
金屬微粒所造成的傷害。圖1顯示小鼠暴露於
20 µg的ZnONP20後會造成肺部顯著的LDH濃
度上升(p < 0.05)。在給予NAC組的結果顯示，
NAC能顯著的降低ZnONP20所引起的LDH濃
度。值得注意的是在NiNP20的暴露下，20 µg
會引起顯著的LDH濃度上升(p < 0.05)，此LDH
的濃度增加不會因為給予NAC而降低。

圖2顯示小鼠Total protein的濃度會隨者
ZnONP20暴露濃度的增加而上升，但此上升的
幅度並沒有到統計上顯著的差異。此外，給予

抗氧化劑NAC並沒有顯著的減少ZnONP20所引
起Total protein濃度。NiNP20在20 µg會顯著地
引起Total protein濃度上升(p < 0.05)，此上升的
Total protein濃度會因NAC的給與而下降。

本研究分析肺組織中8-OHdG的濃度來探
討ZnONP20與NiNP20所引起的氧化壓力損傷。
圖3結果顯示暴露於20 µg的ZnONP20會顯著的
增加8-OHdG的濃度(p < 0.05)，此濃度的上升不
會因為給予NAC而下降。反觀在NiNP20的暴露
下，20 µg的NiNP20能明顯的增加8-OHdG的濃
度，但是在NAC組的結果顯示此8-OHdG的濃度

上升會因為NAC的給予而下降。
在caspase-3的分析部分，研究結果指出暴

露於20 µg的ZnONP20會引起顯著的caspase-3產
生(p < 0.05)，此caspase-3濃度的增加不會因為
NAC而下降，如圖4所示。我們發現當小鼠暴
露於20 µg的NiNP20會引起顯著的caspase-3濃
度上升(p < 0.05)，不同於ZnONP20的是NAC能
明顯的降低caspase-3的濃度。

為了瞭解呼吸暴露於ZnONP20與NiNP20
下對於p63與TTF1的調控表現可能的影響，
以分析暴露於ZnONP20與NiNP20下對於肺鱗
狀細胞癌與肺腺癌的產生可能具有的風險。

本研究發現當小鼠暴露於ZnONP20下會引起
p63的濃度增加，尤其是在濃度20 µg之下(p < 
0.05)，如圖5所示。值得注意的是當給予抗氧
化劑NAC並不會降低p63的濃度。在NiNP20部
分，本研究發現NiNP20會引起p63的濃度上升
(p < 0.05)，與ZnONP20不同的是NAC能降低
p63的濃度。圖6則顯示當小鼠暴露於ZnONP20
與NiNP20下雖然會輕微的引起TTF1濃度的增
加，但是其上升的幅度並沒有達到統計上的意

義。此外TTF1濃度的變化並不會因為給予NAC
後而造成顯著的變化。

將小鼠暴露於20 μg ZnONP20的肺部取出
後，將其總蛋白質萃取分析肺部各蛋白質的

表現情形，本研究發現共有281個蛋白質表現
有意義，其中有117個蛋白質的表現增加與164
個蛋白質表現下降。圖7顯示117個表現增加的
蛋白質與Antigen processing and presentation、
Glycolysis/Gluconeogenesis、Ribosome、
Spliceosome、Complement and coagulation 
cascades的生理機轉有關。反觀164個表現下
降的蛋白質與Glutathione metabolism、Citrate 
cycle(TCA cycle)、Metabolism of xenobiotics 
by cytochrome P450、Drug metabolism、F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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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hesion、Leukocyte transendothelial migration、
Tigh t  j unc t ion、Pyruva te  me tabo l i sm、
Glycolysis/Gluconeogenesis、Regulation of actin 
cytoskeleton、Neurotrophin signaling pathway、
Adherens junction、Glyoxylate and dicarboxylate 
metabolism、Tryptophan metabolism、Fatty acid 
metabolism、Hypertrophic cardiomyopathy、
Arrhythmogenic right ventricular cardiomyopathy
的生理機轉有關。

在N i N P 2 0部分，本研究發現共有2 1 2
個蛋白質表現有意義，其中有108個蛋白質
的表現增加與1 0 4個蛋白質表現下降，圖8
顯示108個表現增加的蛋白質與Glycolysis/
Gluconeogenesis、Glutathione metabolism、

Pentose phosphate pathway、Citrate cycle、
Fructose and mannose metabolism、Adherens 
j u n c t i o n、F o c a l  a d h e s i o n、L e u k o c y t e 
transendothelial migration、Arrhythmogenic right 
ventricular cardiomyopathy的生理機轉有關。
反觀104個表現下降的蛋白質與Glutathione 
metabolism、Citrate cycle、Regulation of actin 
cytoskeleton、Drug metabolism、Pyruvate 
metabolism、Neurotrophin signaling pathway、
Glyoxylate and dicarboxylate metabolism、
Metabolism of xenobiotics by cytochrome 
P450、Glycolysis/Gluconeogenesis、Leukocyte 
transendothelial migration、Cell cycle的生理機
轉有關。

表1　奈米氧化鋅微粒與奈米鎳微粒基本物理特性與內毒素

Average diameter Purity (wt%) Specific surface area (m2/g) Morphology Endotoxin
ZnONP20
NiNP20

20 nm
20 nm

99.5
99.9

50
40-60

Sphere
Sphere

ND
ND

圖1　LDH在ZnONP20、NiNP20暴露下的濃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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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Total protein在ZnONP20、NiNP20暴露下的濃度變化

圖3　8-OHdG在ZnONP20、NiNP20暴露下的濃度變化

圖4　Caspase-3在ZnONP20、NiNP20暴露下的濃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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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p63在ZnONP20、NiNP20暴露下的濃度變化

圖6　TTF1在ZnONP20、NiNP20暴露下的濃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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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以DAVID分析暴露ZnONP20小鼠肺部117個蛋白質表現上升與164個蛋白質表
現下降所代表的可能生理機轉（紅色線代表enrichment score ≥ 1.3的恕限值）

圖8　 以DAVID分析暴露NiNP20小鼠肺部108個蛋白質表現上升與104個蛋白質表
現下降所代表的可能生理機轉（紅色線代表enrichment score ≥ 1.3的恕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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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Kumar等人發現暴露於奈米氧化鋅微粒
下會造成p53、Ras、p21、JNKs調控改變而
增加致癌的風險[27]。Juang等人發現Sprague-
Dawley大鼠暴露於奈米氧化鋅微粒下會引
起與肺癌相關的S100A8和S100A9表現有關
[28]。為了瞭解ZnONP20與NiNP20對於肺部
蛋白質表現的狀況，我們發現ZnONP20暴
露下會針對117個蛋白質表現增加，其中與
Antigen processing and presentation、Glycolysis/
Gluconeogenesis、Ribosome、Spliceosome、
Complement and coagulation cascades的生理
機轉有關。反觀164個表現下降的蛋白質與
Glutathione metabolism、Citrate cycle(TCA 
cycle)、Metabolism of xenobiotics by cytochrome 
P450、Drug metabolism、Focal adhesion、
Leukocyte transendothelial migration、Tight 
junction、Pyruvate metabolism、Glycolysis/
G l u c o n e o g e n e s i s、R e g u l a t i o n  o f  a c t i n 
cytoskeleton、Neurotrophin signaling pathway、
Adherens junction、Glyoxylate and dicarboxylate 
metabolism、Tryptophan metabolism、Fatty acid 
metabolism、Hypertrophic cardiomyopathy、
Arrhythmogenic right ventricular cardiomyopathy
的生理機轉有關。另外暴露於N i N P 2 0下
會引起 1 0 8個表現增加的蛋白質，其中與
Glycolysis/Gluconeogenesis、Glutathione 
metabolism、Pentose phosphate pathway、Citrate 
cycle、Fructose and mannose metabolism、
Adherens junction、Focal adhesion、Leukocyte 
transendothelial migration、Arrhythmogenic right 
ventricular cardiomyopathy的生理機轉有關。
反觀104個表現下降的蛋白質與Glutathione 
metabolism、Citrate cycle、Regulation of actin 

cytoskeleton、Drug metabolism、Pyruvate 
metabolism、Neurotrophin signaling pathway、
Glyoxylate and dicarboxylate metabolism、
Metabolism of xenobiotics by cytochrome 
P450、Glycolysis/Gluconeogenesis、Leukocyte 
transendothelial migration、Cell cycle的生理機
轉有關。總觀分析所得的可能致病機制與機

轉，其中分系鑑定指出ZnONP20與NiNP20暴露
會引起呼吸道細胞能量調控的改變，直接的或

間接的造成葡萄糖代謝異常等。相關機制未來

仍需更多研究以進行討論分析。

結論

本研究以急性（24小時）效應呼吸毒理實
驗方式探討奈米氧化鋅與奈米鎳暴露對小鼠呼

吸道的健康效應，研究主要發現奈米氧化鋅與

奈米鎳亞慢性暴露會引發呼吸道發炎反應、氧

化壓力以及癌症標記上升。因此建議奈米氧化

鋅與奈米鎳暴露的事業單位加強通風改善，並

以教育訓練勞工佩戴呼吸防護具，及定期維護

更換呼吸防護具，嚴格要求作業勞工佩戴呼吸

防護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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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ttempted to investigate the inflammation, oxidative stress, protein expression, 

pathology variation and pulmonary tumor risk after the exposure of BALB/c mice to zinc oxide 

nanoparticles (ZnONPs) and nickel nanoparticles (NiNPs) via intratracheal instillation. We observed 

that lactate dehydrogenase, total protein, caspase-3, 8-hydroxy-2’-deoxyguanosine and p63 were 

associated with 24-hour exposure to ZnONPs and NiNPs. All the downregulated and upregulated 

proteins among the 281 proteins and 212 proteins in the 24-hour of ZnONPs and NiNPs exposure 

were analyzed to evaluate their implications for biological processes and molecular functions. There 

were 117 proteins upregulation and 164 proteins downregulation after 24-hour of ZnONPs exposure. 

Furthermore, there were 108 proteins upregulation and 104 proteins downregulation after 24-hour 

of NiNPs exposure. According to our findings, we suggest employers to reinforce ventilation in the 

workplace for reducing ZnONPs and NiNPs esxposure. We also suggest that employers must educate 

employees to use respiratory protector properly and provide respiratory protector for employees to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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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初探我國陪同鑑定人制度

鄭羽伶

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

摘要

近年來，勞動意識高漲，昔日很少成為頭條新聞的勞動問題，最近屢次成為媒體新聞上

的新寵兒，可見勞工們對於本身的勞動意識高漲，是一個不可忽視的現象。勞工意識高漲帶動

勞動檢查的活躍，台北市政府勞動局也在新市長新局長上任之初，推行新政策「陪同鑑定人制

度」將之運用在勞動檢查上面。勞動檢查一直都是企業唯恐不及的制度、保護勞工的政策、政

府公權力的行使。關於勞動檢查制度之下新政策「陪同鑑定人制度」不論勞工、企業、政府對

於這新制度，一定有所看法。以下論文將針對這三方進行訪談與分析，看看這個新制度之於三

方是一個怎樣的制度，亦可檢視對於目前已實施三次陪同人鑑定制度的臺北市政府勞動局成

效。

本研究透過訪談發現，勞工及企業對於勞動檢查員，最希望具備之核心職能為對於勞動法

令熟識程度之專業化。此外，勞動檢查機構早在成立不久就有運用陪同鑑定人制度，然當時陪

同鑑定人制度是指職業安全衛生上的陪同鑑定人-專業醫生，而本研究的陪同鑑定人是指勞動

條件檢查中的專業人員。政府期許勞動檢查員具備之核心職能，除了法規熟悉以外，還有許多

技巧的加強等。因勞動檢查是政府公權力之表現，部分勞工與多數企業具有排斥的態度，甚至

超過六成企業認為勞動檢查無助於勞工就業環境的提升。亦有部分勞工認為勞動檢查之後，企

業會將檢查之負面結果或是罰款轉嫁在勞工身上，進而造成勞工對於勞動檢查的抗拒。對於這

些問題，三方該如何透過對話來取得最大公約數，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議題。

關鍵字： 勞動檢查、陪同鑑定人制度、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民國 105 年 6 月 20 日投稿，民國 105 年 10 月 23 日修改，民國 105 年 12 月 29 日接受。 
通訊作者：鄭羽伶，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62102 嘉義縣民雄鄉三興村7鄰大學路一段168號， 
電子郵件信箱： wowo8314@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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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陪鑑制度又稱「陪同鑑定人制度」，為台

北市長柯文哲首創在勞動局依「勞動檢查法」

第23條規定所設立之。期盼藉由陪同鑑定員對
特定行業的豐富經驗或研究，以專業的角度審

視，為所有勞工把關、維護權益。由於過去的

勞動檢查規定中，勞檢委員並不一定熟悉每項

職業的實際工作形態與勞動現場的狀況，加上

各企業也可能為了因應勞動規定，私下發展出

各種規避檢查的制度，因此很難藉由勞動檢查

徹底落實勞工權益的保障，形成「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的情況[1]。勞動檢查一直以來都
是政府用來檢視企業有無違規最重要的工具之

一，只是傳統的勞檢方式無法反映不同產業

的工作樣態，勞動局以《勞動檢查法》第23條
為法源依據，推動「陪同鑑定制度」，並訂定

「台北市勞動條件檢查陪同鑑定作業要點」，

同時邀集產業工作者一起討論勞動檢查會談紀

錄，就產業特性進行客製化修訂，藉此提升勞

動檢查效能，加強對事業單位的嚇阻效果。職

業安全衛生科長李進欽表示，雇主常出示「美

化」過的資料以規避勞動檢查，未來若加入實

務工作者的意見，就能幫助勞檢員精准地檢

查，透視各行各業勞動條件「眉角」[2]。
「陪同鑑定人制度」，是在民國104年的3

月開始實行的一個新政策，故文獻期刊等資料

都較少。有鑑於此，本研究將藉由對相關陪同

鑑定制度人員的深度訪談，與些許的文獻分析

相互對照其優缺點，更全面的參考多方意見，

希望能提供未來台灣的勞動檢查發展可參考的

方向。

勞動檢查現況

1. 勞動檢查的定義

勞動檢查是行政檢查的一環，行政檢查

又稱為行政調查[3]，是指行政調查是指行政
主體為了實現行政目的，依職權對行政相對

人進行的信息收集活動，它是行政機關不可或

缺的一項權能，廣泛運用於行政機關的各種

管理活動中。勞動檢查法的第1條：「為實施
勞動檢查，貫徹勞動法令之執行、維護勞雇雙

方權益、安定社會、發展經濟，制定本法。」

為本法之目的。職業安全維生法第1條：「為
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勞工安全與健康，特制定

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

定。」故勞動檢查是由勞動部指揮監督各級勞

動檢查機構，依據勞動檢查法以及職業安全衛

生法令，運用公權力的行使[3]。

2. 勞動檢查的範圍

勞動檢查法第4條規定勞動檢查範圍(1)依
本法規定應執行檢查之事項。(2)勞動基準法令
規定之事項。(3)勞工安全衛生法令（102年修
改為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之事項。(4)其他依
勞動法令應辦理之事項。

由此可知，勞動檢查主要依據法條為勞

動基準法以及勞工安全衛生法（102年修名稱
為職業安全衛生法）等法令執行。勞動檢查範

圍包括勞動檢查法、勞動基準法、職業安全衛

生法、勞工保險條例、職工福利金條例、就業

服務法等法令規定事項及其他相關法令。另有

關危險性機械設備部分，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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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條規定委託代行檢查機構辦理，並受勞動部
及所屬北、中、南區勞動檢查所監督[4]；根
據104年度勞動檢查年報指出，台灣地區目前
已登記僱有勞工之事業單位總計671,822家；
其中以登記適用勞動基準法僱有勞工之事業單

位也是671,822家；勞動檢查實施方式包括勞
動條件檢查、職業安全衛生專案檢查、交叉檢

查、申訴陳情案檢查、職業災害案檢查及一般

檢查（勞動條件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同時實

施）[5]。104年全國執行勞動條件檢查總受檢
49,764廠次，違反件數8,937次，其中勞動條件
檢查佔13,317廠次，職業安全衛生檢查104,862
廠次，相比起來，職業安全衛生檢查的次數還

是比勞動條件檢查多；可以得知，勞動檢查範

圍還是以職業安全衛生為主。

3. 勞動檢查員的現況

(1) 人力不足，資源有限
根據勞工季刊，勞動檢查面臨根本

的問題在於資源的限制（許莉瑩，2009）
[6]。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LO)在2006年表
示，勞動檢查「勞動檢查在很多國家正面

臨一個廣泛的問題，也就是無法有效執行

其角色及發揮應有的功能，他們通常人力

不足、裝備不足、訓練不足、薪水也偏

低」。2013年美國國務院公布全球人權報
告指出，勞工遭剝削，為台灣人權的一大

問題；國際勞工組織(ILO)提高勞動檢查
員人數，能有效提高勞動檢查率，才能有

效督促雇主遵守法令；國際勞工組織也根

據不同國家型態建議已開發國家、工業化

國家、開發中國家及未開發國家之勞動檢

查員與勞工人數比例之合理基準，應達

1：10,000、1：15,000、1：20,000及1：
40,000[7]。依據2009年勞動季刊，現行我

國一個勞動檢查員頇負責27,000名以上勞
工，依上述原則，我國尚未達聯合國所定

開發中國家之檢查員配置基準。因此，造

成許多勞工認為勞動檢查成效不彰。

(2) 地方政府的勞動檢查，有待加強
地方主管機關與其所屬檢查機構間，

部分業務重疊、混淆，導致影響業務處

理，沒有效率。部分檢查機構又與主管機

構同屬一單位，檢查員頇兼顧多種角色，

可能同時要擔任檢查員又兼辦勞資調解工

作[8]。
(3) 工作負荷大

現行勞動檢查機構除了人力不足之

外，還有檢查員背景分配不均，基於近年

來減災的需求，勞動檢查員皆以理工背景

為主，且頇兼職勞動條件之檢查[4]。由
此可知，除無法整合勞資關係資源外，因

應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既有人力執行安

全衛生檢查已顯不足，對於勞資對立日益

高漲的現今勞動情勢，更形見拙，勢將無

法有效督促事業單位遵守勞動基準法令。

且現行的勞動檢查員大多為約聘僱制，業

務繁重，薪資未調薪，除需要專業背景之

外，還有許多文書作業，人員流動率高

[8]。

何謂陪同鑑定制度

為何推動此政策？依據勞動檢查法第23
條的陪鑑規定，過去的勞動檢查只有在職安衛

檢查時採用，例如醫生，可以幫助勞動檢查員

確認勞動者的傷害是否由長期累積工作下，導

致職業傷害的，而此處的醫生，就是陪同人。

過去的勞動檢查除了只有在職安衛採用此制度

外，加上無法反映不同產業的工作樣態，或是

礙於勞動檢查員對於此產業的不熟悉，往往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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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準確地抓到違規部分，因此台北市政府勞動

局決定依據勞動條件陪檢人制度制度法源：臺

北市勞動局按勞動檢查法第23條第1項規定：
勞動檢查員實施勞動檢查認有必要時，得報請

所屬勞動檢查機構核准後，邀請相關主管機

關、學術機構、相關團體或專家、醫師陪同前

往鑑定，事業單位不得拒絕。根據台北市政府

勞動局在多篇新聞報導表示，希望能透過各該

行職業相關之專家學者及具有一定經歷從業人

員之參與，一起找出檢查「眉角」，減少死

角，提供檢查方向及重點，以落實勞動檢查，

提升檢查效能。創立勞動條件檢查「陪同鑑定

制度」，並訂定「台北市勞動條件檢查陪同鑑

定作業要點」，為具體執行之依據。以下為比

較：

陪同鑑定人 職安衛[9] 勞動條件

制度精神

國民政府遷台後積極生產，
但在廠內設施簡陋情況之
下，安全衛生問題層出不
窮，在此時空背景下，勞動
檢查偏於安全衛生。但礙於
勞檢員並非每項專業都會，
於是產生出，在發生職災之
時，會到醫院去找醫生加以
鑑定。

根據柯文哲當初透過E-voting
選出自己的勞動局局長的概
念之延伸，自己的行業自己
勞檢，全民參與的概念。

制度目的

近年來，越來越重視職災，
請一般醫師只負責診察為提
供職業傷病工作因果關係的
診斷，於是在勞動部自92年
度起逐年委託大型醫學中心
成立職業傷病診治中心，以
提供職業傷病勞工健康照護
之服務，而為使罹患職業傷
病勞工獲得更親近照護服務
之目標。

希望透過該行業、職業的豐
富經驗者或是專家學者，協
助勞動檢查員在勞動檢查過
程，更能順利，能夠讓死角
更透明化。

執行計畫
2003年成立職業傷病診治中
心。

2015年3月起實施。

申請資格

1. 職業醫學專科醫師具有
完整職業醫學訓練及廣
泛的各相關科別診療能
力，協助評估職場潛在
影響健康因素，提供職
業傷病預防，工作因果
關係診斷，健康諮詢，
健康促進及復工評估與
復健轉介等服務。

根據「台北市勞動條件檢查
陪同鑑定作業要點」
陪同鑑定人應符合下列資格
之一，並具有同一行（職）
業專長者：
1. 在大專以上學校擔任相關
勞工系所教師職務三年以
上者。

2. 從事同一行（職）業工作
五年以上者。

陪同鑑定人 職安衛[9] 勞動條件

申請資格

3. 個案管理師是整個醫療團
隊溝通的橋樑，提供個案
與資方，勞保及社會資源
等之聯繫服務，並針對個
案需求，協肋其權益之維
護。

4. 職能治療師協助個案適應
不同生活方式，保存其工
作能力外，並協助找出工
作場所中可以改善的物理
環境，或透過轉介復工評
估及復健與職業重建，協
助勞工重新返回職場，亦
提供職業媒合之轉介，開
創新的工作契機。

5. 工業衛生師協助瞭解工作
環境中相關危害因子與
防護措施，並負責職場上
之職業危害評估與調查工
作。

3. 在同一行（職）業工會或
相關勞工團體，擔任理
（監）事。

4. 擔任工會或相關勞工團體
會務幹部三年以上。

5. 其他經勞動局或勞檢處認
定，具有特殊專長者。

（陪同鑑定範圍）[10]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勞動局應依本要點規

定，邀請陪同鑑定人，協助進行勞動條件檢查

作業：一、勞動部或是勞動局指定需陪同鑑定

之勞動條件專案檢查。二、重大勞資爭議案，

經勞動局交辦協同處理事件。三、勞工團體、

工會申訴或陳情之重大勞動權益爭議事件，並

要求執行陪同鑑定，且經勞動局同意者。四、

社會或媒體關注之事件，或涉及勞動權益，情

節重大，經勞動局交辦，需進行陪同鑑定之案

件。

（陪同鑑定人資格）

陪同鑑定人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並具有

同一行（職）業專長者：一、在大專以上學校

擔任相關勞工系所教師職務三年以上者。二、

從事同一行（職）業工作五年以上者。三、在

同一行（職）業工會或相關勞工團體，擔任理

（監）事。四、擔任工會或相關勞工團體會務

幹部三年以上。五、其他經勞動局或勞檢處認

定，具有特殊專長者。

（陪同鑑定規範）

一、 勞動局得製作陪同鑑定人證明文件，交付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季刊　民國106年3月　第25卷第1期　第60-69頁

64

勞動檢查處依序號管制，並登錄使用人。

勞檢處每次邀請陪同鑑定出勤時，由勞動

檢查員交予陪同鑑定人使用，當次勞動檢

查結束，即予收回繳交勞檢處管理備用。

二、 陪同鑑定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
避：

(一)  投資受檢事業單位達其資本額百分之五以
上者。

(二)  現與或曾與受檢事業單位事業主或事業經
營負責人發生非屬執行檢查職務所致之糾

紛，而為訴訟事件之當事人，依情形足認

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

(三)  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
親、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者，為受

檢事業單位事業主或事業經營負責人。

三、 陪同鑑定人得於陪同勞動檢查前，自行蒐
集、研究分析事業單位或同一產業之勞動

條件情報，提供勞動檢查員作為查證或檢

查之參考依據。

四、 陪同鑑定人接獲勞動檢查員通知陪同鑑定
對象，應予保密。

五、 陪同鑑定人陪同勞動檢查員進入事業單位
或被檢查場所，實施勞動檢查期間，如有

需要向事業單位查閱資料或詢問，經勞動

檢查員同意後，陪同鑑定人得主動為之。

六、 陪同鑑定人於勞動檢查結束，應於「勞動
條件檢查會談紀錄」簽署，並得以書面敘

明鑑定意見，提供勞檢處併案處理。

七、 陪同鑑定人協助勞動檢查員實施勞動檢查
現場，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  拍攝事業單位內部環境或其他設施、設
備。

(二)  照像、錄音、錄影、攜帶、抄錄或影存勞
動檢查談話紀錄或事業單位提供之員工名

冊、差勤紀錄或工資、帳目清冊等勞動檢

查索取之相關文件。

(三)  妨礙、干擾勞動檢查員執行勞動檢查作
業。

(四)  其他未經勞動檢查員同意，即逕行要求事
業單位執行事項。

八、 陪同鑑定取得之事業單位營業機密或相關
資料，陪同鑑定人應予保密。非經事業單

位同意，不得公布或作為研究、統計等公

開使用。

九、 陪同鑑定人於陪同勞動檢查員執行鑑定工
作或參加勞動局、勞檢處辦理相關研習

時，陪同鑑定人服務之事業單位、機構或

團體應給予公假。

陪同鑑定人制度（訪談整理）

1. 陪同鑑定人核心職能

作者認為核心職能，不論是勞工或是企

業，對於勞檢員的第一個要求就是法規的熟悉

度，一位不熟悉的勞檢員，不只無法讓勞工得

到保護，而且也會失去他代表政府的公權力。

除了法規精通，勞動檢查還包含許多專業人

才，對於人才的轉業領域也是要不斷的精進，

才能讓勞工得到最好的保護。

勞動檢查本身就是各行各業的問題，職業

安全衛生的勞動檢查員出生都是專業背景，對

於專業他們沒有問題，但是缺乏了勞工行政方

面的人才，乃是勞動檢查機構的一個缺點，建

議應該晉用些勞工行政人才，來因應近年高漲

的勞工意識，勞工對於自己勞動條件的重視，

是過去十幾年不可預知的，十幾年前，勞動檢

查員沒有勞工行政人才是可行的，如今，企業

全球化等，政府機關也應該順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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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勞動檢查之看法

勞方、資方、政府普遍對勞動檢查，持正

面態度，勞動檢查的產生，本是基於保護勞工

的立場而設立的。只是對於法規上的規定，讓

勞工、人資也覺得窒礙難行。太過死板、範圍

過大等問題，是對於勞動檢查的負面態度，例

如勞動基準法，一部法典欲要規定只是對於法

規上的規定，不只企業主管們，連勞工們也覺

得窒礙難行。太過死板、範圍過大等問題，是

勞方對於勞動檢查的負面態度，例如勞動基準

法，一部法典欲要規定整個產業，以工時問題

為例子，現在台灣的加班工時計算，是以一天

做為最小單位，無論如何一天正常及加班總工

時不得超過12小時。這讓企業實行上很為難。
遇到業務旺季，一天工作很容易超過12小時，
遇到淡季，員工需上足8小時班，但真正工作
時間卻不到3小時[11]。像是銀行業高級專員，
他們說他們有淡旺季之分。工時的設定，我們

無法否認，是以勞工角度保護為出發點，但是

單純的限制，而無配套措施，真的就能保護到

勞工嗎？或是只會讓企業變相的利用該法條的

漏洞呢？僵化的工時規定對企業來說，是有需

求時，有限制；沒有人力方面需求時，又需要

受到限制。此點對於企業不方便，何嘗也是不

利於勞工呢？

政府勞檢的目的，是希望改善勞工工時過

長的過勞現象。但是許多人資認為勞動檢查，

一來是很多勞檢只能拘泥細節，沒抓大方向；

二來勞檢後續追蹤不足，國內學者表示，各事

業單位受檢比例差異大[12]。勞基法這個勞工大
憲法，有點適得其反。台灣近年來的企業走向

已是朝著知識經濟、企業全球化等方向，但是

勞基法卻還是三十一年前的那部法典。以媒體

業為例子，像是許多媒體業是沒有上下班的打

卡制度，就是你這一個月都沒有進公司，公司

還是照樣發薪水給你。且許多科技業對於企業

管理現今也是十分彈性，但是當公司人資為了

開始配合勞動檢查而開始要求上下班打卡，卻

會造成員工認為公司要開始監督等負面想法，

這不是一種破壞勞資關系的手段嗎？導致勞資

關係緊張，勞檢全面違規突顯法令不合時宜

[13]。
勞動檢查是政府機關的公權力，不論是對

雇主或是勞工，都是有強制的約束力量，執行

勞動檢查的勞檢員，必頇對勞動基準法和職業

安全衛生法一定要非常了解。勞動檢查的成立

是因為職業安全衛生，十幾年前的勞動檢查都

是偏重勞動安全衛生等問題，但這幾年以來，

勞工對於自身的勞動條件漸漸重視，於是比例

勞動檢查比例逐漸變成五比五的形式，勞動條

件的檢查，在勞動檢查機構逐漸占了很大比

重。勞動檢查，對於雇主和勞工都是不受歡迎

的，對於企業為何不受歡迎，可想而知；但是

對於部分勞工為何也會對勞動檢查反感呢？因

為當企業受到勞檢而不合格、被罰款時，企業

都會轉嫁給勞工，久而久之，當多數企業都是

這樣時，勞工並不會認為勞動檢查是幫助勞工

的，反而會討厭勞動檢查。幾十年前的勞動檢

查偏重於職業安全衛生方面，對於勞動條件之

檢查真的是少之又少，但近年來的勞工意識高

漲，導致勞動條件之檢查日漸提升，但是勞動

檢查機構中，又無熟通勞動條件法令政策的人

才，都是土木機械等等專業背景人才，這不外

乎是一個政府需要注意的點。

3. 陪同鑑定人制度之看法

人資認為此制度對於企業內部機密的保護

和同行同業的競爭，是否會受到影響，應是政

府應該在更多注意的。陪同鑑定人都是所為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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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中的專家學者，對於他們出現在勞動檢查

的場合中，是否合適，和他們與勞檢員的關係

是？作者認為都是政府頇注意或是與企業事先

溝通清楚之點。

對於台北市政府勞動局陪同鑑定人制度，

勞方認為是一個好的制度，陪同鑑定人制度，

是很早就使用的制度，只是針對「勞動條件」

是第一次使用，對於勞工無異是一個幫助，對

於各行各業的秘密，透過各行業的陪鑑人，無

非可以幫助勞檢員能夠在最短時間了解和抓出

大方向，不讓勞動檢查只是一個形式而已。且

透過，勞動檢查（陪同鑑定制度）勞工可以知

道或是更明白自己本身的權益、如何伸張自己

的勞動權益等等。

結語與建議

1. 勞動法規老舊、不合時宜

勞動法規，以勞基法來說，已經經不起現

今勞動環境的考驗了，以工時為例，如今企業

全球化等因素關係，造就許多企業並無打卡制

度，員工即便該月都未進入公司上班，公司照

常發薪水的。還有許多彈性化的措施，以勞基

法的角度看來是違法違規，以現今企業勞工角

度看來，是一個僵化、不能變通的法規。本研

究認為，法規政策等勢必需修改，勞基法不僅

不合時宜、也缺乏彈性，造成勞檢好忙、企業

好怕、員工好累的亂象[13]。

2. 勞動檢查後續之追蹤

勞動檢查為什麼會讓勞工感覺，就算勞

動檢查，企業也不會有所反省或改善呢？根據

104年勞動檢查年報指出，檢查總共13,317廠
次，初查比率為92.07%，複查率為8.61%。勞
動檢查缺少了後續追蹤問題，企業等於只要繳

錢了事就好，反正勞檢員也不會再來一次，而

這些罰款，說實在的，對於一間大企業來說，

根本只是小錢，罰的不痛不癢，企業根本不會

改善。雖然說後續追蹤可能需要花上更多人力

時間等等，本研究還是認為可以針對有需要的

企業進行後續追蹤的動作，讓勞工可以真正受

到保護。

3.  勞動檢查機構應增加些許勞工法令出身

之勞檢員

勞動檢查機構中以前只有職業安全衛生

的專業人才，是在訪談後才更了解的，既然如

此，政府機關也應順應潮流走向，近十年來勞

動條件增加，就應增加些許的勞工政策專業人

才的勞動檢查員，到了勞動檢查現場，才不會

出現勞動檢查員不熟悉法規等情形，或是每位

勞動檢查員都頇學習勞基法等勞工政策法規，

才能成為一位勞動檢查員，這也是一個好方

法。

4. 特殊產業獨立　一個新法

現行的勞動檢查，依據的都是勞動基準法

和職業安全衛生法兩大法條，但是，就勞動基

準法而言，涵蓋了許多產業職業別，以醫療產

業為例子，用勞動基準法涵蓋了整個醫療業，

簡直是讓醫療業叫苦連天，不只勞工上班時數

畸形，也讓人資想守法卻又難以遵循；抑或是

服務業。勞動基準法是以「工廠法」為基準的

延伸出來的法條，在民國73年公布實施，早就
不合時宜，尤其是現今已服務業為主的臺灣。

5. 對於陪同鑑定人　規範明確化

陪同鑑定人制度，就是希望可以加入學者

或是該領域的專家介入，讓整場勞動檢查可以

更順利，但是這些專家學者或是年資久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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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檢查過程中，可能會參與到一些企業內

的資料，有些屬於企業內部的機密文件，也許

在檢查過程讓同業的看見，這也是為什麼有些

企業比較排斥有陪同鑑定人的參與。建議政府

可以讓這個好制度延續，讓它更好，這是一個

不能輕忽的細節。

6. 勞工應改變為主動角色

在國外，以歐美來說，是沒有勞動基準法

類似的法律，來保護勞工的基本權利與勞動條

件的，因為歐美的工會強大，所以都是以工會

為主來與資方進行協商與談判的，換而言之，

歐美的勞動檢查，也是勞資雙方為主動之雙方

進行的，相對於臺灣而言，勞工在勞動檢查方

面，屬於被動、被保護的那一個群體，主動的

雙方反而是政府與人資再進行勞動檢查，「勞

動檢查」顧名思義為勞動者的檢查，那主體應

該也是勞工才對，在台灣這點，很明顯是一個

政府導向的勞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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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labor awareness has rose that has transformed into labor problems and recently 

has become the media’s new darling. Obviously, the ascension of labor awareness is an impact 

that cannot be ignored and leads labor in spection more active. Department of Labor, Taipei City 

Government also implements new policy "The System of Accompanying Expert Witnesses" which 

is used in labor inspection when new Mayor and new Labor Secretary take office. Until now, labor 

inspection has been hated by enterprise all along, but it has been an important government’s policy 

that can protect labors, and make them avoid suffering from employer’s persecution. Regarding "The 

System of Accompanying Expert Witnesses", the new policy of labor inspection system, tripartite 

(government, enterprise, labors) has their own opinions. Therefore, these papers would try to interview 

these three kinds of people, and analyzing these results to discover how this new system can influence 

between tripartite. Moreover, it can also censor the degree of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system, which 

Taipei City Government has currently executed for three times.

Through interviewing, no matter labors or enterprises, they hope the core factor of these labor 

inspectors is familiar with Labor Act. Additionally, we could find that "The System of Accompanying 

Expert Witnesses" has already used by the labor inspection institutions when it originally established. 

But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at different time. Previous system referred to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of accompanied experts - professional doctor, and another one refers to working conditions 

inspection professionals. Taipei city government hoped that the labor inspectors not only enrich 

their skills, but good at Labor Acts. For labor inspection is a symbol of the Government’s authority. 

However, part of labors and enterprises don’t have favorable impression on labor inspection, 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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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than 60% of the enterprise feels that labor inspection is useless, it didn’t improve the labor 

environment at all. In addition to some labor be lieved that enterprises would transform the negative 

result of the inspection into labors, and it might explain why some labors mistrust the labor inspection. 

For these issues, how the tripartite get the maximum consensus is a worth subject to exploring.

Keywords:   The System of Accompanying Expert Witnesses, Department of Labor Taipei City 

Government, Labor Inspe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