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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勞動部統計，營造業在 2019年
職災死亡人數攀升至 168人，雖然到
了 2020年降至 142人，但仍為各業之
冠，勞動部分析主要原因，包括前瞻

計畫等重大公共工程陸續展開，台商

積極回流投資，全國公共工程與民間

建案開工量大幅增加，還有部分工程

因安全衛生設施欠缺及管理不良，導

致重大職災案件增加。因此在本期的

內容中，除了宣導職業安全衛生相關

修正規定，也針對營造業中常見的職

業災害進行分析，推動施工風險評估

管理機制、運用資訊科技減災及結合

外部資源防災等多項強化營造業減災

策略，協助營造業建立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制度，健全現場施工防災作為，

進而達到減災的效果。

本期產業焦點則從智慧化影像處

理對於職業災害預防應用切入，影像

是工作場域安全的把關者，由於營造

場域範圍寬廣，且各類風險藏在角落，

因此更需要智慧化影像處理來輔助。

另則分享安全教育訓練如何結合最新

的科技運用，以 VR技術讓勞工避免
在危險的環境下身歷其境的進行練習，

是先針對各種突發與常見災害來進行

演練，以降低高職災風險。以及隨著

智慧科技時代來臨，AI人工智慧漸漸

安全・精進營建產業

導入到各領域運用，AI在大量資料整
理分析、尋找規律的模式上有優秀的

應用潛力，其可靠度甚至超過人的辨

識能力，當人工智慧與營造業結合，

工地安全管理也將推展到新高度，因

此透過報導大陸工程導入智慧科技的

經驗作為分享。

本期研究論文亦緊扣本期主題，

包括「台灣建築工程職業災害事故成

因分析」整理 15年的建築工程重大職
災報告，進行分析以了解主要職災要

因及其關鍵危害對象與發生條件，而

「斜屋頂型太陽光電發電場所作業危害

預防探討」則是配合近期全台各地大

量建制再生能源，期望能夠透過落實

第一線作業勞工教育訓練，及個人安

全防護具的正確使用等，為減少國內

建築工程職災發生的重要工作。

另外，包括「結構化風險資訊在

營造業施工安全 BIM應用的探討」、
「人工智慧視覺化技術於工地危害辨識

之應用」以及「模板支撐型式及性能

之安全性探討」等文，均是以最新的

人工智慧視覺辨識系統等新興科技為

基礎，配合世界各國的經驗來作為發

展營建工地安全危害辨識之功能，發

掘潛在安全危害，提高風險評估與風

險管理能力，在災害發生前及早預防、

確實達到減災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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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　啟動營造減災加強年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季刊｜ 110 年 4 月號

修正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  
啟動營造減災加強年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下稱本標準）於 64年 3月 31日訂定發布施行迄今
已逾 45年，期間歷經 7次修正，鑑於近年來營造作業場所迭有因露天開挖作業、
車輛機械作業、工廠鋼構屋頂防護、護欄之開口、安全網及安全帶、施工架及吊

料平臺，或擋土支撐、模板支撐、工作車及節塊等造成死傷事故，有積極建置多

重防護機制之必要，以強化事業單位安全衛生設施及健全現場施工防災作為，

俾有效防止職業災害，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配合現況檢討研修，以更臻完善。

本標準業經勞動部於 110年 1月 6日以勞職授字第 10902057222號令修正發布 
施行。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修正重點

如下：

保護進入開挖區及其鄰近處所露
天開挖作業勞工安全

明確規範第五章露天開挖之防災

作為，爰重新檢討修訂第一條之一「露

天開挖」、「露天開挖作業」及「露天

開挖場所」等名詞定義。

增訂保護車輛機械作業勞工安全
增訂車輛機械作業有翻落或表

土崩塌等情事，應調查事項及整理工

作場所。雇主應於作業前告知勞工車

輛機械之行經路線與作業方法，避

免勞工駕駛車輛機械未依規定造成 

危害。

增訂保護工廠鋼構屋頂勞工作業
安全

增訂雇主對於新建、增建、改建

或修建工廠之鋼構屋頂，勞工有遭受

墜落危險之虞者：一、應於邊緣及屋

頂突出物頂板周圍，設置高度90公分
以上之女兒牆或適當強度欄杆。二、

於易踏穿材料構築之屋頂，應於屋頂

頂面設置適當強度且寬度在30公分以
上通道，並於屋頂採光範圍下方裝設

堅固格柵。

防止勞工發生墜落災害
明定護欄之上欄杆、中欄杆及地

盤面或樓板面間之上下開口距離應不

大於五十五公分。

楊正議 技正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職業安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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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專業技師設計簽章制度
本標準第 40、73、131 及 131–1

條，對於施工架、擋土支撐、模板支

撐與工作車之構築及拆除，應由所僱

之專任工程人員或委由相關執業技師

妥為設計，置備施工圖說及強度計算

書，經簽章確認後，據以執行。

為強化事業單位安全衛生設施及

健全現場施工防災作為，有效防止職

業災害，勞動部將持續滾動檢討修正

相關規定，促使事業單位配合本標準

之修正，落實工作場所安全衛生設施，

並供各勞動檢查機構實施勞動檢查及

查處職災案件法源依據，以保障勞工

作業安全，達成本署降災目標。

列明安全網符合新舊國家標準規定
配合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107年 10

月 30日制定公布之 CNS 16079–1及
CNS 16079–2，為避免新規定對業界衝
擊過大，該 CNS 14252安全網規定仍
予保留，安全網可依新舊國家標準規

定辦理。

列明安全帶符合新舊國家標準規定
配合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103年 11

月 17日制定公布之 CNS 14253–1全身
背負式安全帶，為避免新規定對業界

衝擊過大，該 CNS 14253與高處作業
用安全帶、繫身型安全帶及檢驗法規

定仍予保留，安全帶可依新舊國家標

準規定辦理。

增列水平構件替換施工架內側交
叉拉桿之規定

實務上施工架內側交叉拉桿被拆

卸後，常以水平構件和立架連結穩固

替代，增列水平構件替換交叉拉稈之

規定，及替換後整體施工架強度計算

與水平構件強度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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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工程風險評估技術
指引修正說明

營造工程工作場所及作業內容潛在危害眾多，稍一不慎，極易釀致災害，須

由工程業主、設計者、施工者及使用者等權責單位於營造工程全生命週期各階段

之適當時機辦理施工風險評估，掌握風險狀況，研擬風險對策，妥適管理，以提

升施工安全。為協助上述權責單位落實營造工程全生命週期各階段之施工風險評

估及管理，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參照 CNS 31000:2009風險管理標準，前於 107
年 1月 15日訂定本指引。

考量本指引訂定迄今已逾 3年，且職業安全衛生法令、相關風險管理標準及
其他法令規範多有修正，需適時檢討指引及解說內容，以符實際需求，爰於 110
年 2月 17日辦理第一次修正，提供事業單位參考。

本次修正指引主要重點如下：

一、 修正指引名稱為「營造工程風險
評估技術指引」。

二、 新增「施工風險評估表（系統
版）」，並修正「施工風險評估

表（基本版）」、「施工風險評估

表（標準版）」、「作業前危害調查

/評估表」及「變更前施工風險評
估表」等格式。

三、 參照 ISO31000：2018、ISO45001：
2018修正風險辨識、風險分析等
內容。另依實際需求檢討修正風險

分析之評分及分級，提供 3等級及
5等級風險分析參考指標、3X3及
5X5風險矩陣表，並以 3~5風險等
級呈現。

四、 新增「設計階段施工風險評估報告」
及「施工規劃階段施工風險評估

報告」等大綱建議。

五、 新增拆除作業前之待拆建築（構
造）物工程圖說及現況調查表單、

拆除作業計畫大綱及拆除作業施

工風險管理流程圖等。

六、 新增營造工程業主、設計者、施
工者及使用者等權責單位於工程

全生命週期各階段應辦理施工風

險評估及管理事項說明。

七、 新增「附件一、施工風險評估相
關詞彙對照表」，說明本指引與

CNS14889、CNS45001及 ISO31000
之風險評估相關詞彙對照。

賴憲樟 技正、李文進 組長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職業安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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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新增「附件二、公共工程施工風
險評估及管理」，彙整政府採購法

令及規範之施工風險評估要求，

並訂定工程主辦機關之審查監督

機制，提供機關辦理公共工程施

工風險評估及管理之參考。

九、 新增「附件三、施工風險評估及施
工安全衛生作業標準參考例」，提

供設計者及施工者辦理施工風險評

估與研擬安全衛生作業標準參考。

十、 將解說手冊內容，併入指引之說明。

營造工程全生命週期各階段施工風險評估類型

設計階段施工風險評估

施工規劃階段施工風險評估

作業前為害調查、評估

變更前施工風險評估

增建、改建、修建等修繕即拆除作業

1. 設計及施工規劃階段施工風險評估
2.作業前危害調查、評估

維護作業
作業前危害調查、評估

工程設計

施工規劃

施工作業

工程使用

維護修繕

工程變更 

工
程
實
施
歷
程

施工風險

資訊

彙整及

追蹤管控

風險評估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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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勞動檢查法及其施行細則
強化勞動檢查作業程序

鑑於勞動檢查目的旨在貫徹勞動法令之執行，維護勞雇雙方權益、安定社

會以及發展經濟，為強化勞動檢查強度，並使檢查作業更公正、資訊更公開，

立法委員提案修正勞動檢查法部分條文，業經總統於 109年 6月 10日總統華
總一義字第 10900063571號令公布。另配合勞動檢查法修正，勞動部職業安全
衛生署爰研擬修正勞動檢查法施行細則相關條文，以強化勞動檢查規範及作業

程序，並經勞動部於 109年 9月 26日勞職授字第 1090203938號令修正發布 
施行。

摘錄勞動檢查法及其施行細則部

分條文修正重點如下：

壹、勞動檢查法
一、 刪除公營事業機構可指定為代行
檢查機構

考量公營事業機構指定為代行檢

查機構有「球員兼裁判」之嫌，且代

行檢查機構係以非營利為目的，爰刪

除公營事業機構可指定為代行檢查機

構之規定。

二、增訂每年公布勞動檢查年報

使各界瞭解勞動部每年規劃

眾多專案檢查之執行成果及相關

比較分析等資訊，增訂中央主管

機關應於每年定期公布勞動檢查 
年報。

三、 增訂事業單位拒絕勞檢得按次處罰
為強化勞動檢查強度，遏阻事業

單位規避檢查，增訂事業單位有拒絕、

規避勞動檢查情形者，得按次連續處

罰，簡化屢次規避勞動檢查之處分作

業流程，以維護勞工勞動權益。

貳、勞動檢查法施行細則
一、增訂勞動檢查年報應於每年第三

季，公布前一年之勞動檢查年報。

二、 鑑於停復工程序為事業單位得於
停工之原因消滅後，向勞動檢查

機構申請復工，爰停工通知書實

務上並無法預先記載停工之訖日，

為避免實務運作之困擾，刪除停工

通知書應記載停工訖日之規定。

湯發奮 專員、翁啟修 技士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綜合規劃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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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稿 /林怡慧 特聘記者

營造業導入智慧科技 
工安管理有了新的可能
大陸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協理吳志鵬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副研究員林楨中

營造業是我國產業火車頭，帶動國家經濟發展，然而營造業的重大職災發生

率偏高，也長期居世界各國產業職災之首。但隨著科技進步，在人工智慧科技管

理導入營造業後，強化工地安全管理，也有了新的可能。

提早辨識危害出現  
是降低營造業職災的關鍵

根據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統

計，2019 年我國因為重大職業災害死
亡人數多達 316人，其中營造業佔了
168人，超過總數的一半，等於平均 2.17
天就有 1人因營造職災死亡。統計數
據也顯示，因作業活動引起傷病、失能

或死亡人次的「職災千人率」，最高的行

業正是營造工程業，截至 2019年仍有
9.073，相較其他行業高出許多。

營造業的職災數據高居不下，主

要是因為營造工程的作業場所具有高

度開放與高危險的特質，加上建築工

程趨向大型化與高樓層發展，讓意外

發生機率也隨之增加。分析營造工地

發生職災的原因，主要是兩大面向的

不安全，一是「不安全的行為」，例如

工作者的「不小心」與「無視規則」，

是發生意外事故最常見的原因。二是

「不安全的環境」，例如工地防護設施

不合格或甚至沒設防護，加上開放的

電梯井、施工架、支撐架、臨時開口

等等高風險設施，都是意外容易發生

的作業環境。營造規模與實力在台灣

數一數二，同時致力提升勞工安全、

施工品質的大陸工程，主管職業安全

衛生的吳志鵬協理表示，營造業常見

的重大意外，前三項分別是墜落、倒崩

塌以及感電，歸納致災情境就會發現，

原因不脫環境與行為的不安全所致。

除了做好針對勞工與員工的安全

教育訓練，以及工地現場的危險預防，

如何提早辨識危害，就是降低營造業

職災的關鍵。過往多用危害辨識與風

險評估技術，例如查核表、What-If 分
析、危害與可操作分析、失效模式與

影響分析等，並且仰賴專業人員以及

監視器進行施工現場的檢查與監控，

但受限於專業工安及監控人力不足，

且工地現場有存在許多死角，降低營

造業的職安風險仍有努力的空間。

隨著智慧科技時代來臨，AI人工
智慧漸漸導入到各領域運用。AI在大
量資料整理分析、尋找規律的模式上

有優秀的應用潛力，其可靠度甚至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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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業導入智慧科技 
工安管理有了新的可能
大陸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協理吳志鵬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副研究員林楨中

過人的辨識能力，當人工智慧與營造

業結合，工地安全管理也將推展到新

高度。

AI影像視覺辨識技術   
輔助工地施工安全

營造業的施工現場充滿變動因

素，隨著工程進度，作業現場天天在

變化，加上不同工種的營造勞工來來

去去，吳志鵬協理表示，如何預測與

控制這些不確定的風險因素，進而降

低職災發生率，將是營造業運用 AI人
工智慧科技的重要課題。

一個建築工程是龐大且複雜的，

基本上可分為設計、建造與維運管理

三個層面，其中最容易發生重大職業

災害的階段，就是建造施工過程。利

用監視系統來監控工地安全，目前國

內已普遍使用，應用 AI影像視覺辨識
技術來替代人工監看，更可以降低人

員不安全行為及設備的缺失，隨時注

意潛在的危險。例如可開發人工智慧

辨識系統，用來自動辨識監視影像中

危險區域的安全母索等安全設施是否

完整，或作業時個人防護具配戴與正

確使用與否，以及人員不安全行為、

人員身體狀況異常等狀況，有效提升

施工安全。

AI影像視覺辨識技術國內目前營
造工地有應用在臉部辨識系統，以作為

門禁管制、人員管理之用。吳志鵬協理

表示，近期學術單位積極研究 AI影像
辨識技術相關應用，在整體辨識率提

高後，未來也能運用在工地作業時正確

判斷安全帽是否正確配戴，以及進行車

輛機具、設備的辨識等用途上。例如勞

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嘗試將

AI影像視覺辨識技術應用在施工現場
的安全管理上，針對安全帽的配戴及工

區開口、電梯開口等的安全辨識，初步

都獲得極高的辨識率，未來根據個別工

區再蒐集資料及測試訓練後，將可提供

實際工地應用。

國外運用視覺辨視的例子
除了國內的研究外，國外這類自

動化工地安全監測也不乏案例，就像

是為工地增加一雙眼睛，可以 24小時
動態辨識潛在職安風險。國外透過施

工現場照片和影片管理平台，運用圖

像辨識將施工現場照片進行自動標記，

甚至可以在 10分鐘內辨識 1,080張施
工照片，並且正確辨識 446張未著安
全設備的人像照片，迅速完成人工需

要 4.5小時才能完成的任務。
日本知名重型工程機具製造大廠

Komatsu，為讓施工環境更加安全有效
率，兩年前導入 AI人工智慧技術，與
NVIDIA合作，透過 NVIDIA GPU視
覺化監測與分析建築工地，加上無人

機與攝影機的搭配使用，提高感知周

圍環境的能力，不僅可以辨識現場人

員及設備使用的正確性以減少意外事

故，彙整出來的數據也能促進自動化

作業流程。

大陸工程承辦國家大型基礎建設

已逾五十年，體認到科技管理的重要

性，十幾年前就已投入職安衛平台資

訊化，並且廣泛應用到溝通、監督、

審查、訓練、應變管理等層面。近兩

年開始導入智慧科技，將資訊科技運

用到建築週期各個層面，例如使用無

人機協助高樓工程職安衛監控，大幅

節省時間、人力及安全風險；應用 AI

營造業導入智慧科技　工安管理有了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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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納入監視系統產生電子圍籬功能，

可以針對「人」做辨識，當有人員接

近電子圍籬劃設的危險區域，就能觸

動警報通報安衛管理人員。此外，大

陸工程也積極配合政府、學術單位進

行各項 AI影像視覺辨視的應用研究，
將數十年的經驗分享傳承，共同提升

施工安全管理效能。

運用智慧科技   
監控管理人的不當行為

吳志鵬協理表示，各種智慧科技

的應用與建置都不難，在建築施工現

場，最難管理的是「人」。人的不當行

為是引起職災最重要的原因，你沒有

用心專注在當下，就算危險橫擺在面

前，你也會看不到。如何約束、修正

在工地現場的不安全行為，除了傳統

循循善誘、苦口婆心的勸導，吳志鵬

協理認為，適當地將小心專注與關懷

列為工作必要的考核項目，推動「Don’t 
Walk By」不要袖手旁觀，讓大家正視
行為的重要性並成為習慣，也是一種

做法。

適當搭配智慧科技的運用來管理

人的行為就是一個不錯的方法，例如，

透過穿戴式感測器可以監控工作環境

條件和人員狀態，以保護工作者的安

全，常見的如 RFID無線射頻辨識系
統結合智慧手環提供勞工配戴，當勞

工進入危險禁區時，智慧手環就能發

出震動警示聲，適時制止勞工隨意進

入，並將訊息同步送給安全管理人員，

管理人員再透過監控設備來確認防護

設備配戴及現場狀況，進而引導勞工

改善不安全行為，預防意外發生。此

外，穿戴式感測器也能偵測使用者的

圖 1 應用 AI技術納入監視系統產生電子圍籬功
能，當人員靠近開口警示區，會辨識為紅框

圖 3 監視系統只會辨識人，若是其他物品或動物
經過皆不會觸發警報

圖２ 監視系統立即自動拍照並通知到安衛人員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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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狀況，即時查探出身體疲累、情

緒不穩、生理指數異常以及酒醉之虞

的狀況，避免讓生理狀況不適的勞工

站到工地現場第一線工作，增加職安 
風險。

智慧型手持裝置  
有效進行現場行為安全觀察

正式進入 5G商用服務時代，未來
營造業結合 AI人工智慧影像辨識、穿
戴裝置及智慧型手持裝置，更將成為

施工現場安全管理的重要方式。為提

圖 6 監控設備即時查探出勞工生理狀況正常

圖７ 工安人員巡檢時運用 App進行安檢

圖８ 工安人員巡檢時運用 App進行安檢回報

圖 4 應用 AI影像視覺辨識技術替代人工監視

圖 5 監控設備即時查探出勞工生理狀況不適情形

營造業導入智慧科技　工安管理有了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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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９ 工安人員巡檢時運用 App完成安檢日誌

溝通與管理  
讓智慧應用在營造工地發揮最大
效用

人工智慧科技應用與營造業結合，

勢必是未來管理趨勢，吳志鵬協理表

示，智慧化科技管理除了監督管控、管

理運用的方式不同，同時也是一種文化

的改變，要做到全面科技管理的程度，

需要與各領域溝通、協調與管理。

對營造業來說，基層勞工是最

重要也不可或缺的人力，但營造業

常以層層轉包的方式經營，因此基

層勞工常具有短期、臨時等高流動

性，且非一定雇主的特質，導致勞

工的施工安全防災知能程度不一，

施工安全意識也薄弱。讓勞工在作

業前接受必要的安全衛生訓練是雇

主的責任，但在高流動性人力的狀

態下，很難判別每位勞工的安全知

能程度。我國正嘗試推動的「職安

卡」就是運用智慧科技解決這個問題

很好的辦法，該卡將可紀錄營造作

業勞工接受的安全教育訓練種類及

測驗結果，是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的履歷，也能提供雇主安全管理上的 
參考。

此外，因為AI影像辨識需要大量
的影像資料訓練，吳志鵬協理表示，若

想加快AI影像辨識發展的速度，如何統
一收集 AI影像辨識資料，提供給學術
界、業界訓練，進而將訓練後的模型標

準化，讓智慧應用能在營造工地發揮最

大效用，可以是未來努力的課題之一。

升現場安全行為觀察的效率與有效性，

將安全行為觀察或檢查表單建置成智

慧型手持式裝置的應用程式 App，當
專業工安人員在現場使用時，應用程

式可以自動抓取員工資料、專案編號、

工地所在位置等基本資料，不僅節省

填寫時間，也可以確保安全行為觀察

是在工地現場實施。

吳志鵬協理表示，這類智慧科技

的運用，避免了傳統手填表單或事後

填寫的可能，在現場完成觀察記錄後，

就能立刻上傳到公司的管理資料庫，

進行後續的數據統計分析，即時鑑別

危害，預防災害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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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化影像處理 
對於職業災害預防的應用
電腦視覺輔助產線管理 提高實作場域安全

與人工智慧有關的電腦視覺及影像辨識技術越來越強大，也陸續應用在不同

的場域。透過 AI高速辨識與影像數據的收集，可建立起職災警示預防的系統，減
少工作場所的意外發生。

人工智慧（AI）的影像辨識功能
日益強大，相關的應用也日趨多元，

從人臉辨識、物件辨識、車牌辨識、

物流倉儲揀貨，到農業科技病蟲害的

防治應用，甚至高階產線的色階辨識

等等，人工智慧都可以辦得到，因此

台灣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楊朝龍副教

授與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

所沈育霖博士，利用 AI影像辨識核心
技術上的優勢，開發出可提前預警的

職災預防輔助系統，該系統已可實際

應用於場區作業，目前已在申請專利，

預計未來有可能延伸應用至不同的工

作場域，提升台灣勞動環境的安全。

智慧製造 AI輔助強化管理
AI人工智慧的影像辨識並不是一

項全新的技術，三十幾年前就已經有

AI人工智慧的相關研究，不過近年隨
著 AI深度學習強化以及晶片運算能力
的大幅提升，許多製造業紛紛在生產

線上導入人工智慧影像辨識或電腦視

覺來輔助生產線的產品自動化管理。

AI影像辨識能做的事情很多，
多用於改善產能或是確保良率的

數據分析。例如 AI 光學檢測技術
可檢查一張晶圓照片哪裡出現瑕

疵，製造環節上的變因關聯性， 
AI人工智慧也能發揮作用。例如運用
電腦的視覺辨識可快速判斷員工的工

作節奏是否變慢，是否感到疲勞，流

水線上用影像辨識進行盤點驗貨或出

貨流程的監控，甚至進一步提高輔助

管理者做更高層級的決策，對 AI來講
都不是難題。

既然 AI人工智慧如此聰明，利用
演算法與深度學習，能夠輔助提高生

產力，強化生產管理，該技術也能用

於減少職場方面的職業災害，降低職

業場所意外的發生。

智慧影像分析用於職災預測
去年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

研究所與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工業管理

系楊朝龍副教授共同進行合作，研究

智慧化影像處理技術的應用，成功以

採訪、撰稿 /蘇晨瑜 特聘記者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　副教授楊朝龍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副研究員沈育霖

智慧化影像處理對於職業災害預防的應用 
電腦視覺輔助產線管理 提高實作場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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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辨識核心技術及數據分析來提前

預警作業時可能發生的危害，改善或

降低職災的發生。

鑽研人工智慧多年的楊朝龍指

出，目前製造業的生產可分為「物」

與「人」兩大面向。「物」的部分就是

機器在做的事，例如半導體晶圓設備

利用 AI人工智慧來分析數據與進行生
產，產線完全自動化，透過電腦演算

控制機器手臂，整個產線就能自主運

作，完全不需人力的介入。

雖然 AI看似強大，還是有 AI做
不到的事情，「目前製造業所使用的

AI屬於弱人工智慧，只能針對特定工
作做特定的事。例如專門辨識車牌的

AI可能就不會下棋。」楊朝龍解釋目
前 AI仍無法完全取代人類的原因，某
些生產環節仍然需要以人工來進行，

「人還是有不可替代的價值。」

金屬製品製造業人員傷害頻傳
只要牽涉到人，或是人為的操作，

就不可避免有意外災害的發生。根據

民國 105–106年勞動檢查年報，以及
勞保職災給付的研究顯示，在全產業

的死亡、失能、傷病以及災害當中，

以產業災害以及傷病所占比例最高，

在產業別當中，又以金屬製品製造業

的傷病及災害最為嚴重。

金屬製品製造業中有許多重型機

具，作業員被夾、被捲以及被刺、割、

擦傷等傷害就超過了整體災害的四分之

一，而其中又以重型機具所造成的傷害

比率最高，其中沖床、剪床設備就高達

了 2.1％的傷害率，排名 11。
金屬設備所造成的四肢傷害，對

作業員來說危害相當大，輕微四肢被

夾切、摩傷，嚴重的則會造成斷肢失

能，失去行動能力，甚至致死，嚴重

影響傷者日後的工作與生活，因此若

能利用人工智慧的影像辨識來進行職

災的預警，不管對業主或是對員工來

說，都能減少意外的發生，對雙方提

供較好的安全保障。

主被動型防護保障職災安全
楊朝龍舉例，沖壓機機台很重，

作業中不斷在沖壓產品，正常狀態下，

作業員的手只要一靠近進入特定危險

區塊範圍，機器的感測器與光柵就會啟

動，讓機器立刻停止動作，這些是安全

上的必要防護，在法令上都有規範。

不過法規雖然有明文規定，實務

現場卻仍舊不時發生職業災害，幾乎

是防不勝防。楊朝龍觀察，有時生產

線上其實都有安裝警示設備，但是常

因疏忽而造成意外。機器發生故障，

或者人員貪圖方便，沒有正確穿戴防

護裝置，類似的情況不勝枚舉。

「如果每個人都乖乖照規定做，也

就不會有職業災害了。」楊朝龍分析主

動式防護的重要性，因為人的不可控

管變數太大，所以「主動式防護」是

企業主可以選擇的另一種解決方案。

「在人跟機器互動的過程當中，或是操

作的程序當中所造成人的危害，是我

們希望能預防的重點。因為意外的發

生，往往影響是非常巨大的。」

智慧影像辨識率高達 95.6％
為此，楊朝龍與沈育霖設計開發

一套 AI電腦視覺姿態偵測系統，例如
在衝壓床的實際場域收集員工操作的

影像動作，（如圖 1），影像收集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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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之後，就可用 AI影像辨識來擷取
人體骨架的資訊，（如圖 2）利用人體
骨架關節間的自然連結關係來進行訓

練（如圖 3）。該系統採用 GCN模型，
並使用模型對人員加工動作進行評估，

藉此就能建立警示的規則。這套系統在

人員動作辨識及工作效能的分析上，準

確率可達到 95.6 %，若導入到工作現
場，可以高效精準地預防職災的發生。

利用 AI來輔助產線管理有很多
優點。員工情緒問題，晚上沒睡好，

跟家人吵架，菸癮犯了，工作感到疲

倦，若是用人力的方式來觀察，難免

會錯判，「但是透過電腦視覺辨識，

只需要收集影像一至兩個月，我們 
就能知道員工是否過勞，或是情緒欠

佳，以此來做進一步的處理。」

疲倦、不小心或不注意，一個小

小的點，往往就是誘發勞動安全的根

源，針對工作現場的重複性工作，電

腦視覺辨識可從肢體動作上判別員工

是否累了，是否需要暫停休息一下，

老闆就可適時提醒員工要休息，在預

防職災方面可以發揮很好的效果。

AI輔助員工訓練與工廠管理
AI影像辨識除了能夠替廠商進行

主動式的防護作業，減少員工發生不

幸，也可用於改善勞動的品質。楊朝

龍指出，某些高規格的廠商不只裝設

被動式防護，也相當感興趣主動式防

護的導入，他們希望在安全的營運之

下，也可借用 AI的高速演算法及大數
據分析來最佳化員工的教育訓練。

例如，以前工廠都用師徒制，一

名老師傅帶著一個菜鳥「做中學」，老

師傅不懂得「怎麼教」，常常只叫菜鳥

在旁邊跟著做。師徒制雖然可以經驗

傳承，但是老師傅畢竟無法全天候跟

在新手旁邊，這時電腦視覺就可以派

上用場。

例如 AI在收集到老師傅與新進員
工的肢體骨架動作後，可以依照時間

序列一一分析比對，找出員工需要改

圖 3 某一生產作業之人員骨架分析結果

取料 石墨粉噴灑放料加工 加工完放料

作業流程

圖 2 影像人員骨架關節點擷取流程

矩陣化影像

人體骨架擷取模型

一部影像畫面一部影像

輸入

輸出

圖 1 投入資料之原始影像畫面

智慧化影像處理對於職業災害預防的應用 
電腦視覺輔助產線管理 提高實作場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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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的環節，「啊！你這邊動作可能比較

慢，要多注意一點喔！」這樣的好處

是可以讓工廠內的溝通氛圍更融洽，

「而且老闆可以知道員工正在做什麼，

現在是在上料還是下料，都可以從系

統分析比對得知。」

得知員工的動作，就可以計算時

間，可以計算時間就可以進行比對，

「有經驗的老師跟沒有經驗的新手一比

對，就可找出改進的關鍵點，可望幫

助沒經驗的員工快速抓到眉角。」楊朝

龍解釋 AI輔助產線管理的優勢。

AI疲勞駕駛預警 防患於未然
AI影像辨識的技術在不同領域中

的應用已經相當成熟，有很多場域都

藉助 AI電腦視覺辨識輔助來協助工
作，例如利用 AI辨識運動選手的動
作，用於比賽戰情分析，「像戴資穎，

很多人都在分析她的動作。」大眾運輸

或商用車隊在車輛上安裝連接 AI的儀
表板與攝影機，就可以辨別駕駛的動

作是否疲勞（如圖 4），以此維護商用
車隊的安全運行。

我國部分客運業者也使用了輔助

駕駛系統，結合高速的 AI影像辨識，
駕駛的高風險行為都能一覽無遺。配

合駕駛配戴的隨身裝置，連接雲端大

數據運算，駕駛一但發生疲勞或有意

外狀況發生時，都能及時示警（如圖

5）。高單價的電子 3C業甚至把影像辨
識用於產線的監控，防止員工偷取料

圖 5 駕駛配置智慧生理疲勞偵測技術

圖 4 智慧生理疲勞偵測技術攝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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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或是偵測瑕疵產品，以此來提昇

管理與生產的效率。

管理與監控 孰輕孰重？
就製造業而言，不管是主動式防

護或是被動式防護，都各有優缺點。

被動式防護雖然效果很好，可在高危

險行為出現時強制機器暫停，但是相

對而言也會影響到產線的效率；另一

方面來說，就算被動式的防護做到滴

水不漏，人還是最難控制的變因。

楊朝龍舉日本產線的防呆裝置為

例，如果員工沒有按照 SOP走，五個
步驟中少做了一個步驟，機器就會主

動停止動作，「但我就看過老員工插一

根牙籤在那裡，機器還是運轉個不停。」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員工太油條、

太聰明，或是貪快想偷懶，主動式防

護只要攝影機一照，很快就能找到問

題的源頭，對於管理上相當方便。

雖說 AI輔助預防職災有不少優
點，但也面臨在道德議題上的兩難。

例如在德國，以 AI應用監控員工動作
是完全被法律所禁止的，因此在德國

無法用這樣的系統來預防職業災害。

不過楊朝龍認為，從合理的角度來看，

AI應用在特定領域還是能有正面的效
應。「AI不是要去監控員工是否偷懶，
而是去改進員工的訓練流程，如果適

當地使用 AI應用，可以做到企業的價
值提升，而不是去糾錯。」

楊朝龍表示，使用 AI技術就像一
個雙面刃，是企業管理的一體兩面，

畢竟企業出現勞安問題，老闆得面對

一連串複雜的處理程序，工廠要勞安

檢查，還要寫報告，意外導致產線停

機，每分每秒都是企業的損失，而人

員的生命安全受到不可挽回的傷害，

影響層面更為巨大，因此如果能夠合

理應用 AI來減少職災的發生，應該是
可以思考的方向。

導入系統門檻低 產線變動最少
目前智慧製造已經成為業界主

流，廠商對於導入 AI 影像辨識分
析的相關應用都很感興趣，只是企

業主不只看待勞安問題，也會把效

率問題納入考量，如何在價格成本 
合理、兼顧安全，又能提升生產效率

間取得平衡，是台廠老闆最為在乎的

課題。

「其次在員工教育訓練方面，也有

AI輔助的空間，如果有影像的視覺可
以比對，可以做到很好的教育訓練，

我覺得這是很正向的思維。」楊朝龍表

示，目前導入這類的系統其實成本很

低，對原有製程的改動也不大，實務

上大多是在調整攝影機的角度，以及

攝影畫面是否清晰，加上原有的製程

設備，很快就能完成一套系統。

在未來的產業應用方面，對大型

企業來說，可以透過影像對比減少產

線多餘的人員動作，提升生產效率，

控管企業的生產節奏並兼顧安全。對

小型企業來說，可以提供員工疲勞監

控，危險動作檢測預警以及標準作業

流程，幫助企業避免因為發生重大事

故導致的工期延誤和人員損失。

這套系統也很適合導入其他較具

危險性作業的領域，例如折彎機、壓

紋機和拉伸機等，若是能善用 AI影像
辨識的智慧應用，必定能突破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的盲點，大幅保障員工的

生命安全。

智慧化影像處理對於職業災害預防的應用 
電腦視覺輔助產線管理 提高實作場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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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教育訓練結合 VR技術 
降低高職災風險更有效率
南瓜虛擬科技有限公司 執行長廖翊翔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副研究員劉國青

面對高職災風險作業，一次失誤可能就成千古恨，然而 VR虛擬實境科技的應
用，讓我們在真實世界有了「再來一次」的機會。將勞工安全教育訓練結合 VR技
術，開發學習教具，透過實際體驗高危害作業，有效達到教育訓練與預防危害的

目的，已成為提升勞工職場安全衛生的重要趨勢。

高風險工業機械操作 
需要反覆訓練及提升應變技巧

任何機械操作都可能發生意外，

堆高機也不例外。根據勞動部統計，

因堆高機操作致死、致殘的案例，一

年平均有 10件之多。而堆高機發生意
外的狀況，最常見是被撞（34％）、墜
落滾落（20％）、物料倒榻（12％）、
被夾被捲（13％）等，勞安所進一步
分析操作堆高機造成災害的原因，多

是因為缺乏安全意識、過度依賴經驗、

忽視未知可能的危害，以及缺乏多元

情境式應變訓練所致。

所謂熟能生巧，具有高職災風險

的工業機械操作，更需要透過反覆練

習來避免意外災害發生。除了機具的

駕駛與操作，若能針對經常發生意外

的情境加強應變技能訓練，將有效解

決操作安全的問題。在我國，駕駛堆

高機需要執照，堆高機操作技術士技

能檢定合格率約 73％，而術科測驗則

是通過技能檢定的關鍵。不可否認，

相關單位提供的操作練習、教育課程，

絕大多數是對應考核內容而規劃，我

國堆高機技能檢定內容偏向一般性的

駕駛與操作，因為場地受限、機具 
成本等問題，無法模擬各類事故情境

及實際產業複雜的操作環境。考試不

考，操作訓練就可能缺乏練習，在職

場上當突發狀況發生時，也會缺乏應

變能力。

為提升勞工的安全衛生知能，確

保工作環境的安全與健康，我國「職

業安全衛生法」明定，雇主對勞工應

施以從事工作與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

全衛生教育及訓練。從文獻調查中發

現，大部分企業員工的勞安教育訓練，

仍以一般在職訓練及傳統課堂講授居

多，這種訓練模式可以有計劃性地進

行經驗傳授，但是缺乏互動、實際體

驗的過程，對有工業機械操作需求的

勞工來說，在技能訓練上仍顯不足。

採訪、撰稿 /林怡慧 特聘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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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建立安全教育訓練模式，勞安所針

對安全教育訓練結合 VR虛擬實境技
術，進行教具開發，（如圖 1-2）為機
械操作 VR場景。

客製化開發 VR方案 
降低職災事故發生

VR虛擬實境是利用電腦模擬
三維空間的虛擬世界，可以提供視

覺、聽覺、觸覺等感官的模擬，當

使用者穿戴特殊顯示裝置時，就能

產生彷彿身歷其境的效果。2016年 
被視為 VR虛擬實境的發展元年，各
大品牌紛紛投資、開發相關領域，搭

上這個浪潮，南瓜虛擬科技創辦人廖

翊翔，與友人決定投入虛擬實境技術

市場，並且專注在 VR遊戲開發，以
及提供一站式客製化解決方案的服務

項目，搶先在這片藍海裡找到自己的 
定位。

廖翊翔認為，2016年雖被稱為
VR發展元年，但基本上偏向硬體設備
開發，相較過往價格昂貴、體積笨重

的顯示裝置，現在的一體機顯示裝置

不僅輕便，一般用戶也有能力可以購

買。不同於 HTC、Oculus 以及 Sony
等大廠在硬體設備上佈局，南瓜虛擬

科技一開始就投入內容軟體開發，從

多數人熟悉的遊戲角度切入 VR虛擬
實境科技市場，再利用遊戲開發軟體

「Unreal Engine 4」製作各式的互動內
容，以 VR虛擬實境、AR擴增實境等
相關技術，進行跨平台系統整合，為

企業客戶提供解決問題的方案，應用

範疇十分廣泛，例如勞工安全研究、

圖 1 汽車組裝廠 VR場景畫面

圖 2 VR場景操作情形

圖 3 堆高機駕駛模擬操作畫面

圖 4 堆高機駕駛模擬操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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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教育訓練、娛樂藝術等項目，都

可運用這個模式獲得解決需求。

憑藉優秀的客製化開發方案能

力，南瓜虛擬科技與勞研所有了第一

次合作，開發「堆高機駕駛模擬系

統」，（如圖 3-4）透過 VR技術模擬工
業機械操作訓練，利用互動式沈浸體

驗，提升堆高機操作的應變能力，進

而降低職災事故發生。

容錯率低的行業  
更需要 VR技術模擬操作練習

VR技術模擬操作適合運用在容錯
率低的行業，像是醫療、軍事演練、

化學工業、高空作業等，在一個立體、

高擬真的 3D空間裡，透過姿勢的互動
與意圖的理解，讓使用者產生彷彿身

處現實的沈浸式體驗與感受。廖翊翔

說，透過 VR技術模擬操作進行訓練，
你不用真的站上高空才發現自己有懼

高症，面對職場上的突發狀況，你也

可以反覆練習應變技能，直到成為一

種習慣。

為達到這個目的，堆高機駕駛模

擬器結合人體虛擬互動的模式，建構

一套安全教育訓練模式，分別規劃「裝

備安全訓練」、「情境訓練」及「檢定

考核」等，三項堆高機學科知識、術

科體驗模擬的訓練課程及考核測驗。

使用者可以坐在座駕式前後景機台上，

像是實際坐在堆高機一樣調整前後視

野、水平底座，利用內建的狀況情境

進行操作練習，例如 S型駕駛操作、
倉儲卸貨作業、不良視野駕駛、緊急

應變及行進異常地形等任務，透過一

次次擬真訓練，讓堆高機操作技巧及

應變能力更純熟。

VR虛擬實境技術  
在各領域發展的好處

VR技術模擬操作系統最大好處，
就是可以不受場地限制、機具成本、

訓練天候及情境設定等問題，只要開

啟主機，隨時就可以練習，具有高度

便利性；只要學會操作方式，不需另

請講師監督，使用者就可以自行練習，

不僅降低訓練成本，就算不小心失誤

也沒有危險性，能夠從各種危險狀況

中反覆練習各項操作技能。而使用者

在虛擬實境世界中所做的一切都會被

紀錄下來，透過數據統計，也能針對

多數人常犯的錯誤操作，歸納出最佳

解答。

廖翊翔表示，過往 VR 虛擬實
境技術還是個很新的概念時，業主的

想法通常天馬行空，需要先花時間

溝通 VR技術能達到的效果，才能開
始聚焦。在資訊取得快速的現在，

一般消費者對 VR虛擬實境、AR擴
增實境、MR 混合實境等技術（合
稱 XR）的運用都有概念，可以快速
聚焦在內容需求。南瓜虛擬科技承

包 B2B的客製化開發專案，包括興建 
廠房模擬、堆高機模擬演練、工廠生

產線 VR模擬、港灣潛艇模擬駕駛等，
如何設計出互動性高、有趣的內容腳

本，將情境狀況的細節架構得更完整，

符合使用者實際操作需求，是他們開

發客製化產品的重要指標。

至於 VR虛擬實境技術還可以如
何運用，若不談遊戲開發領域，廖翊

翔舉美國為例，軍方及紐約市警察局

（NYPD）導入 VR虛擬實境模擬訓練，
佩戴VR感應裝置即可進行隨機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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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堅搶救等訓練。廖翊翔也認為，美

國 VR虛擬實境技術與企業需求的運
用連結比較深度，像是力量反饋、操

作器具的外觀與重量設計等，都能做

到彷彿操作實機一樣的細節。而日本

汽車大廠豐田在汽車開發的製程，例

如生產線設備規劃、汽車結構設計研

究、汽車模擬駕駛，很早就用上 XR
相關技術，德國汽車大廠 BMW、瑞
典汽車大廠 Volvo也相繼在 2019年，
宣布引進 XR技術進行生產線設計及
新車模擬駕駛。從醫療領域來看，透

過 VR虛擬實境技術優先模擬開刀準
確度，結合語音辨識練習病症判別等，

也是經常運用的模式。

傳統實機考核 仍有存在必要
既然 VR技術模擬操作模擬器可

以提高使用者學習操作的知識與技能，

也能針對危險情境反覆練習，那麼現

階段，VR模擬器有可能取代傳統實機
操作的檢定方式嗎？廖翊翔直言，不

太可能。

從專業人士體驗堆高機駕駛模擬

器的回饋來看，操作反饋與實際機具

之間仍有落差，部分視覺死角還無法

呈現，需要再最佳化才能更接近擬真

效果。但是以駕駛模擬器作為操作訓

練、輔助現行技術士考試訓練，甚至是

面向一般民眾作為強化職業安全衛生 
宣導的體驗，是非常好的運用工具。

VR模擬器降低了安全衛生推廣的門
檻，透過體驗讓勞工安全宣導變得更

有感；以 VR模擬器作為教育訓練，
可以提高勞工學習效率，透過豐富的

模擬體驗內容，提升勞工對於危險辨

識、緊急應變的處置。

然而真要以 VR模擬器作為技能
檢定考核工具，廖翊翔認為，除了局

部體驗的最佳化改善，讓互動體驗內

容更接近實際考試需求，如何讓 VR
軟體的運用作為專業認證使用，這中

間還有許多關卡需要溝通處理。因此

相較起認證考核，現階段將 VR技術
模擬操作模擬器作為教育訓練用途，

是更實際的運用方式。

後疫情時代
VR虛擬實境技術的發展

後疫情時代，人們待在家中時間

變長，連帶促進宅經濟的成長，在手

機與電腦高頻率使用下，也帶動 VR
虛擬實境、AR擴增實境、串流服務、
多媒體影音內容、手遊、線上課程、

居家健身需求崛起。隨著 5G科技臻至
成熟，廖翊翔也觀察到，多人即時連

線將是未來必行趨勢。當 A點跟 B點
的使用者，可以同時在線上、同在一

個虛擬空間進行教育、娛樂、藝術賞

析等各種活動，VR應用開發也將快速
攀升。

談到 VR虛擬實境科技未來的發
展，廖翊翔舉南瓜虛擬科技的規劃為

例，下一步將往 VR系統整合開發商
的角色前進，建立平台提供單位、客

戶固定的互動內容產品線，進行軟硬

體的整合服務。此外，也將繼續深化

已開發的 VR軟體運用，開發更多元
的 VR安全教育訓練教材，讓各領域
的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能在安全有效

率的條件下有效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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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金門大橋工程」談
樁帽鋼箱圍堰系統施工作業之風險預防探討

壹、前言
金門大橋工程（以下簡稱本工程）

為國內少見之大型跨海橋梁，其建設

目的為提供大、小金門間全天候陸運

交通服務，以解決小金醫療匱乏、土

地利用失衡及水路交通限制等問題，

並期達到活化大小金門與促進觀光產

業發展之願景。因本工程主、邊橋下

部結構基礎工程位於深水位區域，考

量現場勞工施作之安全性，故特採用

樁帽鋼箱圍堰工法，其係國內首見之

圍堰施工方式，執行迄今已累積一定

程度之施工及安衛成果，本文冀望經

由探討本工程樁帽鋼箱圍堰系統施工

作業之災害預防管理作為，提供未來

類似工程採用本工法時參考，達到經

驗分享之目的，以避免職業災害發生。

貳、樁帽鋼箱圍堰工法簡介、系
統組構件說明、施工流程及
施工潛藏風險

一、樁帽鋼箱圍堰工法簡介

本工法適用於海事工程海床較深

之環境，尤其是考量金門現場環境之

特殊性，包括海象、地質、氣象及離

岸作業等種種不利因素，故無法以一

般雙層鋼板樁或鋼管圍堰方式來進行

橋樑基礎施工，且由於國內並無真正

類似工法於海事橋梁之施工經驗，故

本工程設計團隊係參採港珠澳大橋施

工經驗來進行規劃，但正因施工環境

相較陸地工程或台灣本島相關橋梁工

程更加艱難，故仍需於施工中逐步調

整以符合工程品質及安衛需求。

二、鋼箱圍堰系統組構件說明

鋼箱圍堰結構不論型式差異，一

般乃由底板裝置（含支撐托架、限位

梁、止漏封板等）、懸吊下放裝置、載

重與浮力轉換裝置、鋼箱側壁與內支

撐裝置及定位束制裝置等五大部分所

組成，如下圖 1、圖 2、圖 3所示。

陳科彰 檢查員、許峯源 主任、葉秋山 科長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圖 1 鋼箱結構主要組成（1）—底板裝置、懸吊下
放裝置（高拉力鋼棒、中空千斤頂、懸吊鋼
梁、臨時抗浮支撐柱）及載重與浮力轉換裝
置（反壓托架）

高拉力鋼棒

中空千斤頂 懸吊鋼梁

反壓托架

臨時抗浮支撐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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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金門大橋工程」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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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鋼箱結構主要組成（2）—鋼箱側壁與內支撐
裝置（下層內支撐）

下層內支撐

鋼箱側壁

三、 鋼箱圍堰主要施工流程及施工潛
藏風險   
其主要施工流程分別為樁帽圍堰

組裝、下沉就位、堵漏與封底水中混

凝土澆置、基礎結構體施作、樁帽圍

堰拆除等五大步驟，主要施工流程及

施工潛藏風險，如圖 4所示：

參、樁帽鋼箱圍堰系統施工風險
初步分析

一、樁帽鋼箱圍堰系統施工主要作業

項目可能危害初步分析表

依據前述樁帽圍堰安裝、下

沉就位、堵漏與封底混凝土澆置、

基礎結構體施作及樁帽圍堰拆除

等五大分項工程，分別進行初步 
進行危害分析後，其主要作業項目可

概分為，其中以溺水、墜落滾落、感

電及物體飛落為主要災害類型，相關

分析表如表 1所示。

二、 樁帽鋼箱圍堰工法施工危害與危
害預防對策

基礎工程之樁帽工程所採用之樁

帽鋼箱圍堰工法經初步進行危害分析

後，其災害類型可分為物體倒塌、其

他（潛水）、墜落滾落、火災、感電、

物體飛落、被撞及溺水等八大項，下

列就各項災害類型之危害預防對策進

行說明：

表1  樁帽鋼箱圍堰系統施工災害初步分析表

災害類型

主要作業項目

物體

倒塌
其他

異常

出水

墜落

滾落
火災 感電

物體

飛落
衝撞 被撞

被刺、

割、

擦傷

溺水

1.樁帽圍堰安裝 ● ● ● ● ●

2.下沉就位 ●

3.堵漏與封底混凝土澆置 ● ●

4.基礎結構體施作 ● ● ● ● ● ●

5.樁帽圍堰拆除 ● ● ● ● ●

註：災害類型如下（視需要填列於上表中）

1.物體飛落 2.開挖面崩塌 3.落石 4.異常出水 5.可燃性氣體（化學性爆炸） 6.毒性氣體 7.異常氣壓 8.異常沈降 9.墜落、滾落 10.爆炸（物
理性） 11.與有害物等之接觸 12.火災 13.感電 14.物體飛落 15.跌倒 16.衝撞 17.被撞 18.被夾、被捲 19.被切、割、擦傷 20.溺水 21.與
高低溫之接觸 22.其他

圖 3 鋼箱結構主要組成（3）—內支撐系統（上層
內支撐）及定位束制裝置（頂部防側移裝置）

上層內支撐

頂部防側移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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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鋼箱圍堰主要施工流程及施工潛藏風險流程說明圖

1. 施工過程中氣象變
化大，作業勞工有

落海風險，開口必

須要有適當防護。

2. 起重機吊掛作業衍
生之物體飛落危

害，應有禁止無關

人員靠近措施及監

視人員。

3. 鋼箱組裝過程外圍
無防護，作業勞工

有落海風險，應注

意設備或個人防護

具是否確實執行。

4. 焊接作業把柄需確
認完整及電線外皮

以免感電。

下放過程易產生搖晃

情況，作業人員需全

程配戴背負式安全帶

確保安全。

拆除完成

主要施工流程

施工前準備工作

施工潛藏風險

步驟 5：

樁帽圍堰拆除

監造查驗

監造查驗

監造查驗

基樁樁頭劣質混凝土打除

步驟 1：

樁帽圍堰組裝

步驟 2：

下沉就位

樁帽鋼筋綁紮

樁帽混凝土澆置

安裝鋼箱底層內支撐、 
限位千斤頂及下放系統

大型浮吊船 
進行鋼模拆除、吊離作業

工作船組裝鋼箱

鋼箱圍令及結合螺栓拆除

下放至第一階段 
預定高程後調平鋼箱

下放系統安裝

步驟 3：

堵漏與封底水中混凝土澆置

鋼箱提升， 
切除臨時支撐托架

合格

合格

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

安裝中層內支撐、 
鋼箱上層側壁

安裝頂層內支撐

潛水伕水下固定堵漏封板

堵漏完成潛水伕水下攝影

步驟 4：

基礎結構體施作

澆置水中混凝土

基樁外套鋼管及 
臨時抗浮支撐柱切除

潛水作業人員需領有

職業潛水之相關證

照，現場需有作業主

管在場監督指揮。

1. 預防鋼箱失效造成
進水，作業勞工需

全程配掛助泳帶或

設置救生圈。

2. 墩柱鋼筋綁紮需張
拉斜索防止瞬間陣

風造成倒塌。

1. 拆解過程需以氧氣
乙炔切除螺栓，避

免回火問題，使用

前需檢查壓力表及

逆回火裝置是否正

常。

2. 作業人員需全程配
戴背負式安全帶確

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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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物體倒塌：於施工規範中訂定鋼

筋搭接長度使其強度達到設計要

求、鋼筋組立綁紮時須以拉索或

撐桿予以支持，以防傾倒及基礎

頂層鋼筋上方，不得放置尚未組

立之鋼筋或其他物料。

（二）其他（潛水）：潛水作業人員需

領有職業潛水之相關證照，現場

需有作業主管在場監督指揮，周

邊懸掛潛水作業藍白旗，供周邊

船機辨識，現場設置救援潛水員

及作業潛裝備檢點與檢查。

（三）墜落滾落：高度二公尺以上鋼箱

底板之開口部分設置護欄或護

蓋，有墜落危險之場所，設警告

標示，並禁止與工作無關之人員

進入，人員作業時著用背負式安

全帶搭配防墜器或安全母索。

（四） 火災：施工地點明顯可見之位置，
設置滅火器等消防安全設備。

（五） 感電：督促作業勞工使用各項絕
緣防護設施，交流電焊機設置

自動電擊防止裝置，用電設施

連接電路設有高敏感度、高速

型之漏電斷路開關並設置接地

設施，作業前檢視各項電氣設

施之絕緣披覆。

（六）物體飛落：吊掛作業時下方需設

置警示措施，防止人員進入，由

專人辦理指揮並統一指揮信號，

起重機需設置過捲揚預防裝置且

於明顯處標示最高負荷，吊運 6
公尺以上物件時設置拉索捆紮拉

緊以保持平穩及各式吊具及吊鈎

設置脫鈎器。

（七）被撞：作業範圍設有明顯警戒標

示，防止人員進入，並指派專人

管制，現場作業人員需著反光背

心等防護衣。

（八） 溺水：作業勞工應全程著用救生
衣，工作場所設置符合法令之救

生圈，搭載作業勞工之船舶不得

超載，作業區域周邊設有警戒船

（救生艇）於現場警戒及緊急時救

援及可通知相關人員參與救援行

動之警報系統。

肆、 樁帽鋼箱圍堰系統施工安全
管理安全檢核表（含檢核事
項及說明）
因受施工環境、作業條件限制，

無法藉由工程設計、施工方法等避免

之風險，應設置適當安全設（措）施，

予以隔離、保護及警告，避免誘發災

害源，其施工安全管理內容如下表 2：

接下頁

表2 樁帽鋼箱圍堰系統施工安全管理安全檢核表

檢核

事項
作業安全注意事項 風險管理管制措施 是 否

規
劃

1. 圍堰構件材質不得有顯著之損壞、變形及腐蝕。
依據計算書及設計圖說辦理材料採購

及管理2. 圍堰構件依設計圖說組立，並設置適當而充分
支撐，以維持結構穩定。

作
業
主
管

1. 施工時，指派鋼構組配作業主管指揮、監督。
指派專人管制作業（使用每日作業危

害告知單確實辦理）
2. 禁止非作業人員擅自進入作業區域內。

3. 作業人員佩戴手套、安全帽、救生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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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

事項
作業安全注意事項 風險管理管制措施 是 否

吊
掛
作
業

1. 吊升或卸放材料、器具等，使用吊索。
起重機具管理（一般起重吊掛作業安

全檢查表、每日檢點表）

2. 檢查起重機、操作手及吊掛人員合格證照。 
操作手及吊掛手管理（人員證照管制

清冊）

3. 吊具裝配確實。
機具管理（移動式起重機合格證管制

清冊） 

4. 採多點吊掛。
針對新進之操作手及吊掛手辦理教育

訓練統一現場指揮信號

5. 作業前檢查機況及吊具。

6. 揚升不得超過載種限制。

7. 作業區域隔離及警示。

吊
掛
作
業

8. 吊掛物體之重量不超過設備所能承受之最大負
荷，且於明顯處加予標示。

9. 吊運作業時，設指揮聯絡人員，並規定統一之
指揮信號。

感
電

1. 於工作區域設置充足之照明設備，且由電氣人
員加以檢查、測試無虞。

專責電器人員確實檢查管理（電氣設

備安全檢查表、發電機作業安全檢查

表、電焊機及電焊作業自動安全檢查

表）。

2. 施工時，配置電氣人員以處理臨時狀況。

3. 施工平台上之纜線、管路予以固定。

4. 電氣設備設漏電斷路器及接地。

5. 電焊機加設自動電擊防止裝置。

6. 銜接電源時，使用插頭不得使用裸線。

7. 電源線架高避免潮濕。

8. 通道上電線防護。

墜
落
、
滾
落

1. 雇主對於高度二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勞工有
遭受墬落危險之虞者，應於該處設置護欄、護

蓋等防護設備。

兩公尺以上高低差之鋼箱圍堰開口

部分設置護欄或護蓋。

2. 雇主依相關規定設置護欄。

鋼箱圍堰護欄之設置應依營造安全

衛生設施標準第 20條規定設置 其杆
柱及任何杆件之強度及錨錠，應能

承受 75kg之荷重而無顯著變形。

3. 雇主對於勞工有墜落危險之場所，應設警告標
示，並禁止與工作無關之人員進入。

鋼箱圍堰有墜落危險之地方，設警

告標示，並禁止與工作無關之人員

進入。

水
下
作
業

檢查潛水、防護裝備及告知潛水作業規定。

鋼箱圍堰進行水下作業需設置潛水

做業主管進行潛水作業管理（潛水

作業安全檢查表、潛水作業工作日

誌）。

承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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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本工程之樁帽工程所採用之樁帽

鋼箱圍堰系統為國內首次採用之海中

懸吊式單壁鋼箱圍堰工法，採單元模

組化設計、工廠預組、陸域地組等方

式，因作業程序標準化，兼顧強度、

安全、易組拆，故將有效降低作業風

險，惟該圍堰長時間沉降於海中，工

址最大水深約 23 M，須抵抗 1,000∼
5,000噸之上浮力、每日 2次漲退潮海
流（流速約 1.2∼ 1.4 M／s，最大潮差
約 6.3 M）、每日約 48航次小三通船
舶排浪及東北季風強勁波浪（100年
回歸期 1.6 M）衝擊，後續仍有無法
完全排除之殘餘風險，則有賴施工安

全管理作為，建議可朝以下方向去做 
強化。

一、 精益求精，懸吊式單壁鋼箱圍堰
不設限於原設計型式，同時滾動

檢討工序，現場施工經驗密集回

饋予設計單位，自根源降低施工

風險。

二、 建立海上氣象觀測及通報系統，
即時啟動防災預警應變機制。

三、 配合海象研判最佳施工時機加速作
業進行。

四、 應用工地即時監控系統及無人機
巡航，針對高風險作業與重點施

工進行動態管理及監控。

五、 海上工區配置警戒船及安全巡邏
船，隨船搭載海上救生急救人員，

高規格防護。

六、 每年定期舉辦緊急應變防災演練，
確認所有應變之單位、設施及人員

均可有效且安全的應付緊急狀況。

七、每季召開海上交通維持會議，邀

集權責機關（單位）討論施工海

域各級船舶影響施工安全之檢討

與改善。

綜上所述，本工程於規劃設計階

段即依據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令規定，

自主實施施工安全風險辨識、評估與

擬定對策，於工程施工階段邀請國內

外專家學者現勘參與，並經勞動部職

業安全衛生署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6
次丁類危險工作場所工程分階段審查，

共同討論擬定最佳設計施工方案，落

實以本質安全為核心之源頭管理，同

時透過殘餘風險傳遞及海氣象資訊掌

握，預先考量惡劣天候無法施工日數，

訂定海上作業無法施工之條件，產出

適宜安全衛生參考示意圖說、施工規

範或其他合約文件，合理量化安衛設

施及編列經費，以確保勞工之生命安

全，預防危害事件發生。

誌謝
本文鋼箱圍堰系統組構件說明

圖、主要施工流程及施工潛藏風險流

程說明圖等相關資訊，由台灣世曦工

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金門大橋工務所

盧建州主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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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性物質儲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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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109年 8月 4日黎巴嫩首都貝魯

特發生硝酸銨爆炸事故，造成超過 200
人死亡，逾 7,000人受傷，震驚全球。
硝酸銨係一種無色結晶鹽，高度溶於

水之氧化性物質，不可燃但可助燃，

主要用於炸藥原料及氮肥，於高溫加

熱下熔融，達一定溫度後會分解成氣

體並放出熱量，如於密閉空間加熱硝

酸銨至 260到 300℃之間即可能發生分
解。查國外已發生多起硝酸銨火災爆

炸事故，除造成財產損失及重大傷亡

外，易汙染環境甚鉅，因此各國對於

硝酸銨或氧化性物質之儲存、運輸及

處置管理，訂有專門法規或標準。

為避免我國發生類似貝魯特爆炸

事故，本文將研析國內外硝酸銨或氧

化性化學品相關法規、標準及實務作

法之異同，並提出相關改善建議，作

為未來強化硝酸銨或氧化性化學品製

造、處置或使用安全管理之參考。

貳、我國現行法規    
標準及實務作法之盤點
氧化性物質可分為兩大類，分別

為氧化物及有機過氧化物。氧化物，

包含有過氧基之無機物，獲得電子能

力較強，有較強氧化性，不一定可燃，

但有助於燃燒，且遇酸鹼、高溫、震

動、摩擦、撞擊、受潮或與易燃物品

接觸能迅速分解，有引起燃燒及爆炸

之危害（硝酸銨屬氧化物）。而有機過

氧化物，其組成為含過氧鍵之有機物，

本身易燃易爆、極易分解，且對熱、

震動和摩擦極為敏感，具有比氧化物

更大之危害。

依國家標準 CNS15030危害分類
規定，硝酸銨屬氧化性固體第 3級，
其儲運及處置管理規定，分別訂於「職

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危險性工作

場所審查及檢查辦法」、「製程安全評

估定期實施辦法」及「公共危險物品

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

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等，分述 
如下：

一、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 184條：雇主對於危險物製造、
處置之工作場所，為防止爆炸、火災，

應不得使氧化性物質接觸促進其分解之

物質，並不得予以加熱、摩擦或撞擊。

第 185條：雇主對於製造或處置
危險物之設備及附屬設備有異常時，

或其場所內，溫度、濕度、遮光及換

氣狀況有異常時，應指定專人採取必

要措施。

二、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及檢查辦法

事業單位製造、處置、使用過氧

化氫、氯酸鈉、過氧化丁酮等危險物

莊昊翰 技士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職業安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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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性物質儲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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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勞動檢查法施行細則附表 1規定數
量時，應依規定向勞動檢查機構申請

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

三、製程安全評估定期實施辦法

針對危險性工作場所，事業單位

每 5年或製程修改時，應依規定實施
製程安全評估，並製作製程安全評估

報告，報請勞動檢查機構備查。

四、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

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置標準暨安

全管理辦法

（一）  公共危險物品涵蓋之氧化性物
質，包含第 1類氧化性固體、第
5類之有機過氧化物及第 6類氧
化性液體，其各類公共危險物品

之種類、分級及管制量，請詳閱

該辦法附表 1。（第 3條）
（二）  製造場所及一般處理場所，其牆

或相當於該外牆之設施外側，與

廠區外鄰近場所之建議安全距

離，如表 1。而儲存場所根據儲
存物質、儲存量、建構材質之不

同，有相對應之周遭保留空地。

另第 5類之最小安全距離及保留
空地，請詳閱如該辦法之附表 2
及附表 3。（安全距離規定－第
13條）

（三）  6 類物品製造場所或一般處
理場所，不得設於建築物之

地 下 層， 且 牆 壁、 樑、 柱、

地 板、 樓 梯 及 屋 頂， 應 以 
不燃材料建造，外牆須為防火構

造，地板則為不滲透構造，並設

置防火門窗、常時關閉式防火

門。（製造、處理場所構造規定－

第 15條）

表1 儲存場所與鄰近場所之安全距離

最小安全距離

（公尺）1 涵蓋場所

50 
古蹟、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

陳列館、史蹟資料館、紀念館及

其他類似場所。

30 

電影院、金融機構、寺廟、辦公

室、集合式住宅、收容人數在 20
人以上之醫院、兒童及少年福利

機構、學校教室及幼稚園等。

20 
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

之製造、儲存或處理場所。

10 上述三類外之場所。

5 電壓超過 35,000伏特之高架電線。

3 
電壓超過 7,000伏特，35,000伏特
以下之高架電線。

註 1：  製造場所及一般處理場所設有擋牆防護或具有同等

以上防護性能者，得減半計算之。擋牆之定義請參

考此辦法第 8條。

（四）  6類物品製造場所或一般處理場
所，應有充分之採光、照明及通

風設備，並設置蒸氣或粉塵排放

設備、防止溢漏或飛散設備、預

防火災設備、測溫裝置、壓力計

及安全裝置、消除靜電之裝置及

避雷設備等，且幫浦、安全閥、

管接頭等應裝設於不妨礙火災之

預防及搶救位置。（製造、處理

場所設備規定－第 16條）：
（五）  6類物品室內儲存場所，應為一

層獨立、專用之建築物，具充分

之採光、照明及通風，其高度不

得超過 6公尺，地板面積不得超
過 1,000平方公尺，牆壁、柱及
地板應為防火構造（地板還需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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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滲透），且樑及屋頂應以不燃

材料建造，並設置防火門窗、常

時關閉式防火門、避雷設備、通

風裝置、空調裝置或維持內部溫

度在該物品自燃溫度以下之裝

置。如設置架臺時，架臺應以不

燃材料建造，並定著在堅固之基

礎上及設置防止儲放物品掉落之

措施，且應能負載所儲存物品之

重量並承受地震所造成之影響。

另該室內儲存場所四周保留空

地寬度應依表 2規定辦理。（室
內儲存場所位置、設備及構造規

定－第 21條）：
（六）  針對氧化性物質之儲存及處理，

應避免與可燃物接觸或混合，或

與具有促成其分解之物品、火焰、

火花或高溫物體接近，並避免過

熱、衝擊、摩擦。無機過氧化物

應避免與水接觸。（第 45條）
（七）  6類物品製造、儲存及處理場所，

其安全管理規定如下：

1. 儲存或處理公共危險物品，不
得超過規定之數量。

2. 嚴禁火源。
3. 經常整理及清掃，不得放置空
紙箱、內襯紙、塑膠袋、紙盒

等包裝用餘材料，或其他易燃

易爆之物品。

4. 儲存或處理公共危險物品，應
依其特性使用不會破損、腐蝕

或產生裂縫之容器，並應有防

止傾倒之固定措施，避免倒

置、掉落、衝擊、擠壓或拉扯。

5. 維修可能殘留公共危險物品之
設備、機械器具或容器時，應

於安全處所將公共危險物品完

全清除後為之。

6. 嚴禁無關人員進入。
7. 集液設施或油水分離裝置內如
有積存公共危險物品時，應隨

時清理。

8. 廢棄之公共危險物品應適時清
理。

9. 應使公共危險物品處於合適之
溫度、溼度及壓力。

10. 有積存可燃性蒸氣或粉塵之虞
場所，不得使用易產生火花之

設備。

11. 指派專人每月對場所之位置、
構造及設備自主檢查，檢查紀

錄至少留存 1年。

五、 氧化性化學品儲運及管理實務作法
鑑於貝魯特硝酸銨爆炸事故除造

成重大傷亡外，亦影響國家發展甚鉅。

為防止國內發生類似事故，行政院召

表2 儲存場所保留空地寬度

區分

保留空地寬度

建築物之

牆壁、柱

及地板為

防火構造者

建築物之

牆壁、柱

或地板

為非防火

構造者

未達管制量 5倍者
0.5公尺
以上

達管制量 5倍以上
未達 10倍者

1公尺
以上

1.5公尺
以上

達管制量 10倍以上
未達 20倍者

2公尺
以上

3公尺
以上

達管制量 20倍以上
未達 50倍者

3公尺
以上

5公尺
以上

達管制量 50倍以上
未達 200倍者

5公尺
以上

10公尺
以上

達管制量 200倍
以上者

10公尺
以上

15公尺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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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勞動部、經濟部、交通部、內政部

等相關部會盤點硝酸銨及易爆物質製

造、處置或使用數量、儲存地點、緊

急連絡人等資訊，各部會依其權責法

令要求事業單位強化氧化性化學品儲

運及管理，其中勞動部作為說明如下：

（一）  依優先管理化學品之指定及運作
管理辦法規定，運作者應每年報

備前一年度最大運作總量達臨界

量之優先管理化學品運作資料。

（二）  事業單位使用之氧化性化學品達
勞動檢查法規定之數量時，應向

勞動檢查機構申請審查及備查，

並將相關資訊登錄於危險性工作

場所資訊管理系統中，俾勞動檢

查機構掌握氧化性化學品製造、

處置或使用資訊，並據以規劃相

關防災及緊急應變計畫。

（三）  辦理「大量製造處置使用儲存危
險物事業單位火災爆炸災害預防

專案檢查」、「石化及大型化學工

廠安全衛生專案檢查」等專案檢

查，協助事業單位強化氧化性化

學品安全衛生管理，避免發生火

災、爆炸事故。

（四）  為防止發生類似貝魯特硝酸銨爆
炸事故，勞動部立即發函臺灣港

務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分公司，提

醒其對港口、碼頭倉庫具硝酸鹽

之事業單位依職業安全衛生法令

規定，落實動火管理、緊急應變

等事項，以確保工作場所安全，

同時，亦函請各勞動檢查機構加

強監督檢查製造、處置或使用硝

酸鹽之事業單位，落實動火管理

及緊急應變等事項。

（五）  另為強化易爆性物質管理，各勞
動檢查機構依「108年報備優先

管理化學品物理性危害達臨界量

以上之事業單位名冊」加強實施

檢查，督導及協助其依職業安全

衛生法令規定辦理，以確保工作

場所安全。

參、 國外法規 標準及實務作法
之盤點
查國外法規針對硝酸銨或氧化性

物質訂定相關儲存及管理規範，如美

國 NFPA 400危害物質規範。另鑑於
硝酸銨之用途、特性及過去曾發生過

許多事故造成重大傷亡，美國聯邦法

規（29 CFR 1910.109（i））及美國環
保署針對硝酸儲存和管理有特別要求，

英國安全衛生部（Health and Safety 
Executive, HSE）訂有儲存及處理硝
酸銨規則及西澳省政府礦產及石油部

（Department of Mines and Petroleum, 
Western Australia）訂有固體硝酸銨之
安全儲存之要求，分述如下：

一、 美國 NFPA 400–Hazardous 
Materials Code（危害物質規範）
NFPA400主要對第 11章、第 14

章及第 15章分別定義硝酸銨、過氧化
物及氧化物之儲存要求，分述如下：

（一） 硝酸銨固體及液體（第 11章）
1. 儲存散裝硝酸銨之包裝應使用
與硝酸銨相容之不可燃材料。

2. 地下室至少一側為敞開，否則
建築物不得具有地下室。

3. 在距可燃建築物、森林、可燃
材料或普通可燃材料 15.2公尺
內，儲存建築物裸露側之外牆

應為至少 2小時耐火等級之防
火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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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築物及其結構應保持乾燥，不
得有水從屋頂、牆壁和地板侵入。

5. 熱源均應加以防護，以防止與袋
子或其他可燃材料接觸。

6. 地板應為防水且不可燃材質構成。
7. 儲存和裝卸區之地板均應無排水
溝、阱、隧道或坑。

8. 硝酸銨儲存區之不燃地板應有
1％傾斜，以促進液體正向排水且
從儲存區到受限區域沒有不相容

材料。

9. 任何具有可燃成分之建築物類型
均應提供自動撒水滅火系統，且

建築物應配備經認可之火災探測

系統。

10. 火災探測系統之啟動時亦應自動
啟動本地聲光警報系統，該系

統應能通知位於設施 1英里內
之人員，俾實施撤離。警笛應

設置於現場或場外不易受損壞

之處所，並應經當地主管機關 
批准。

11. 硝酸銨發生火災初期，僅可使用
以水為主之滅火設備。

12. 應根據當地主管機關通過之消防
法規提供水源，供水時間至少應

為 2小時。
13. 硝酸銨應存放於由混凝土砌塊構
成之隔離牆隔離之單獨房間中，

該隔離牆最小耐火等級為 1小
時，並從地板延伸至上方屋頂下

側，或位於與不相容物質儲存區

分開之建築物中。

14. 於雷暴較大地區，應根據 NFPA 
780提供防雷保護。

15. 應採取措施防止未經授權之人員
進入硝酸銨儲存區。

16. 於儲存、使用或處理硝酸銨時
應保持良好安全管理，並應遵

守以下內務管理規則：

(1)  地面和儲存區域應無雜物及
碎屑。

(2)   所有溢出物均應加以遏制，
並立即進行適當處置。

(3)   任何損壞之容器或廢物均
應立即移出，並置於安全

位置。

(4)   應制定政策、程序及慣例，
以確保不相容材料之分離。

(5)  禁止於硝酸銨儲存區域或
附近儲存可燃物。

（二）有機過氧化物（第 14章）
本章節共分 5類有機過氧化物，
分別為 I、II（IIA及 IIB）、III、
IV、V，危害性由高至低排列。
鑑於危害性不同，容許量及與其

他建物之危害距離也有所不同，

相關規定說明如下：

1. 應對有機過氧化物液體製劑進
行洩漏控制。

2. 應對固體和液體有機過氧化物
提供二級密封。

3. 應對敞開之容器提供通風。
4. 應根據 NFPA 13和 NFPA 15規
定設計及安裝自動撒水器及噴水

系統。

5. 應對液體或固體有機過氧化物，
提供爆炸之預防控制措施。

6. 所有包含有機過氧化物製劑區
域，均應具有機過氧化物字樣

之標示、有機過氧化物類別及

NFPA 704標識。
7. 儲存區域之電氣設備應依據危
險區域劃分之結果選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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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儲存櫃具備通風功能時，使其通風
所用之電氣設備應被視為NFPA 70
第 500條所定義之 I級 2區位置。

9. 儲存溫度範圍如超出正常環境溫
度時，應符合下列規定：

(1)   應安裝和維護高溫或低溫限
位開關，或兩者同時使用控

制元件。

(2)   限位開關應啟動警報器，以
確保迅速反應。

10. 應提供檢測煙霧，溫度或升溫速
率的檢測系統。

11. 有機過氧化物與未絕緣之金屬牆
間應保持至少 0.6公尺之距離。

12. 分隔距離應通過地面坡度，排水
溝或堤防來保持，以防止液體洩

漏侵蝕有機過氧化物製劑之儲存

區域。

13. 儲存區域之地板應為液密、不可
燃結構。

14. 儲存超過 2,270公斤之 I類、II
類或任何在分解時會釋放出可燃

氣體之冷藏有機過氧化物製劑之

無撒水建築物，應採用不燃材質

構造。

（三）氧化性固體及液體（第 15章）
本章節共分為第 1類到第 4類氧化
性物質，氧化性由弱至強，並依其

危險性訂定建物內儲存高度及垛之

間隔距離。一般儲存規定如下：

1. 應對氧化物液體進行洩漏控制，
儲存第 2類、第 3類或第 4類液
體氧化物之處所，應提供防止液

體氧化物從儲存區域流至含有不

相容材料區域之設備。

2. 氧化性固體及液體應具 2級圍堵。
3. 應於敞開容器為第 4類氧化物提

供通風。

4. 應提供自動噴水滅火系統。
5. 氧化物應與熱源（如加熱裝置、
管道或導管）分開放置，以防止

其被加熱至分解溫度。

6. 應提供火災探測系統。
7. 固體氧化物不得直接儲存於液
體下。

8. 儲存於桶中之過氧化氫（第 2至
4類）不得儲存在木製托盤上。

9. 禁止於氧化物儲存區域積聚可
燃廢物。

10. 如果固體和液體氧化物之儲存
容器可作為運輸容器時，其應符

合美國運輸部 49 CFR 100–199
或加拿大運輸部法規之規定。

11. 儲存散裝液體氧化物之儲槽及
儲存散裝固體氧化物之箱體，應

根據聯邦、州和地方法規進行設

計和製造，其結構材料應與所儲

存的之氧化物相容，並裝有通風

孔或其他洩壓裝置，以防止因分

解或火災而引起過高壓力。

12. 氧化物與易燃或可燃液體分開
存放時，容器之間的距離至少

應為 7.6公尺，且隔離物應以堤
壩、排水溝或地面坡度進行維

護，以防止易燃液體洩漏侵入隔

離物。

13. 第 2類氧化物存放在獨立且不受
保護的建築物內時，應允許通過

固體不可燃屏障或依適當水平

距離與普通可燃或不相容之材

料隔開。 
14. 牆壁應具建築法令要求之耐火等
級。可能與氧化物接觸之建築材

料應不可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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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第 1類及第 2類氧化物一般禁
止存放於地下室，但氧化物存

放於固定槽體時，則允許存放

地下室。

16. 液體氧化物貯存所以下的樓層
或地下室中使用的所有建築材

料均不得燃燒，且地板應為液

密，不可燃的結構。

17. 第 3類及第 4類氧化物僅能儲
存於地面上，第 4類氧化物與
其他建物分隔距離如表 3所示。

表3 第4類氧化物與其他建物分隔距離

第 4類氧化物重量（公斤） 距離（公尺）

4.5–45.4 23

45.4–227 30

227–454 38

454–1361 61

1361–2268 91

2268–4536 122

＜ 4536 依據主管機管規定

二、美國職業安全衛生署（OSHA）  
29 CFR 1910.109 (i) Storage of 
ammonium nitrate（硝酸銨儲存
要求）

此法規為OSHA 29 CFR 1910.109－
爆炸物及爆破劑之一部分，其適用儲存

量在 1,000磅以上之肥料級、炸藥級、
一氧化二氮級和技術級硝酸銨，及硝酸

銨重量百分比達 60％以上混合物之建築
物。建物應有適當通風、防火及防止硝

酸銨受侷限之設計，以避免火災、爆炸

及暴露於因燃燒或分解硝酸銨產生有毒

蒸氣之危害。

鑑於硝酸銨之腐蝕性和反應性，

應選用適當材質之包裝或容器儲存，

且與不同物品或建物有適當分隔距離，

並提供良好內務管理及適當防護措施，

以避免硝酸銨受汙染。其內容主要參

考 NFPA之要求訂定之。

三、美國環保署（EPA）EPA 550–
F–15–001 Chemical Advisory 
: Safe Storage, Handling, and 
Management of Solid Ammonium 
Nitrate Prills（固體硝酸銨的儲
存、處理和管理）

此規定內容主要係參考 OSHA 29 
CFR 1910.109（i）及 NFPA 400規定，
包含應避免之儲存或製程條件、建築

設計、儲存在袋、桶或其他容器中之

規定、散裝儲存及防火規定等。

四、英國安全衛生執行署（HSE）
INDG230–STORING AND 
HANDLING AMMONIUM 
NITRATE（儲存及處理硝酸銨）
本規定內容係針對硝酸銨及含氮

量在 28％以上之硝酸銨肥料。鑑於加
熱、汙染及嚴重侷限等因素之結合將

提高硝酸銨爆炸之風險，為避免發生

爆炸危害，相關儲存規定說明如下：

（一）  硝酸銨應儲存於單層、通風良好
及使用不可燃建材之建物。

（二）  應避免硝酸銨滲入通道、坑洞及
排水中。

（三）  避免硝酸銨過量堆疊，以降低爆
炸之風險。

（四）  遠離熱源，防止硝酸銨受熱分解。
（五）  禁止硝酸銨與其他不相容物質存

放在同一建物中。

（六）  硝酸銨之儲存容器及包裝須為不
易燃燒且相容之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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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提供良好安全管理，以確保硝
酸銨不受汙染及避免硝酸銨受

到侷限。

（八）  儲存區應提供充足水源，以避免
火災發生。

五、西澳省政府礦產及石油部

(Department of Mines and 
Petroleum, Western Australia）– 
CODE OF PRACTICE Safe storage 
of solid ammonium nitrate（固體硝
酸銨之安全儲存實務規範）

本內容包含倉儲設計、構造、倉

儲位置、儲存要求及動力轉換設備，

與 NFPA規定相似，並針對不同儲存
量之硝酸銨與不同建物之距離訂定最

小距離表，如表 4。

表4 硝酸銨倉儲建議之最小分隔距離

最大

堆棧中

儲存

數量

（公斤）

建議最小分隔距離

弱勢設

施和關

鍵基礎

設施

（公尺）

住宅

建築

（公尺）

商業

建築

（公尺）

工業

廠房

和工廠

（公尺）

10,001 300 240 140 110

15,000 350 280 160 120

20,000 410 330 180 130

30,000 440 350 200 150

40,000 480 380 220 170

50,000 520 410 240 180

75,000 590 470 280 210

100,000 650 520 300 230

125,000 700 560 330 240

150,000 740 600 350 260

175,000 780 630 370 270

200,000 820 660 380 290

250,000 880 710 410 310

300,000 940 750 440 330

350,000 990 790 460 350

400,000 1,030 825 480 360

450,000 1,070 860 500 380

500,000 1,110 890 520 390

肆、國內外法令差異研析及建議
經分析我國與美國、英國、澳洲

等國外先進國家對氧化性物質管理規

定，於儲運及處置工作場所之建築物

構造、建造材質、安全防護設備及安

全管理等面向大致相同，而相異之處

為國外先進國家將氧化性物質危害等

級納入分析考量，並據以管控建物內

儲存高度、垛之間之分隔距離及與其

他建築物之間隔距離；另鑑於硝酸銨

之用途、危害特性及過去曾發生過多

起事故造成重大傷亡，國外先進國家

對硝酸銨之儲存安全管理訂定專章，

以強化相關管理作為。

為強化氧化性物質於儲運及處置

相關管理作為，建議各部會可參考美

國 NFPA 400危害物質規範及其他國家
法規要求，訂定氧化性物質及有機過

氧化物之分類標準，加強儲存量、安

全距離及安全防護防措施之管理。另

各部會亦可將業管之化學品相關資訊

上傳至化學雲，據以掌握事業單位處

置及使用氧化性物質情形，並透過縱

向垂直整合及橫向機關辦理查核措施，

協助事業單位強化氧化性物質安全管

理，以防止發生火災、爆炸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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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uilding construction was posed the highest risk caused by occupational accid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From the literature reviews, most authors found that both the individual factors 
and safety, health management were the main cause of the accid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Thus,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characteristic factors related to occupational accidents to improve safety 
and health management at Taiwan building construction sites. In addition, it also deals with the 
safety issues (especially safety and health management) on Taiwan building constructions based on 
Taiwan's Council of Labor Affairs (Executive Yuan) database. Cramér’s V coefficient and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were used to analyse 1,326 accidents at building construction sites (2000-2015). 
This study found that temporary workers had the highest risk of accidents than did other workers. 
These workers always work in harsh environments and may not have steady work. Temporary 
workers are not provided with safety and health training and education; therefore, they are unaware 
of dangerous situations at construction sites, resulting in unsafe actions and failure to properly use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PPE). In addition,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SMEs) did not pay 
more attention to safety and health management, especially self-inspection, regulations, and safety 
training and education. Falls or tumbles were the most common cause of injury at structure and 
construction facilities. These study findings can help the administrators eliminate the fall or tumble 
accidents which are the common accident and give the effective safety measure to control the unsafe 
conditions in Taiwan building construction. Therefore, each enterprise should improve and enhance 
the safety implementation of their worksite, especially, training and education for front-line workers. 
Besides that, these results provide a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clearly characteristic factors related 
to the accidents and improving the safety strategies which are essential to prevent accidents from 
unfortunate sceneries. Furthermore, the Taiwan government should enact appropriate legislation 
to require all enterprises to improve safety and health management and to ensure that workers join 
safety programs as a job requirement. 

Keywords:  Construction industry, Major occupational accident, Cause-effect relationship,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S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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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1. Background

According to Bureau of Labor Insurance 
[1],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topped list in all 
industries with the highest accident rates including 
injury or sickness, death, disability while it 
contrasts to other industries in Taiwan, due to its 
unsafe working environment (Figure 1). Aksorn 
and Hadikusumo [2] and Khosravi et al. [3] found 
that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has the highest 
rate of accidents and fatalities when compared 
with other industries. In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e building engineering, as well as another civil 
engineering, are facing the hazardous and risks 
on their worksites where workers are prone to 
accidents. Working at height, working in confined 
spaces, closing to falling materials, working 
underground, noises, dust, fire, handling loads 
manually, using equipment, handling hazardous 
substances are risk-induced elements in the 
building construction activities. 

National Board of Labour Protection [4], in 
1980, Finnish building construction employees 
completed 188 million hours of work, and 
16,450 occupational accidents led to at least 3 
days’ absence from work. Alinaitwe et al. [5] 
analyzed 269 accident cases at Uganda building 
construction sites from 2001 to 2005. Ede (6) 
reported 178, 65, and 30 fatalities at building 
construction sites in Lagos, Abuja, and Port 
Harcourt, respectively, from 2000 to 2010. Cheng 
et al. [7] reported 1542 occupational accidents 
in the Taiwan construction industry and found 
that most (704, 46.54%) occurred at building 
construction sites. Niskanen and Saarasalmi [8] 
estimated that approximately 165 occupational 
accidents occurred on building construction sites 
in Finland from 1976 to 1979. Many studies [5; 
8; 9; 10; 11; 12] have noted severe accidents at 
building construction sites. These reports suggest 
that safety and health management at building 
construction sites should be discussed further.

Taiwan Labor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ct (OSH Act) [13] defines “an 
occupational accident as one that causes either (1) 
at least one death, or (2) more than three injuries, 
or (3) more than or equal to one injury involving 
hospitalization at the time it occurs”. Worldwide, 
building construction sites are known to pose 
higher risk from the viewpoint of occupational 
accidents [14]. In Hong Kong, various types 
of accidents are the leading cause of fatalities 
and injuries [15]. Bala et al. [16] reported that 
the Nigeria construction industry faces various 

health, 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In this unfortunate scenario, the occupational 
accidents or injuries on construction site can 
result in losing workers, and in some case, it leads 
to severe consequences, such as the high remains 
of worker injuries, losing the worker’s confidence 
among workforce, the decrease in work quality 
and productivity, destroyed equipment, fatalities, 
project falling behind schedule, ruin contractor’s 
reputation and competitiveness, work-related 
health costs and banning from tendering by 
government authorities [17]. So, it has been 
a big challenge to discuss and find the way 
how to reduce the occupational accidents in 
Taiwan building construction. This study used 
Taiwan’s Institute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IOSH) database to show that building 
construction sites (1326 accident cases) posed 
higher risks than other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sites (Figure 2).

Figure 1   Occupational accident rates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2010-2017
Source: Bureau of Labor Insurance, Institute of Lab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MOL, 2017. Retrieved: /www.mol.gov.tw/

Figure 2   Number of victims in different engineering areas in Taiwan, 
200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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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haracteristic factors related to occupational 
accidents

In recent year, many researchers have 
carr ied out  physical  precautions such as 
housekeeping, machine guarding, inspection and 
they believed that poor physical conditions cause 
accidents. In fact, human aspects still have fewer 
preventive work done. Besides, the human factors 
are the main cause of accidents, rather than unsafe 
condition [18; 19; 20], pointed the direction in 
construction safety research needs to change 
to determine the possible contributing factors 
affecting workers' actions. 

Through existent literature reviews on 
construction accidents, it revealed the contributory 
factors affecting accident causation are similar 
with other countries [2; 3; 5; 8; 10; 11; 12; 19; 
21; 22; 23; 24; 25; 26]. Beyond the existentially 
dangerous nature of construction activities, Table 
1 showed the cruci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occupational accidents, these factors include (1)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age, education, 
experience, occupation, attitude, drug abuse, etc.), 
(2) site conditions (namely, unsafe condition, 
weather, non-standardize equipment or materials, 
source of injury, time of day, day of week, etc.), (3) 
organization or management (such as enterprise 
size, project type, competency, safet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hazard notification, safety and health 
rules, anonymous inspection, etc.).
(1) Individual factors

In this study, individual factors were 
explained by the background of the workers 
who directly work in the construction site, such 
as workers’ age, workers’ daily salary, workers’ 
unsafe behavior, workers’ occupation. 

Akintobi [27] defined an unsafe action 
which any action undertook by a person with 
the influence of the safety of others around or 
his/her own safety. Several unsafe behavior/
actions have been explained by researchers 
including rarely or no use or improper use PPE, 
incautiousness, underestimation or negligence 
of workers, incorrect use of equipment or tools, 
improper lifting, handling, or moving heavy 
object, removing safety guards, drinking while 
working [2; 11; 18; 19; 20]. In addition to 
research of Akintobi [27], s/he listed some unsafe 
behavior and unsafe conditions included: working 
on electrical equipment without switching them 
off, improper use of equipment and tools, use of 
tools and equipment for other ways to perform 
differently from the guideline, etc. Moreover,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have a strong influence 

on unsafe behavior, so it needed to be input in the 
study of unsafe behavior [22; 28]. Besides that, 
the education or cognition is one of the individual 
factors which are crucial for the foundation of 
personal actions. Kolo [10] found that workers did 
not concentrate on their safety, due to low safety 
cognition. But in fact, the main factor contributing 
to the occupational accident was the failing 
use of PPE on Nigeria building construction 
site [11]. Unfortunately, not every procedure 
or unsafe actions/behavior on construction site 
causes accidents, it is; however, the supervisor is 
responsible overcome such unsafe actions before 
an accident occurs. So, Huang and Hinze [24] 
stated that workers’ unsafe actions caused by 
an error in estimating the danger. Additionally, 
Khosravi et al. [3] found that the attitude and 
motivation affect both the unsafe behavior and 
accidents occurrence on site. 

Therefore; the proper and effective safety 
training can greatly help workers enhance safe 
actions and awareness of safety [4]. Abdelhamid 
and Everett [19] said that workers who have 
proper safety knowledge of their work through 
training and education but still made the decision 
toward unsafe actions, will not be occurred the 
accident unless they change their attitude. Thus, 
the role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workers and 
supervisor also play an important to increase 
workers’ safety cognition and change their attitude 
at different construction sites. 
(2) Site conditions

In  this  research,  the  s i te  condi t ions 
were defined as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work 
performed by workers, for instance, source of 
injury, month of year, day of week, time of day. 

This source of injury was classified based 
on standard of 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 
Institute, Z. 16.2-1995, it included structure and 
construction facilities (e.g. formwork), substances 
or materials (e.g. steel, brick and pipe), power 
machinery (e.g. drilling machine, milling 
machine), loading and transport machinery, 
environment (e.g. sand, gravel and soil), goods, 
other equipment, others. Cheng et al. [7] found 
that fall or tumble accidents and collapse 
accidents were common when working related to 
source of injury such as structure and construction 
facilities. In addition, the month of the year was 
defined as the description of the month when the 
accident occurred. Liao and Perng [29], Huang 
and Hinze [24] indicated that summer was prone 
to accident. The day of the week was identified as 
the accident occurred in any day of a week. Liao 
and Perng [29], Arquillos et al. [30], Macedo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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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va [31] found that Monday was common day 
involved accident occurrence. Finally, the time of 
the day was determined such as the distribution 
of accident time during a day in Taiwan building 
construction. The most accident time were divided 
into two peaks during day, first peak was closed to 
lunchtime [24], another one was closed to leisure 
time [31]. Therefore, employers nee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improve the condition of environment 
when workers work at sites and provide waters to 
help workers reduce their stress, fatigue in harsh 
environment.
(3)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A. Organization

In this study, the organization was identified 
as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contractors and 
projects, including jurisdiction projects (private 
and public projects), enterprise size, structural 
projects (new building, repaired building, 
demolition, others) and contract amount. And 
organization is also critical factors in recognizing 
and explaining the safety to worker who directly 
works at construction site. 

Enterprise size was determined as follow: 
 -  Small Enterprises (less than 10 employees)
 -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SMEs) 
(10-29 employees)

 -  Medium Enterprises (30-99 employees)
 -  Big Enterprises (more than 100 employees)

Most of authors [18; 24; 32; 33] found 
that the small enterprise exposed to the highest 
risk when comparing with big enterprise, due 
to poor safety and health management, failure 
of compliance with safety regulations and laws. 
Cheng et al. [7] reported it essential to pay more 
attention the private projects constructed by small 
enterprise (less than 10 employees) with contract 
amount (less than 5 million NTD) to reduce 
fall accident in Taiwan building construction. 
Furthermore, Kolo [10] revealed that most the 
workers lack safety cognition in the building 
construction involved private project constructed 
by small enterprise, due to lack of safety training 
before working. Therefore, the effective of 
training and the care of government is also 
contributed to reducing the occupational accidents 
in Taiwan building construction.
B. Safety and health management

In present research, the safety and health 
management (SHM) were classified as the 
characteristic of implementation SHM of 
contractors, employers, including safety self-
inspection, safety training, and education, safety 
personnel, safety rules.

Various literature reviews of SHM in 
construction industry indicated that the main 
reason of high occupational accidents is both 
lacks of safety precaution or poor safety cognition 
of managers and workers [18; 32]. Tam et al. 
[32] described the contributory factors affecting 
safety performance in the following glossary: 

“lack of training”; “poor safety awareness of top 
management”; “reluctance to input resources 
into safety measures”; “poor safety awareness 
of project managers”; and (in general) “reckless 
operations”. So, the enhance of implementation 
of SHM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can reduce 
occupational accidents. It includes a provision 
of effective training and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PPE) for both managers and workers, 
inspection of work si tes before working, 
improvement of safety strategies, etc. Some 
researchers [11; 34; 35] found that (1) proactive 
safety planning, (2) better safety organization, 
(3) increased commitment to safety management, 
and (4) individual behaviors are all crucial to 
encourage contractors to establish and apply 
adequate and effective safety programs for their 
project.

Thus, many studies have tried to identify 
the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occupational accidents, 
such as worker’s age, worker’s occupation, 
contract amount, accident types, enterprise size, 
sources of injury, accident positions, safety and 
health management, and unsafe actions, accident 
time, weather, etc. [7; 10; 23; 24; 31; 33; 34; 
36; 37; 38], to improve safety management at 
building construction sites.

Summarily, the occupational accidents at 
construction sites mostly happen when lacking 
such as certified skilled workers; first aid 
measures; rigorous compliance with safety rules; 
and the safety commitment of the organization. 
Poorly educated workers, poor maintenance 
of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 and lack of safety 
awareness of workers are also an addition to 
accident occurrences. Besides, lack of PPE, lack 
of technical guideline, the shortcoming of safety 
supervisor and in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safety regulations lead worker to accident-prone. 
Therefore, government and contractor need to 
cooperate to reduce the occupational accident in 
construction site. On the other hand, employers 
should implement the safety regulations and 
provide the PPE and safety education for workers 
as the worked requirement before they work at 
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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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ummary of characteristic factors related to occupational accidents at building construction sites.

Name of journal paper Literature source

Factors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Site 
conditions Organization Safety and Health 

Management

The Impact of Adequate Safety Provision 
for Construction Site Personnel on 
Workers’ Productivity and Corporate 
Profit Margin

Akintobi, M.A. 1999 *

Factors affecting safety performance on 
construction sites

Sawacha, E., et al. 
1999 *

Perceptions of safety at work: A 
framework for linking safety climate 
to safety performance, knowledge, and 
motivation

Griffin, M.A.; Neal, 
A. 2000 *

Behavioral safety analysis: Precursor to 
corrective action Geller 2000 *

Identifying of Root Causes of 
Construction Accident

Abdelhamid and 
Everett, 2000 * * *

The Handbook of Health and Safety 
Practice 5th Ed. Stranks 2000 *

Construction safety in Kuwait: 
issues, procedures, problems, and 
recommendations

Kartam et al., 2000 * *

Analysis of Construction Worker Fall 
Accidents

Huang and Hinze, 
2003 * * *

Identifying elements of poor construction 
safety management in China Tam et al., 2004 * * * *

Analysis of occupational accidents in 
Portugal between 1992 and 2001

Macedo and Silva, 
2005 * *

The Unsafe Acts and the Decision-to-Err 
Factors of Thai Construction Workers

Aksorn and 
Hadikusumo, 2007 *

Perception of building construction 
workers towards safety, health, and 
environment

C.R. Che Hassan et 
al., 2007 *

Data mining for occupational injuries in 
the Taiwan construction industry

Liao and Perng, 
2008 * * *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of occupational 
accidents at small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Cheng et al., 2010b * * * *

Analysis of construction accidents in 
Spain 2003-2008 Arquilos et al., 2012 *

Factors Influencing Unsafe Behaviors 
and Accidents on Construction Sites: A 
Review

Khosravi et al. 2014 * * *

Safety Issues Involving Workers on 
Building Construction Sites in Nigeria: 
An Abuja Study

Daniel Ndakuta 
Kolo, 2015 * *

Accidents in Building Construction sites 
in Nigeria: a case of Enugu State

Orji Solomon E. et 
al., 2016a * * *

Note: * indicates that the study discusses the type of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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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tudy purpose
As shown in the different studie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in the worldwide, the accident 
causation model is seen as tool to eliminate the 
occupational accidents and improve the safety 
management in construction industry. When 
compared to civil engineering in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e building construction was the higher 
risk. Thus, this study will solve the safety issues 
of Taiwan building construction sites through 
finding out the root causes of occupational 
accidents, and the general objective is to build 
the accident causation model on Taiwan building 
construction. This study used statistical methods, 
namely Cramér’s V coefficient and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to identify characteristic 
factors related to accidents to improve safety 
management at building construction sites. 
Furthermore, safety managers need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se crucial factors to prevent 
and reduce occupational accidents at building 
construction sites.

Method and Materials
This study examined 1326 cases from 

Taiwan’s IOSH database of building occupational 
accidents from 2000 until 2015. The classification 
rules for accident type, sources of injury, and 
unsafe actions were based on standards specified 
by the 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 
(ANSI, Z.16.2-1995) [33; 39; 40].

First, descriptive statistics were obtained 
to provide an overview of the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of workers, enterprises and health, 
and safety management performance at the 
building construction site. Then, the chi-square 
test and Cramér’s V coefficient (Vc) were used 
to explain and identify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factors. Cramér’s V 
coefficient, developed by Harald Cramér in 1946, 
is a test of the strength of association between two 
variabl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nalytical 
response variable (Y) and the classificatory 
explanatory variable (X) was found using ANOVA 
analysis. Tukey’s honest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HSD) post hoc test was used to verif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the items in a factor and 
between two factors. STATISTICA 12 software, 
developed by StatSoft Company, was used to 
conduct all analyses. Figure 3 shows the flowchart 
of this study.

Result and Discussion
1.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of workers

Table 2 shows the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of workers, including age group, gender, and 
occupation. Men suffered almost all occupational 
accidents across four age groups: 35–44 years 
(28%), 45–54 years (27%), older than 55 years 
(20%), and 25–34 years (18%). In addition, the 
age group of 35–44 years showed the highest 
accident rates; this finding is consistent with that 
of the study of Cheng and Wu [38]. Macedo and 
Silva [31] found the most accidents occurred in 
the age group of 25–44 years, where the highest 
employment is observed. In the age group of 
45–64 years, workers were difficult to fire and 
were likely to quit; furthermore, they were semi-
qualified and experienced. Moreover, because 
most workers were in the age group of 25–64 
years, workers younger than 24 years and older 
than 55 years showed lower accident rates. 
Therefore, it is inappropriate to conclude that 
most accidents in the age group of 25-64 years 
were the highest rates.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risks of occupational accidents across worker’s 
different age groups in Taiwan construction sites 
indicated that older workers (>55 years old) 
showed the highest normalized rates of fatalities 
(Figure 4), followed by younger workers (<24 
years old). This is because workers younger 
than 24 years were semi-qualified or unqualified 
and were novices [31]. In addition, Wortham 
[41] found that the primary risk they take is 

Figure 3   Research flow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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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ply trying to grow up too quickly; because a 
teenager’s body is still developing, they may be 
more susceptible to some injury types compared 
with fully developed adults. Moreover, they also 
tend to change jobs more frequently and therefore 
do not often adapt to their work. However, most 
occupational accidents in workers younger than 
24 years decreased after 2006 (Figure 4) owing to 
better safety training and education for younger 
workers in recent times. Some authors [42; 36; 
43] have shown that older workers are more 
prone to occupational accidents owing to physical 
impairments,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 and 
awkward working postures. Finally, contractors 
nee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improve safety work 

at building construction sites for older workers. 
Additionally, older workers should be assigned 
lighter work rather than heavy work, which is 
considered a flexible work barrier. Furthermore, 
safety training and education should be associated 
with ergonomics programs for implementing 
engineered safety devices and better work 
procedures [43]. Additionally, temporary workers 
contributed the most to fatalities (17%) followed 
by form workers (13%), steel workers (9%), 
and masonry (8%). Goswami and Rana [44] 
and Picchio and van Ours [45] also found that 
temporary workers faced the highest risks at 
construction sites. This phenomenon is revealed 
more clearly from the ANOVA analysis.

Table 2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of workers, 2000–2015

Factors Items
Death 

(N = 1219) Injuries (N=107) Total 
(N=1326)

N % N % N %
Worker's age Younger than 24 years 56 5% 12 11% 68 5%

25-34 years old 211 17% 24 22% 235 18%
35-44 years old 334 27% 33 31% 367 28%
45-54 years old 325 27% 29 27% 354 27%
Older than 55 years 261 21% 4 4% 265 20%
Not recorded 32 3% 5 5% 37 3%
Total 1219 100% 107 100% 1326 100%

Worker's gender Female 21 2% 1 1% 22 2%
Male 1198 98% 106 99% 1304 98%
Total 1219 100% 107 100% 1326 100%

Worker's occupation Temporary worker 210 17% 10 9% 220 17%
Form worker 160 13% 14 13% 174 13%
Steel worker 107 9% 15 14% 122 9%
Masonry 102 8% 4 4% 106 8%
Foreman 72 6% 12 11% 84 6%
Others 568 47% 52 49% 620 47%
Total 1219 1 107 1 1326 1

(2) Statistics involving projects and enterprises
The descriptive analysis results listed in Table 

3 shows the number of occupational accidents at 
projects and enterprises from 2000 to 2015. Most 
common accidents clearly occurred at private 
projects (82%). The primary goal of private projects 
is to make a profit; therefore, they tend to ignore 
workers’ safety to maximize profits. In addition, they 
pay little or no attention to training workers in safety 
programs [10]. These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the 
Taiwan government needs to invest more to develop 
the building construction industry.

In the Taiwan construction industry, most 
projects had contract amounts of less than 5 billion 
NT$ (0.5–5 billion NT$, 25%; <5 million NT$, 
24%; 5–50 million NT$, approximately 19%). 
The low profit from construction contracts did not 
allow investments in safety issues. This resulted 
in neglect of or ignoring safety, health personnel 
assignment, training, supplying PPE, self-
inspection, or direction for safety rule compliance, 
leading to a high rate of occupational accidents.

With regard to enterprise size, most fatalities 
occurred in small enterprises (<10 employees; 
64%) and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S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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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9 employees, approximately 27%). This 
result is clarified from the ANOVA analysis. 
Overal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private projects, SMEs, and 
project contract amounts of less than 5 billion for 
occupational accidents.

3. Safety issues

(1) Causes of occupational accidents
Statistical results (Table 4) indicate that 

the most common occupational accident types 
are falls or tumbles (approximately 66%) and 
collapses (13%). This result agrees with that of a 
study conducted by Huang and Hinze [24] who 
revealed that falls were the leading accident type 
on construction sites. In addition, occupational 
accidents were mostly caused by improper 
activities (64%), such as sitting, standing, or 
climbing in unsafe positions and dangerous areas 
and improper assembly. The main sources of 
injuries were structure and construction facilities 
(72%). Figure 4 shows that the number of accidents 
corresponded to some locations at building 
construction sites. Falls or tumbles accounted for 
many accidents when working near an open edge 
or opening (250), scaffold (232), and roof (127). 
However, Huang and Hinze [24] found that falls 
from roofs were dominant. These results show the 

Figure 4   Normalization of fatality rates by worker’s age for Taiwan 
construction sites

importance of improving working condition and 
providing personal fall arrest systems (PFAS) when 
working near an open edge or opening, scaffold, 
and roof.

The improper use of PPE was the second 
most important cause of occupational accidents 
(approximately 17%). Orji et al [11] also indicated 
that the improper use of PPE caused high accident 
at Nigeria building construction. This is because 
workers disliked wearing PPE [26] or found it 
inconvenient and uncomfortable; furthermore, 
they also lacked awareness of using safety belts. 
Additionally, the risk of not using safety belts was 

Table 3   General information about enterprises and projects, 2000–2015

Factors Items
Death 

(N = 1219)
Injuries  
(N=107)

Total 
(N=1326)

N % N % N %
Project jurisdiction Private projects 1004 82% 86 80% 1090 82%

Public projects 214 18% 21 20% 235 18%
Not record 1 0% 0% 1 0%
Total 1219 100% 107 100% 1326 100%

Enterprise size Under 10 workers 801 66% 48 45% 849 64%
10–29 workers 312 26% 40 37% 352 27%
30–99 workers 78 6% 7 7% 85 6%
100–299 workers 18 1% 12 11% 30 2%
Over 300 workers 10 1% 0 0% 10 1%
Total 1219 100% 107 100% 1326 100%

Contract amount less 5 million NT$ 294 24% 23 21% 317 24%
5-50 million NT$ 243 20% 14 13% 257 19%
0.5-5 billion NT$ 296 24% 38 36% 334 25%
5-10 billion NT$ 76 6% 1 1% 77 6%
Over 10 billion NT$ 175 14% 11 10% 186 14%
Not record 135 11% 20 19% 155 12%
Total 1219 100% 107 100% 1326 100%

Note: 1 US dollar = 30.55 TW dollar (On July 5th,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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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estimated by managers such as foremen, 
safety officers, and supervisors [46]. Consequently, 
the training provided to workers or managers 
at building construction sites must cover how 
to use PPE and focus more on safety problems 
(especially those related to improper PPE use) on 
site. Moreover, PPE design needs to be improved 
to improve workers’ comfort.

Table 4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occupational accidents related to factors, 2000–2015

Factors Items
Death  

(N = 1219)
Injuries  
(N=107)

Total  
(N=1326)

N % N % N %

Accident types Falls/tumbles 855 70% 25 23% 880 66%

Collapse 118 10% 52 49% 170 13%

Electric shock 82 7% 1 1% 83 6%

Falling object 78 6% 15 14% 93 7%

Others 86 7% 14 13% 100 8%

Total 1219 100% 107 100% 1326 100%

Accident positions Scaffold 257 21% 26 24% 283 21%

Near open edge or opening 251 21% 6 6% 257 19%

On the ground 136 11% 15 14% 151 11%

Roof 131 11% 5 5% 136 10%

Others 444 36% 55 51% 499 38%

Total 1219 100% 107 412% 1326 469%

Unsafe acts Improper of behavior 
activities 781 64% 68 64% 849 64%

Improper use of PPE 216 18% 7 7% 223 17%

Improper operation of the 
facility 120 10% 25 23% 145 11%

Improper coordination 
behavior 101 8% 7 7% 108 8%

Total 1218 100% 107 100% 1325 100%

Source of injuries Structure and construction 
facilities 898 74% 63 59% 961 72%

Else equipment 101 8% 0 0% 101 8%

Loading and transport 
machinery 71 6% 20 19% 91 7%

Substances or materials 96 8% 19 18% 115 8%

Others 53 4% 5 5% 58 4%

Total 1219 100% 107 100% 1326 100%

A.   A comparison of accidents in different 
weather

Taiwan has a tropical climate with rainy 
and hot summers, and mild winters. Because 
the summer monsoon blows to this country, it 
is very rainy from May to September. In other 
seasons, rainfall depends on slope and altitude 
exposure. Beside that winter is the least rai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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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comparing with other seasons in a year. 
In addition, in the north of Taiwan, the annual 
average temperature is approximately 22℃ . July 
is the warmest monthly, the temperature is about 
27℃  and February is the coldest month where 
the lowest natural temperature is at nearly 15℃. 

Figure 5 illustrated that occupational 
accidents occurred during month of the year. 
Each month has different weather conditions 
which affect the number of occupational accident 
occurrence in the worksite.

Considering the influence of seasonal 
variation on the accident occurrences, most 
accident occurrences reached a peak in the 
summer (especially July, 12%). Beside that 
Taiwan frequently has shower rain on summer 
afternoons, so workers are prone to accidents 
while working under harsh environment. The 
number of accident occurrences in February and 
April are about half those of July (6%). Within the 
third quarter of the year (from June to October), 
the number of occupational accidents is quite 
high because of uncomfortable and improperly 
weather condition. Liao and Perng [29] indicated 
that summer in Taiwan was too hot and worksites 
were moist with rain due to shower rain in the 
afternoon. It was prone to the electrocution which 
caused by worker perspiration or wet workplaces. 
Huang and Hinze [24] also found that the higher 
accident rates occurred in summer than winter. 
However, it is too hard to conclude that summer 
season is more dangerous than other seasons, 
because it is changing over different year. So, both 
taking precautions and keeping updated daily, 
weekly, monthly weather reports are essential to 
ensure safe workplaces, due to uncontrollable and 
unpredictable weather condition. 

Figure 5   A comparison of accidents during 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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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A comparison of accidents during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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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comparison of accidents in different 
accident time

Figure 6 il lustrated the occupational 
accidents according to the time of the day which 
they occurred. The time between 10-12 o’clock 
(26%) when the most accidents occurred in 
Taiwan building construction, due to closing to 
lunch time when workers are hungry. It is the 
main reason why worker is fatigue, dizziness, 
and weakness in this period of times. Huang and 
Hinze [24] also found that the higher accident 
rates occurred between 10-11 o’clock in the 
morning. The second highest time accident of the 
day was between 15-17 o’clock (24%). Macedo 
and Silva [31] pointed out that the hour period 
with higher incidence was 12-16 o’ clock. It can 
assume that workers have almost completed their 
work time at the worksite, and they want to finish 
their tasks before leisure time. Thus, they work 
more quickly than in the normal time and ignore 
the safety. Another hypothesis is that workers 
try to improve their performance, and they are 
gradually tired of working for a long time. 
(2) Health and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s

The implementation rate of health and 
safety management was 14%–52%, indicating 
that employers did not adequately focus on this 
issue (Table 5). The rates for self-inspection, 
safety and health rules, safety training, and safety 
and health personnel were 14%, 18%, 23%, 
and 35%, respectively. Owing to workers’ poor 
educational backgrounds and employers’ lack 
of safety training, workers were not aware of 
incidents, unsafe conditions, hazards, and “near 
misses” at their worksites [33; 47]. Generally, 
Taiwan’s construction industry showed a 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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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health and safety management at Taiwan building construction sites, 2000–2015

Factors Items

Death 
(N = 1219) Injuries (N=107) Total 

(N=1326)

N % N % N %

Safety and health 
personnel Not assigned 759 62% 69 64% 828 62%

Assigned 425 35% 37 35% 462 35%

Not record 35 3% 1 1% 36 3%

Total 1219 100% 107 100% 1326 100%

Safet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Not implemented 921 76% 66 62% 987 74%

Implemented 263 22% 40 37% 303 23%

Not record 35 3% 1 1% 36 3%

Total 1219 100% 107 100% 1326 100%

Safety and health 
rules Not determined 966 79% 84 79% 1050 79%

Determined 218 18% 22 21% 240 18%

Not record 35 3% 1 1% 36 3%

Total 1219 100% 107 100% 1326 100%

Self-inspection Not implemented 1016 83% 82 77% 1098 83%

Implemented 168 14% 24 22% 192 14%

Not record 35 3% 1 1% 36 3%

Total 1219 100% 107 100% 1326 100%

Table 6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occupational accidents 

Factors Enterprise 
size

Accident 
positions

Worker's 
occupation

Accident 
type

Contract 
Amount

Source of 
injury Unsafe acts

Enterprise size 1.000

Accident positions 0.188*** 1.000

Worker's occupation 0.127*** 0.225*** 1.000

Accident type 0.165*** 0.311*** 0.156*** 1.000

Contract amount 0.208*** 0.199*** 0.148*** 0.147*** 1.000

Source of injury 0.227*** 0.375*** 0.167*** 0.463*** 0.113*** 1.000

Unsafe acts 0.095*** 0.220*** 0.150*** 0.245*** 0.071 0.221*** 1.000

Note: * Indicate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value < 0.05; ** p-value < 0.01; *** p-value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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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adequate and satisfactory implementation of 
health and safety management. In these results of 
safety and health management, Taiwan building 
constructions were facing the problems including 
(1) none assigned safety and health personnel, 
due to most of workers are temporary workers; 
(2) lack of safety training and education, due to 
employers’ ignorance and lack of budget; (3) 
none determined safety rules which are set by 
government regulation; (4) none implemented 
safety self-inspection to reduce unsafe condition 
or harsh environment in their worksite. Besides 
that,  most enterprises in Taiwan building 
construction are small or SMEs enterprises who 
lack safety and health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or budget, or progress. This clearly suggests that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employers should make 
substantial efforts to intervene and improve safety 
performance at building construction sites.
4. Correlation and ANOVA

(1)Factors causing occupational accidents 
determined using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alysis

From the literature review, seven factors 
including (1) enterprise size, (2) accident positions, 
(3) worker’s occupation, (4) accident type, (5) 
contract amount, (6) source of injury, (7) unsafe 
acts were chosen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alysis (Table 6). Further analysis 
will focus on factors that showed high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Cramér ’s V rank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showed high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with p < 0.001 between accident types (Y) and 
other factors (Xi), including enterprise size (Vc = 
0.165), accident locations (Vc = 0.311), worker’s 
occupation (Vc = 0.156), contract amount (Vc = 
0.147), source of injury (Vc = 0.463), and unsafe 
actions (Vc = 0.245). These results were similar 
with the studies of Cheng et al. (2012) and Cheng 
et al. (2013). In addition, this table also showed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p < 0.001 between 
source of injury and other factors, including 
enterprise size (Vc = 0.227), accident locations 
(Vc = 0.375), worker’s occupation (Vc = 0.167), 
accident type (Vc = 0.463), contract amount (Vc = 
0.113), and unsafe actions (Vc = 0.221).
(2) ANOVA of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occupational accidents
Based on the obtained results shown in 

Table 6, ANOVA was used to identify the crucial 

factors responsible for occupational accidents 
at building construction sites. The result was 
also verified by the Tukey HSD post hoc test. 
The temporary workers were mostly related 
to occupational accidents at construction sites 
with mean value = 13.75 (p  < 0.001) (Table 
7) because they are often new, are given more 
hazardous work, receive less safety training 
and education, work in harsh environments and 
unsafe conditions, have heavy physical loads, and 
frequently lack PPE or safety protections [33; 
48; 49; 50, 45]. In addition, temporary workers 
may suffer from lower morale and higher stress 
levels than permanent workers, and they may not 
report hazardous situations on the job. They may 
also not recognize hazards owing to their lack of 
experience, training, and education. Alternatively, 
they might be reluctant to report hazards because 
they feel their positions are unsafe. In fact, they 
may also lack benefits (such as health insurance) 
and access to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s [51]. 
Koene and van Riemsdijk [52] found that the 
positive attitudes and temporary workers behavior 
were dependent on organizations’ recognition of 
their specific needs as they cannot expect secure 
employment although it is an important need 
for them [53]. Consequently, temporary workers 
face higher risks in many countries [33; 44; 45]; 
therefore, improving safety awareness at building 
construction sites for temporary workers needs 
more attention. Additionally, contractors should 
provide safety training and education for workers 
(especially for novice and inexperienced workers) 
as well as appropriate PPE.

Among accident types, falls or tumbles 
were the most common (M = 55.063, p < 0.001), 
followed by collapses (M = 10.625, p < 0.001). 
Dong and Wang [54] noted that falls from a 
height were the most common accident type at 
construction sites. Falls or tumbles were caused 
by workers’ fatigue or exhaustion, unsafe acts 
and attitude, lack of awareness of using safety 
harnesses, lack of experience and fall prevention 
knowledge, unsafe process or job methods or 
improper procedure, employer’s negligence, 
and manager’s underestimation [55; 56; 57; 46]. 
Alinaitwe et al. [5] mentioned that many falls 
are caused by nonstandard and poor scaffolds 
with no guardrails and toe boards. Furthermore, 
many scaffolds rest on soil without sleepers or 
base plates for the adequate distribution of loads 
[58]. Chang et al. [59] found that farm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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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out experience of working on scaffolds had a 
higher risk when walking on unfamiliar wooden 
boards of different widths and thicknesses. In 
fact, mentors may underestimate their role in 
providing supervision and training to novices 
[57]. Consequently,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prevention of fall-related injuries requires 
much more attention. The use of fall protection 
equipment (safety net systems, PFAS, safety 
harnesses, guardrails, safety lines, etc.) is 
important for protecting workers against falls. 
Moreover, contractors should provide safety 
training and education, adequate and appropriate 
PFASs, and more attention to risk assessment [21; 
60]. Contractors should als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emporary workers and farm workers when they 
work near open edges and openings, roofs, and 
scaffolds.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source of injury 
was commonly structure and construction 
facilities (M = 60.125, p < 0.001). These results 
are in agreement with those reported by Cheng 
et al.  [7], Cheng and Wu [38]. Moreover, 
many occupational accidents occurred in small 
enterprises and SMEs (<10 employees, M = 
53.125, p < 0.001 and 10-29 employees, M = 
22.000, p < 0.001). These results showed that 
most building construction sites are run by small 
enterprises and SMEs that pay less attention to 
safety. Unlike large enterprises, small enterprises 
and SMEs enjoy limited profits from construction 
contracts; therefore, they do not invest adequately 
in safety issues and are always under pressure 
to reduce the cost of safety. In addition, small 
enterprises employ temporary workers because 
they are not assured of continuous work; 
therefore, it is unnecessary to invest money for 
their training and equipment [34]. These factors 
result in the use of poor, outdated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lack of appropriate and adequate PPE; 
negligence of safety training; and self-inspection 
or direction for safety rules; therefore, work is 
performed in unsafe conditions (e.g., inadequate 
working place, poor lighting, poor housekeeping, 
and high levels of noise) and occupational 
accidents occur [61]. These analysis results 
suggest that small enterprises and SMEs should 
improve and inspect their equipment and facilities 
at building construction sites. In addition, they 
should enhance safety training and provide the 
standard PPE to worker in their work sites. 

Petersen [62] showed that unsafe actions or 
conditions lead to accidents. Heinrich [63] found 

that 88% of accidents were caused by workers’ 
unsafe actions. This study also found that unsafe 
actions such as improper behaviors and activities 
were one of the main cause of accidents (mean 
value = 53.125, p < 0.001). Heinrich [63] also 
identified carelessness or individual errors as 
one unsafe action or condition. Berek et al. [25] 
found that one of the factors affecting workers’ 
behaviors is the knowledge or understanding of 
perceived benefits and safety attitudes. These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individual actions. 
In addition, workers’ unsafe actions are often 
caused by two factors: not recognizing an action 
as being unsafe and being aware of unsafe actions 
but deliberately paying less attention to safety. 
Especially, inexperienced workers are prone to 
accidents because they engage in unsafe actions. 
Therefore, proper safety training can help workers 
become aware of unsafe actions, and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between supervisors and workers 
can gradually increase workers’ knowledge and 
thus change their attitudes at the work site.

The analysis results in Table 8 revealed 
three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pairs of variables: 
unsafe actions and enterprise size (F = 20.3994; 
p < 0.001), accident type and enterprise size (F 
= 33.8523; p  < 0.001), and accident type and 
source of injury (F = 89.2530; p < 0.001). Falls or 
tumbles were the most common cause of injury at 
structure and construction facilities (mean value 
= 48.750, p < 0.001). Falls or tumbles were also 
seen most commonly in small enterprises with 
less than 10 workers (mean value = 35.000, p < 
0.001) and SMEs with 10–29 employees (mean 
value = 15.313, p < 0.001).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small enterprises lack 
PPE and adequate safety and health management 
when working at heights. Contractors ignore 
safety issues (such as safety and health training, 
safety protection, safety equipment usage, and 
self-inspection) owing to the lack of manpower, 
budget, and functional capabilities. Moreover, 
most occupational accidents in small enterprises 
(<10 employees) were caused by unsafe personal 
actions (mean value = 34.750, p < 0.001) and 
in medium enterprises (30–99 employees), by 
improper use of PPE (mean value = 5.625, p 
< 0.001). These analysis results suggest that 
small enterprises (<10 employees) and medium 
enterprises (30–99 employees) should improve 
and implement safety and health training and self-
inspection to ensure that all workers are a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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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le 7   One-way ANOVA of factors influencing occupational accidents 

Cell no. Item Mean value
Cell no.

{1} {2} {3} {4}

Worker's occupation (F-test = 6.567, p-value <0.001)

{1} Temporary worker 13.750 0.016* 0.003** 0.000***

{2} Steelworker 7.625 0.016* 0.985 0.723

{3} Masonry 6.625 0.003** 0.985 0.951

{4} Foreman 5.250 0.000*** 0.723 0.951

Accident type (F-test = 83.450, p-value < 0.001)

{1} Falls/tumbles 55.063 0.000*** 0.000*** 0.000***

{2} Collapse 10.625 0.000*** 0.522 0.279

{3} Electric shock 5.188 0.000*** 0.522 0.998

{4} Falling object 3.875 0.000*** 0.279 0.998

Enterprise size (F-test = 67.209, p-value < 0.001)

{1} Under 10 employees 53.125 0.000*** 0.000*** 0.000***

{2} 10-29 employees 22.000 0.000*** 0.000*** 0.000***

{3} 30-99 employees 5.313 0.000*** 0.000*** 0.896

{4} 100-299 employees 1.875 0.000*** 0.000*** 0.896

Unsafe acts (F-test = 30.932, p-value < 0.001)

{1} Improper behavior activities 53.125 0.000*** 0.000*** 0.000***

{2} Improper use of PPE 14.000 0.000*** 0.804 0.562

{3} Improper operation of the facility 9.000 0.000*** 0.804 0.977

{4} Improper coordination behavior 6.750 0.000*** 0.562 0.977  

Source of injury (F-test =91.66, p-value < 0.001)

{1} Structure and construction facilities 60.125 0.000*** 0.000*** 0.000***

{2} Else equipment 6.375 0.000*** 0.998 0.992

{3} Loading and transport machinery 5.688 0.000*** 0.998 1.000

{4} Substances or materials 5.250 0.000*** 0.992 1.000  

Note: * Indicate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value < 0.05; ** p-value < 0.01; *** p-value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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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ir unsafe acts and correctly use PPE. These 
procedures can prevent incidents such as falls or 
tumbles.

4. Conclusion and Recommendation
Building safety has always been a social 

concern, and higher accident rates also tend 
to highlight the dilemma of building safety 
management in Taiwan. This study collected 1326 
cases (2000-2015) of major accident database 

Table 8   Two-way ANOVA of factors influencing occupational accidents 

Cell 
no

Unsafe acts Enterprise size Mean {1} {2} {3} {4}

{1} Improper behavior activities Under 10 
employees

34.750 0.000*** 0.000*** 0.000***

{2} Improper behavior activities 10–29 employees 13.563 0.000*** 0.873 0.000***

{3} Improper use of PPE Under 10 
employees

9.625 0.000*** 0.873 0.000***

{4} Improper use of PPE 30–99 employees 5.625 0.000*** 0.000*** 0.000***

Enterprise size Accident type Mean {1} {2} {3} {4}

{1} Under 10 employees Falls/tumbles 35.000 0.000*** 0.000*** 0.000***

{2} 10–29 employees Falls/tumbles 15.313 0.000*** 0.001** 0.000***

{3} Under 10 employees Collapse 6.688 0.000*** 0.001** 0.808

{4} 30–99 employees Falls/tumbles 3.250 0.000*** 0.000*** 0.808  

Source of injury Accident type Mean {1} {2} {3} {4}

{1} Structure and construction 
facilities

Falls/tumbles 48.750 0.000*** 0.000*** 0.000***

{2} Structure and construction 
facilities

Collapse 7.750 0.000*** 0.167 0.061

{3} Else equipment Falls/tumbles 2.625 0.000*** 0.167 1.000

{4} Loading and transport 
machinery

Falls/tumbles 2.000 0.000*** 0.061 1.000  

Note: * Indicate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value < 0.05; ** p-value < 0.01; *** p-value < 0.001

for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alling 
of occupational accident rate is very serious. 
In addition, the failure of SMEs to implement 
safety management is also a serious problem 
too. Moreover, the lack of safety awareness 
and training of temporary worker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factor causing higher accident rate. 

In terms of active protection, we suggested 
to strengthen the safety protection inspection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 in 
construction sites, and to assist and coach 
SMEs in promoting and implementing on-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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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ty management. Also, in terms of passive 
protection, combined with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occupational accident occurrence cycle and 
time period, strengthen the implementation of 
site inspection, and combined with CCTV and 
broadcast systems are used to assist in monitoring 
high-risk areas to monitor the worker unsafe acts. 
The last, promoting a workplace safety culture, 
it can only be promoted with high-level support 
and the recognition and support by the front-line 
works. So, through appropriate communication, 
contact,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he importance 
of on-site risk identification for all workers. To 
increase works awareness at building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ytime. That will effectivel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occupational haz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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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建築工程職業災害事故
成因分析

鄭慶武 1、劉光威 1、林楨中 2、阮氏皇宴 1

1明志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2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摘要
營造業重大職業災害案例中以建築工程所佔比例最高。從文獻中許多學者也

指出，因個人行為缺失及安衛管理問題為造成職災的主要原因。為此，為進一步了

解建築工程職災發生的成因關係，本研究整理 2000–2015年建築工程重大職災報告
（N＝ 1,326），進行敘述性統計分析外，及變異數分析方法（ANOVA），以了解主
要職災要因及其關鍵危害對象與發生條件等。研究結果發現，臨時工職災比例甚

高，主要原因與其工作變動性大，欠缺安全知識與良好教育訓練有關。此外，對中

小企業（SMEs）於承攬工程期間因安衛管理能力不足，至使勞工於其所承攬之作
業時，因不安全的環境未有防護，及未提供勞工個人安全防護具，而發生墜落危害

最為普遍。因此，加強中小企業承攬商的安衛管理項目的檢核，落實第一線作業勞

工教育訓練，及個人安全防護具的正確使用等，為減少國內建築工程職災發生的重

要工作。

關鍵詞：營造業、重大職業災害、成因關係、中小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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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化風險資訊在營造工程
施工安全 BIM應用的探討

鄒子廉 1、羅紫萍 2、李文進 1、張志銘 1、張建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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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建築資訊模型（BIM）由於其豐富的三維模擬與資訊承載能力，改變了施工

安全管理等營造工程許多領域的工作模式，也成為了一項重要的營造工程職安衛

科技。因此，研究營造工程施工安全 BIM應用的務實可行方法，將有助於營造
工程職安衛管理能力的提升。為此，本研究首先探討各國推動營造工程施工安全

BIM應用的做法，並歸納出營造工程施工安全 BIM應用朝向「場景模擬→安衛元
件庫→結構化風險資訊」的趨勢發展，回歸到風險資訊的傳遞與共享。因此，本

研究根據國際發展趨勢、國內制度指引、工程習慣與職災案例報告等，建立一套

將結構化風險資訊應用在營造工程施工安全的務實可行方法，包括使用 BIM來定
義結構化風險資訊、呈現風險資訊以及產出風險資訊清單等步驟，讓風險資訊經

由BIM有效傳遞至工程相關參與者進行協作使用。本研究同時以管道間開口墜落、
電梯直井墜落、吊料作業墜落等風險進行案例驗證，結果顯示本研究所提的方法

可有效描述風險資訊，並能呈現風險控制措施前後差異，有利於風險資訊的共享

與使用。使用結構化風險資訊方法可有助於工程規劃施工風險評估、工程變更施

工風險評估、復工申請、危害告知、組織知識累積等工作，提高風險評估與風險

管理能力。

關鍵詞： 建築資訊模型、施工安全、營造工程、結構化風險資訊、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職安衛管理）

結構化風險資訊在營造工程施工安全 BIM應用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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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言
營造工程特性在於專案性質，每

個工程專案的地點、環境、作業項目

與人員組成都會有所差異，營造工程

職安衛管理相較於其他產業有其複雜

性。此外，隨著近年來基礎建設與台

商回流的帶動，全台建設遍地開花之

際，對於營造工程各類型工班的需求

孔急，工班流動的加速對於營造工程職

安衛管理帶來更大的挑戰。除了政策

制度與管理系統的持續推動之外，新

興科技（emerging technologies）的應
用也是促進營造工程職安衛管理的有

效方法。其中，建築資訊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BIM） 就 是 有
助於營造工程職安衛管理的一項重要 
科技。

BIM的發展源由於 1970年代，由
喬治亞理工大學的 Charles M. Eastman
教授提出概念，並在其著作「BIM 
Handbook」中介紹業主、建築師、工
程師、營造工程、設施管理者等角色

如何使用 BIM[1]。由於 BIM能夠提供
豐富的幾何圖形與非幾何數據，讓使

用者可彈性與靈活地進行管理，BIM
在設計方案的環境最佳化、日照與能

源分析、排程模擬、衝突檢討、漫遊

分析等應用都得到良好的成效。國內

許多公部門，例如臺北市政府、新北

市政府、桃園市政府、台中市政府、

經濟部水利署、交通部公路總局、交

通部高速公路局等，也曾在工程契約

中納入 BIM要求。
BIM的發展改變了營造工程許多

領域的工作模式，也包括施工安全管

理。芬蘭在 2012年提出「一般 BIM
要求（Common BIM Requirements）」，

開啟了營造工程施工安全 BIM應用的
要求。隨後，美國、英國與葡萄牙等

國家也都紛紛提出規範或標準來推動

營造工程施工安全 BIM應用，而應用
的重點也從場景模擬到安全設施元件

提供，再到結構化風險資訊。營造工

程施工安全 BIM應用不僅有助於工程
規劃階段或工程變更的風險評估，記

錄結構化風險資訊的 BIM模型更有助
於風險資訊的協作共享與使用，更可

成為組織累積的知識。

為進一步說明營造工程施工安全

BIM應用的演進，本研究將針對各國
的推行模式進行說明與探討，以歸納

出應用的趨勢。同時，本研究也根據

國內相關規定與工程習慣，針對營造

工程施工安全 BIM應用提出一個務實
可用的方法。

各國推動營造工程 
施工安全 BIM應用的作法
目前國際上推動營造工程施工安

全 BIM應用的主要國家包括芬蘭、美
國、英國、葡萄牙等，以下就各國推

動情況進行說明：

1.芬蘭
芬蘭在 2012年頒佈「一般 BIM要

求（Common BIM Requirements）」， 是
全球第一個將施工安全 BIM應用寫入
規範文件的國家，內容主要在該規範中

的 4.5節：在 BIM的協助下確保施工階
段安全（Ensuring Safety at Construction 
Phase with help of BIM）（圖 1）。

在該章節中提到承包商可以在

業主同意的建模精度與範圍下，經由

BIM模型的協助下呈現危害防止的解
決方案。該標準認為可從三個層面應

用 BIM來改進施工安全：（1）通過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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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規劃與模擬施工作業，以及將在現

場過程不同階段的必要安全預防措施

與設備（圖 2）；（2）確保結構能被安
全地建造，且必要的安全設備連結件

能在結構中正確地安裝；（3）所規劃
的安全方案可以適當地可視化。

2.美國
美國紐約建設局（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Buildings）在 2013年
發佈了「工地安全建築資訊模型指

導綱要與標準（ Site Safety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Guidelines and 

圖 1 芬蘭一般 BIM要求 [2]

圖 2 施工安全作業場景模擬 [2]

Standards）」，說明了提交施工安全
BIM模型的要求、過程與程序。該
標準對於安全設施的參數與發展程度

（Level of Development，LOD）都有建
議，同時在紐約建設局的網頁上也提

供元件庫使用（圖3）。

圖 3 美國紐約建設局工地安全建築資訊模型指導綱要與標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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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該 標 準 中 針 對 車 輛 載 具

（vehicles）、運輸工具（conveyance）、
安 全 護 欄（safety barriers）、 場 地 元
素（site elements）、街道與人行道資
訊（street and sidewalk information） 等

元件提出了安全相關參數的記錄要求。

以吊車（cranes）為例，要求記錄類
型（type）、 製 造 商（manufacturer）、
許可號碼（permit number）、許可連
結（link to permit）、 規 範 連 結（link 
to specifications）、迴轉半徑（radius of 
swing）等。

值得注意的是，該標準認為相

較於一個貼近真實的複雜模型（如圖

4（b）），一個具有正確資訊的簡單模
型（圖 4（a））更能發揮作用。因此，
該標準重視 BIM模型記載資訊的正確
性，而不是其模擬效果。

3.英國
英國標準協會（ British Standards 

Insti tution）在 2018 年發佈了 PAS 

1192-6: 2018 標準「 使用BIM結構
化安衛資訊的協作分享與使用規範

（ Specification for collaborative sharing 
and use of structured Health and Safety 
information using BIM）」。該標準將結
構化安衛資訊記錄在BIM模型，並經
由風險管理循環與業主、設計者、承

包商、最終使用者等參與者協作分享

與使用（圖5）。
該標準通過將結構化安衛風

險資訊記錄在 BIM 模型中的元件
（component）或工作面（space）的方

圖 4 美國紐約建設局工地安全建築資訊模型要求 [3]

(a) 具有正確資訊的模型   (b) 貼近真實的模型

圖 5 英國 PAS 1192-6: 2018標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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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結構化安衛風險資訊 [4]

圖 7 風險管理循環 [4]

結構化風險資訊在營造工程施工安全 BIM應用的探討

式（圖 6），再經由風險管理循環分享
給各參與者使用。該標準整合了建築

資訊模型、結構化安衛風險資訊、風

險管理循環、參與者協作分享與使用

等要素，為營造工程施工安全 BIM應
用提供了一個具體的方向（圖 7）。
4.葡萄牙

葡萄牙目前也積極在推動營造工

程施工安全 BIM應用 [5]，主要將參考
PAS 1192-6: 2018標準的架構以及芬蘭
與美國的規範標準，結合葡萄牙的法

規與習慣來研擬應用標準。其中主要

的差異在於葡萄牙將安衛協調員（H&S 
Coordinator）列入施工安全 BIM應用
的主要參與者（圖 8）。

營造工程施工安全 
BIM應用的實務方法

1.基本概念
從各國制訂的標準規範來看，營

造工程施工安全 BIM應用朝著「場景
模擬→安衛元件→結構化風險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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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趨勢發展。因此，在 BIM模型中記
錄結構化風險資訊，並經由風險管理

循環讓工程各參與者能夠協作分享與

使用是必然的方向。

因此，在營造工程施工安全 BIM
應用方面，透過風險評估在危害源的

元件或空間（工作面）上記錄結構化

風險資訊，包括控制前後的風險變

化。同時，也經由添加安衛元件或

管理措施的描述來說明風險控制的 
作法，再經由風險控制前後階段的切

換來探討風險處置措施的有效性 [6] 
（圖 9）。當這些結構化風險資訊經由
BIM來呈現，就可以隨著風險管理循
環跟各參與者協作分享與使用。

因此，本研究根據國際發展趨勢、

國內制度指引、工程習慣與職災案例

報告等，建立一套將結構化風險資訊應

用在營造工程施工安全的務實可行方

法，包括使用 BIM來定義結構化風險
資訊、呈現風險資訊以及產出風險資

訊清單等步驟，讓風險資訊經由 BIM
有效傳遞至工程相關參與者進行協作 
使用。

2.營造工程施工 BIM應用的實施步驟
(1)  定義結構化風險資訊

風險資訊來自於風險評估小組，

風險評估的實施方法可參照「營造

工程施工風險評估技術指引」，而結

構化風險資訊的第一步就是定義描

述風險所需要的欄位（風險要項）。

表 1從營造工程施工風險評估指引
中歸納出 17個風險要項，其中英文
簡稱有利於未來資料庫從 BIM模型
中抓取一致的名稱與其數值。在格

式的部分，除了使用文字（text）描
述之外，部分風險要項也可使用 
網址（url）或檔案（file）形式附加，
例如工程控制、管理控制、個人防護

具可連結內外部網頁、職安衛管理系

統的文件編號，或附加相關文件檔案

以更好地描述風險資訊。為了讓 BIM
模型能表達時間資訊，除了原有的風

險評估內容之外，本研究新增「4D排
程」欄位，便於將時間資訊以文字、

檔案或連結的方式表達。除了表 1所
述的風險要項之外，組織也可考慮自

身的條件進行調整。例如組織可增加

圖 8 葡萄牙營造工程施工安全 BIM應用標準研擬過程

法規與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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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營造工程施工安全 BIM應用發展方向 [6]

風險控制前

結合風險評估

風險控制後

添加安全元件

結
構
化
施
工
風
險
資
訊

「機會（opportunity）」欄位，考慮是否
有帶來機會的可能性。

(2) 呈現結構化風險資訊

營造工程風險常發生於施工過

程，因此結構化風險資訊的呈現需要

考慮風險發生的時間與位置。在風險

發生時間方面，可以透過「階段」的

方式來進行描述，風險評估小組也可

根據風險資訊描述的需求設定多個階

段，以更好地呈現風險發生的時段。

階段設定方式（圖 10）。

此外，風險發生位置可用實體或

區域來呈現 [4]，例如樓版混凝土工程
開口墜落發生在樓版的實體（元件）

上（圖 11（a）），而高處作業墜落則
發生在作業的區域（工作面）上（圖

11（b）），風險評估小組可以視風險資
訊彈性在元件上或工作面上表達風險

要項，符合風險描述內容與使用需求。

在風險要項中，風險可能性與嚴

重度分析以及風險等級是呈現風險評

估結果的主要數值。風險評估小組可

結構化風險資訊在營造工程施工安全 BIM應用的探討

圖 10 根據風險資訊描述需求設定所需的階段

切換不同階段描述風險資訊切換不同階段描述風險資訊

根據風險資訊需求定義所需的階段根據風險資訊需求定義所需的階段

061



Research Articles研究論文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季刊｜ 110 年 4月號

圖 11 風險呈現方式

(a) 元件描述         (b) 工作面描述

表 1 風險要項格式說明

No.
風險要項：描述一個風險事件所需要的欄位

風險要項 Name 格式 英文全名

1 工程項目 EngItem text Engineering Item

2 工程分項 EngSItem text Engineering Sub-Item

3 危害類型 HazCate text Hazard Category

4 風險描述 RiskDis text Risk Discription

5 原始嚴重度 ISeverity text Initial Severity

6 原始可能性 IProbability text Initial Probability

7 原始風險值 IR Value text Initial Risk Value

8 原始風險等級 IRLevel text Initial Risk Level

9 工程控制 EngContr text/url/file Engineering Control

10 管理控制 MagContr text/url/file Management Control

11 個人防護具 PPE text/url/file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12 控制後嚴重度 RSeverity text Revised Severity

13 控制後可能性 RProbability text Revised Probability

14 控制後風險值 RRvalue text Revised Risk Value

15 控制後風險等級 RRlevel text Revised Risk Level

16 控制措施 ContrAct text/url/file Control Action

17 4D排程 4D_schedule text/url/file 4D_schedule

以參考勞動部職安署「營造工程施工

風險評估技術指引（109第一次）改版
草案」中 [7]所列舉的風險矩陣，本研
究在此使用的是 （5X5）–5 風險矩陣
來描述控制前後的風險等級，並對照

使用五個風險等級的顏色來直觀呈現

風險值，如表 2。此外，風險評估小組
也可以從勞動部職安署營造工程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資訊應用平台中下

載所需的安衛元件，用以呈現風險控

制措施。

(3)  產出風險資訊清單
經過結構化風險資訊後，風險評

估小組就可以建立風險資訊清單，如

圖 12。風險資訊清單記錄著豐富的風
險資訊，包括風險發生的所在位置（元

件或工作面）、描述風險資訊的各個要

項、描述風險資訊的輔助外部連結，

以及 4D排程資訊（亦可直接記錄風

險發生時間）。記錄結構化風險資訊

的 BIM模型就可以隨著風險管理循環
傳遞至工程各參與者進行協作分享與 
使用。

經由結構化風險資訊，風險

控制前後的差異對比也可以清楚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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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風險控制前後對比

風險控制前

風險控制後

圖 12 風險資訊清單

2.查看風險所在位置（元件或工作面）2.查看風險所在位置（元件或工作面）

1.建立風險資訊清單1.建立風險資訊清單

4.查看外部連結資訊4.查看外部連結資訊

5.查看 4D排程資訊5.查看 4D排程資訊

3.查看風險要項3.查看風險要項

表 2 風險矩陣 （5X5）-5 等級 [7]

風險等級分析

嚴
重
度
分
級

可能性分級

幾可確定 5

極有可能 4

可能 3

不太可能 2

幾乎不可能 1

災難性的 5

極高風險（20-25） 高度風險（12-16） 中度風險（8-10） 低度風險（3-6） 極低風險（1-2）

重大 4 中等 3 較低 2 可忽略的 1

25 20 15 10 5

20 16 12 8 4

15 12 9 6 3

10 8 6 4 2

5 4 3 2 1

示，如圖 13。風險控制前後的差
異對比將有助於風險控制措施的

有效性 [6]，協助各參與者溝通與 
檢討。

應用場景
本研究根據國際發展趨勢與國內

風險評估指引，提出一個具有彈性與實

務操作可行性的方法，將結構化風險資

訊記錄在 BIM模型，使風險資訊能更

好地傳遞至各參與者進行共享與溝通。

本研究就幾個應用場景進行說明：

1.管道開口未設防護以致勞工墜落

建築工地在施工過程中常有管道

開口，若無設置防護措施，將成為墜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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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危害源。當風險評估小組檢討到 2公
尺以上的管道開口時，應設置護欄、護

蓋或安全網等防護措施，使風險控制在

可接受範圍中（圖 14）。
2.電梯井未設置電梯閘門以致勞工墜落

當風險評估小組檢討到電梯井

時，應以元件或工作面的方式記錄結

構化風險資訊，包括其風險等級與防

護措施等，在電梯直井設置電梯閘門，

並在風險要項中描述打開電梯閘門前

先繫安全帶、上鎖管制等說明，可供

圖 15 電梯井未設置電梯閘門以致勞工墜落

風險所在位置（元件 /工作面）風險所在位置（元件 /工作面）

防護措施與控制前後風險等級資訊防護措施與控制前後風險等級資訊

風險資訊清單風險資訊清單

風險要項風險要項

圖 14 管道開口未設防護以致勞工墜落

風險所在位置（元件 /工作面）風險所在位置（元件 /工作面）

風險資訊清單風險資訊清單

外部連結外部連結

4D排程4D排程

風險要項風險要項

危害告知等風險資訊傳遞使用（圖

15）。
3.從事吊料作業發生墜落

工作者在從事吊料作業時，於高

度二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有墜落之

虞者應設置護欄、護蓋、張掛安全網，

使工作者正確戴用安全帶。當風險評

估小組進行討論時，除了結構化風險

資訊之外，也可以經由風險控制前後

的差異對比，進一步探討風險控制措

施的有效性（圖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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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從事吊料作業發生墜落

風險控制前 風險控制後

結論與建議
從各國推動營造工程施工安全

BIM應用的模式可知，其發展朝向「場
景模擬→安衛元件庫→結構化風險資訊」

的趨勢。換言之，未來營造工程施工安

全 BIM應用將著重於在 BIM模型中適
當地記錄結構化風險資訊，並藉由風險

管理過程傳遞至各參與者進行協助分享

與使用。為此，本研究根據國際發展趨勢

與國內風險評估制度及工程習慣，提出一

個務實可行的結構化風險資訊方法，以供

風險評估小組參考使用。本研究結構化風

險資訊方法具有彈性，可依照風險資訊描

述的需求調整階段或風險要項，以更好地

進行風險資訊溝通。使用結構化風險資訊

方法可有助於工程規劃施工風險評估、工

程變更施工風險評估、復工申請、危害告

知、知識共享與累積等，提高組織風險評

估與風險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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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BIM on Construction Safety 
Management by Using the Structured Risk 

Information

Tzu-Lien Tzou1 Tzu-Ping Lo2 Wen-Jinn Lee1 Chih-Ming Chang1 Chien-Wei Chang1

1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Labor
2 Yuejin Integration Technology 

Abstract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due to its rich 3D simulation and information carrying 

capacity, has changed the work mode of many fields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such as 
construction safety management, and has also become an important construction OSH technology. 
Therefore, studying the practical and feasible method of BIM application in construction safety 
will facilitate improving construction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management capability. 
Hence, this paper first explores the BIM applications from various countries and concludes that 
the BIM application on construction safety is developing towards the trend of scenario simulation 
to BIM component library and then to structured risk information, returning to the sharing and 
using of risk information. Therefore, according to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trends, domestic 
guidelines, engineering habits, and occupational disaster reports,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practical 
and feasible method for applying structured risk information on construction safety management, 
including the using of BIM to define structured risk information, present risk information, and 
produce risk information lists, etc., so that the risk information can be effectively shared to 
relevant project participants through BIM for collaborative using. This paper also takes the falling 
risks of pipe openings, elevator shafts, and lifting operations to verify the proposed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can effectively describe the risk information and 
present the differences before and after risk control measures, which is beneficial for sharing and 
using the risk information. The using of the structured risk information method can contribute 
to the risk assessment of project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risk assessment of project changing, 
application of work resumption, hazard notific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accumulation 
to improve the risk assessment and risk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Keywords: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Construction safety, Construction industry, Structured 

risk information,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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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視覺化技術 
於工地危害辨識之應用

林楨中 1 余文德 2 廖珗洲 3 蕭文達 2 張憲寬 2

1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2朝陽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
3朝陽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摘要
本研究旨在以最新發展之人工智慧視覺辨識技術為基礎，發展營建工地安全

危害辨識之功能，開發智慧型勞工安全視覺辨識系統，自動發掘工地勞工之潛在

安全危害。期能在安全事故發生之前，透過事先之風險辨識與處置，以改善目前

居高不下的工地勞安意外問題，並降低職安管理人員之工作負擔。本研究完成項

目包括危害辨識技術及新科技運用現況之回顧、工地即時影像串流之擷取技術開

發、分析並設計適用於營造現場之智慧型勞工安全視覺辨識雛型系統（CISDS）等
工作，並以實際公共工程專案工地進行系統驗證及危害辨識結果評估。經過實際

專案測試結果發現，本研究所提出之方法在系統訓練階段之召回率皆超過 95％，
而精確率皆可達到 93％以上；現場實測純淨度超過 90％，而正確率約可達 80％以
上。本研究所提出之智慧型勞工安全視覺辨識雛型系統，可進行安全裝備辨識、

電梯直井開口墜落預防及結構開口辨識等功能，能提升營建工地安全管理之效益，

具有產業推廣之潛力，未來可以推廣至各公私部門建築工程之業主、監造及施工

相關單位之職安管理人員應用。

關鍵詞：營建施工安全、人工智慧、工地管理、深度學習、影像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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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言
營建業所牽涉之上下游產業類別

眾多，因此過去一直被稱為帶動經濟

成長之火車頭工業。依據行政院主計

總處之統計資料，台灣營建業直接僱

用員工人數超過 52萬（佔總就業人口
之占 6.33％），以平均每戶 2.73人 [1]
推估，營建產業勞工所扶養之家戶人

口約超過 142萬人 [2]。而營建業之產
值約佔我國國民生產毛額之 3.77％，
以產業之產值除以僱用人數可知營建

業人均生產總值僅約為全國平均值之

60％，相對而言，屬於經濟較弱勢之
勞動人口。然而長久以來，營建施工

意外一直高居世界各國產業職災及重

大職災比例之首，對於勞工生命及產

業生產力造成重大威脅。究其原因，

主要在於營建工程作業場所具有高度

開放與高危險之特性。依據勞動檢查

年報之數據顯示 [3]，重大職業災害行
業別分析中仍以「營造業」所佔比例

最高，可見營建產業職業安全問題之

嚴重性。

依據目前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

細則之規定 [4]以及各營建工地實務
上之作法，平均每位專業勞安管理人

員之施作工地必須管理近百名勞工；

在工地勞安管理人員之質與量限制

下，難以落實並達到工地風險即時

控管與防治之效。但是傳統營建工

地現場勞安管理長久以來難以解決

之問題，在最近十年內新一代人工

智 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技

術快速發展，尤其是深度神經網路

（Deep Neural Network, DNN） 等 機

器 學 習（Machine Learning, ML） 技
術的突飛猛進 [5]，得到了可能解決
的契機。依據圖靈測試（the Turing 

Test）理論 [6]，深度網路機器學習技
術在語音與影像辨識能力上已經超越人

類現有能力，由此可知，機器學習技術

應該有能力達到甚至超過過去營建工地 
現場勞安管理人員對於工地勞安意外事

故之即時判斷與回應功能要求。基於上

述研究背景之分析，本研究規劃以 DNN
為基礎的ML技術開發營建工地影像資
料之視覺辨識分析技術，自動辨識工地

人員安全裝備與環境缺失等潛在勞安危

害情境，並對潛在勞安危害情境進行主

動預警，以降低或避免工地勞工意外之

發生，達到確保營建人員工作環境安全

之目標。 

危害辨識技術及新科技之運用現況
本研究蒐集並回顧現有國內外「人工

智慧及影像辨識技術在營建工程之應用」

相關報告及學術文章等文獻，彙整內容做

為「可應用於營建施工危害辨識之人工智

慧技術」分析依據。

1.  人工智慧及影像辨識技術在營建工程
之應用

電腦視覺結合深度學習技術於自動

影像之辨識能力，自 2012年以來的大
幅提升 [7]。相對於傳統目標追蹤及即
時定位系統（Real-time locating system, 
RTLS）技術之限制，人工智慧－深度學
習視覺辨識技術－在營建工地人、機、

料追蹤與管理上之相關應用研究，已經

得到國內外產業與學術界越來越多的重

視。國內外相關重要研究項目包括：（1） 
自動視覺追蹤系統 [8], [9]。（2） 安全帽
電腦視覺辨識 [10], [11]。（3） 工地之動
態風險預警 [12]。（4） 行為辨識 [13]。
（5） 高處墜落預防 [14]。除前述文獻外，
採用視覺辨識技術於自動勞安設備與設

施辨識之應用還包括：（1） Mneymn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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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施工安全應用之自動安全帽檢測
[15]；（2） Mneymneh et al. 電腦視覺
技術於室內施工安全應用之自動安全

帽檢測評估研究 [16]；（3） Li et al. 基
於圖像處理和機器學習的安全帽佩戴

檢測 [17]研究；（4） Li et al. 安全頭
盔佩戴自動檢測 [18]研究等。

除了職場勞工安全相關應用研究

之外，深度學習技術也應用營建業其

他領域，例如，Gopalakrishnan et al. 
[19]應用深度卷積神經網路（DCNN）
進行自動化道路鋪面破壞態樣之檢測

上，結果較傳統類神經網路及支援向

量機（Support Vector Matrix, SVM）等
方法之正確率提高 10％以上。Wang 
et al. [20]應用四種神經網路之方法
於建築能源使用預測分析，以達到建

築能源應用最佳化之目的。楊長霖

[21]之研究－「深度學習於台灣房價
指數趨勢預測模式建立之研究－應用

NNLSTM演算法」；施佳君 [22]之研
究－「實價登錄資訊去識別化對房價

預測影響與深度學習房價預測模型之

研究」；謝明穎 [23]之研究－「運用機
器學習方法建構房價預測視覺化平台」

等三篇應用於房價指數趨勢預測模式

之建立。

2.   可應用於營建施工危害辨識之人工
智慧技術

彙整人工智慧及影像辨識技術在

營建工程之應用之文獻內容，可應用於

營建施工危害辨識之人工智慧技術主要

包括：（1）深度卷積神經網路（Deep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DCNN）
[24]；（2）區域卷積式網路（Region 
based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R-CNN）[24]；（3）快速區域卷積式
網 路（Fast Region based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Fast R-CNN） [24]；（4）

更快速區域卷積式網路（Faster Region 
based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Faster R-CNN）[25]。

除了前述 DCNN 或 R-CNN/Fast 
R-CNN/Faster R-CNN 外，He et al. 提
出遮罩區域卷積式網路（Mask Region 
based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Mask R-CNN）[26]，可做到接近像素
層級（pixel level）的圖像分割（Image 
segmentation）遮罩。Mask R-CNN 影
像分割僅是以接近，無法完全達成素

層級之要求。因此 Chen et al. [27]提
出 DeepLab v3+ 模型，此為 DeepLab 
v3的改良版本，通過採用了 Encoder-
Decoder結構及嘗試使用 Xception作
為 Encoder，在 Atrous Spatial Pyramid 
Pooling 和 Decoder 中應用 Depth-wise 
Separable Convolution得到了更快精度
更高的網路。

目前常被採用的 AI電腦視覺辨
識中還有 YOLO技術 [28]，YOLO取
義自“You only look once”，原意是只
需要對圖片作一次 CNN卷積計算，便
能夠判斷影像中的物體類別跟位置，

大幅提升辨識速度，屬於 End-to-End
網路設計，既容易訓練且速度更快。

YOLO v3[29]則將「殘差（Residual）」
[30]的思維導入，以解決一般淺層網
路要前向傳播到更深層網路時，可能

會發生梯度消逝或梯度爆炸之問題，

透過殘差方法，神經網路能夠更深層，

且學習出更好的網路模型。除 YOLO
外 DenseNet 網路乃是發表於 CVPR 
2018的深度學習技術 [31]，其之所
以稱之為 DenseNet，就是因為每個
DenseBlock輸出會借鑑於 Residual之
思想，會跨接至下一級 DenseBlock之
輸出做一併運算。此一作法讓網路變

得更窄且深度也變淺，以排除隨著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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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的加深，所導致梯度消失或將網路

變寬之運算量變大之問題。

3. 適用於營建工地之影像串流標準
在智慧化技術快速發展的推進

下，網路監控攝影機（IP Camera）由
於具有數位高解析度的畫面、能夠透

過乙太網路供電做網路遠端連線，不

但可省去另外架設電源線的麻煩和降

低佈線施工的成本，更具有彈性的儲

存空間、系統規模擴充便利等優勢，

使得網路監控設備之已經被廣泛應用

在各社區之安全管理及營建工地的監

控中。然而因為各設備廠商之不同，

要充分應用 IP Camera所取得的影像串
流資料，以進行智慧化之監控管理，

首先要解決的便是統一的影像串流 
標準。

目前 IP Camera 之影像儲存的
主要格式包括：音檔視訊交叉存取

格 式（Audio Video Interleave, AVI）
[32]、視窗媒體技術（Windows Media 
Technology,  WMV[[33]、Moving 
Picture Experts Group （MPEG）[34]、
RealMedia Variable Bitrate （RMVB）
[35] 及蘋果電腦影片格式（MOV）
[36]。

除數位影像系統外，監控系統尚

有傳統的類比攝影系統，其中高解析

（High Definition）—解析度 720P 以
上的視訊格式—的類比方案又以「高

解析複合影像介面（High Definition 
Composite Video Interface, HDCVI）」、
「高解析影像傳輸介面（High Definition 
Transport Video Interface, HDTVI）」及
「類比高解析（Analog High Definition, 
AHD）」最為常用，都是基於類比同軸
電纜傳輸，逐行掃描的高解析影像傳

輸規格 [37]。

系統分析
本研究選擇工地特定危害情境作

為雛型系統開發之目標，並依據目標

選擇人工智慧電腦視覺辨識技術。

1. 雛型系統危害情境之選擇
本研究選擇以下兩項，應用人工

智慧視覺化技術嘗試進行工地危害之

辨識，以測試人工智慧視覺化技術在

自動化工地危害辨識之可行性，包括：

(1)  建築工程結構施工階段之勞工個人
安全防護設備辨識：

建築工程結構施工階段，進行模

版及支撐工程、鋼筋綁紮工程之模板

工、鋼筋工及配合其施工之臨時工容

易發生物品掉落傷人事故。勞工個人

安全防護設備（包括安全帽、安全背

心、安全帶等設備）皆應穿戴正確完

備。故若有人員在工地現場未穿戴安

全帽、安全帽未扣頤帶、在開口處施

工未穿戴安全帶等設備，則將有潛在

之勞安危害風險。故透過勞工個人安

全防護設備辨識，可以降低上述職業

安全危害風險之發生。

上述潛在危害傳統之辨識方法，

主要由職安人員及監工於現場以目視

方式，監督勞工是否未經許可接近危

險區域，同時對危險區域安全防護措

施之安全性進行檢查。由於近幾年營

造業對職業安全之重視，工地紛紛架

設有 CCTV監視設備，以利工務所人
員進行管控及事後分析。然而，現有

CCTV通常為全域拍攝，影像較小不
易判別勞工是否有依規定佩戴正確安

全裝備，同時監看人員亦無法全時段

監控（通常未配置專責監看人員）。為

解決上述問題，本研究引進全方位攝

影機（Pan/Tilt/Zoom, PTZ）設備，並
結合人工智慧技術中之相關技術，進

行傳統危害辨識技術之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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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結構體之電梯直井開口墜落危害情
境辨識

結構體之建築電梯直井開口常為

墜落事故常發生之地點。因此本研究

考量建築工程施工中之電梯間，當結

構體澆置完成並拆模後，電梯直井常

用為材料吊運及垃圾清運之用；雖然

開口部分會設置安全防護設施，但當

防護設施應施工等因素被移除或打開

時，勞工即有墜落之風險，因為已完

成結構體之建築電梯直井開口為建築

工地常見之暫時性開口，常被用來作

為臨時施工吊料之通道。電梯直井開

口在未使用時間，必須以安全護欄封

閉；當吊料作業進行時，安全護欄開

啟，即可能出現墜落風險，必須嚴加

注意。依據目前職業安全作業要求，

除了開口附近之作業人員必須配掛安

全帶並正確將安全掛鉤確實扣上牢固

之扣環外，並需要配置作業管理人員，

以監看可能之危險。因此，透過 IP 
Camera等網路監控攝影機所取得的影
像串流資料，以進行自動辨識，以監

控安全護欄開啟與否及人員是否在開

口附近等兩項條件組合判斷，則可以

辨識該工地是否具有墜落或滾落等之

職業安全危害風險。

此情境目前之危害辨識方法，主

要由職安人員及監工於現場巡視安全

設施是否完整，同時對危險區域進行

管制。由於近幾年營造業對職業安全

之重視，電梯間基本每層樓均架設有

CCTV監視設備，以利工務所人員進
行管控及事後分析。然而現有 CCTV
通常未配置專責監看人員，監看人員

無法全時段監控。因此，本研究將採

用 CCTV影像，並結合人工智慧技術
中，較先進之 DeepLab v3+技術，進
行傳統危害辨識技術之改善。

3. 人工智慧電腦視覺辨識技術選用
本研究將建構智慧型勞工安全

視覺辨識雛型系統（ Intelligent Safety 
Detection System for Construction, 
CISDS），依據危害情境選擇之結
果，所需內容包括：（ 1） 施工人
員安全裝備辨識模組（ Construction 
Safety Equipment Detection Module, 
CSEDM），包括人員辨識、安全帽
辨識、安全帶辨識及安全帽頤帶辨

識。（ 2） 施工作業區域安全監控模組
（ Construction Zone Safety Monistoring 
Module ,  CZSMM），包括人員辨
識、電梯開口及防護設施目標辨

識。（ 3） 施工環境安全巡檢辨識模
組（ Construction Environment Safety 
Inspection Module, CESIM），人員辨
識、危險開口及防護設施目標辨識。

前述模組所選用之電腦視覺辨識

技術包括：

(1)  人員辨識－本研究將採用「更快速
區域卷積式網路（Faster R-CNN）」
作為人員辨識技術，其主要特色為

一種兩階段物件偵測神經網路，在

第一階段時能產生預定框，第二階

段產生實際物體邊界大小及位置，

並做出分類；主要優點為分類結果

不容易改變（相同物件上，上一張

分類為 A下一張分類為 B），缺點
為處理時間過長；適用情境包括複

雜場景做物件偵測。

(2)  安全帽及安全背心辨識－研究將採
用「YOLO v3」作為安全帽及安全
背心辨識技術，其主要特色為單一

階段神經網路；主要優點為辨識速

度極快，缺點為分類結果容易改變

（相同物件上，上一張分類為 A下
一張分類為 B）；適用情境包括簡
單的場景做物件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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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全帽頤帶辨識－研究將採用
「DenseNet v1.21」作為安全帽頤帶
辨識技術，其主要特色為重複使用

特徵；主要優點為可以強化物件特

徵、不易產生梯度消失，缺點為訓

練時使用記憶體較大；適用情境包

括更容易得找出目標物件。

(4)  語意分割目標辨識－研究將採用
「DeepLab v3+」作為語意分割辨識
技術，其主要特色為可對每一像素

進行分類，找出實際物件該有邊界；主

要優點為能準確抓出物件邊界，缺點

為所需記憶體大、算力需求高；適用情

境包括須準確定義邊界的情境。

系統設計
本研究依據系統分析之內容，

建立各項功能模組，並建立友善使用

者及資訊展示操作介面，發展成為

智慧型勞工安全視覺辨識雛型系統

（Intelligent Safety Detection System for 
Construction, CISDS），並以蒐集之訓
練及測試資料，針對 CISDS進行測試
及修正，以做為實際工地應用之準備。

1. 智慧型勞工安全視覺辨識雛型系統
架構

本研究之「營建施工智慧型勞工

安全視覺辨識系統（CISDS）」之初步
構想架構，如圖 1所示，應用環境架
構如圖 2所示，系統主要功能模組與
元件說明如下：

(1)  影像串流擷取模組（Video Stream 
Capture Module for Construction, 
CVSCM） 
－ CVSCM主要功能包括：影像串
流資料接收、影像擷取、影像處理。

圖 1 營建施工智慧型勞工安全視覺辨識系統 (CISDS)雛型架構

資料傳遞

系統流程

施工人員

安全裝備

分類圖片

工地現場

影片或

照片

安全裝備

檢測報告

（1）CVSCM
影像處理模組

（2）CSEDM
安全裝備模組

（3）安全裝備
資料庫

（5）作業環境
資料庫

（4）CZSMM
施工作業區域 
安全監控模組

（6）CESIM
施工環境安全

巡檢模組

（8）CISDS使用者介面

Intelligent Safety Detection System for Construction (CISDS)

環境監控

即時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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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施工人員安全裝備辨識模組
（Construction Safety Equipment 
Detection Module, CSEDM）－
CSEDM主要功能包括：施工人員安
全裝備辨識網路訓練、測試、辨識。

(3)  施 工 作 業 區 域 安 全 監 控 模 組
（Construction Zone Safety Monistoring 
Module, CZSMM）－CZSMM主要功
能包括：作業環境語意辨識網路訓

練、測試、辨識。

(4)  施工環境安全巡檢辨識模組
（Construction Environment Safety 
Inspection Module, CESIM）－CESIM
主要功能包括：危險情境辨識網路訓

練、測試、辨識。

(5)  智慧型勞工安全視覺辨識系統
（Intelligent Safety Detection System for 
Construction, CISDS）使用者操作介面
及資訊展示介面－主要功能包括：系

統管理介面、辨識網路訓練介面、辨

識網路測試介面、辨識結果查詢、即

時警示資訊及系統狀態等功能。

2. 系統功能與介面設計
針對營建「施工人員安全裝備」

檢查人員不足之問題，本研究第一項

研究目標，旨在以卷積式深層類神經

網路（CNN）為基礎，研究營建複
雜施工環境下之工地人員裝備辨識技

術，開發「施工人員安全裝備辨識

模 組（Construction Safety Equipment 
Detection Module, CSEDM）」，以自動
辨識工地人員安全裝備之妥適性。此

一模組配合 PTZ攝影機鏡頭可以進行
左右轉動（Pan）、上下傾斜（Tile）與
放大（Zoom）等不同的功能，以遠距
離巡迴掃描方式進行影像捕捉，解決

結構施工過程固定式攝影機不易配置

之問題，達到全時與即時（all-time and 
real-time）的人員安全裝備檢查功能，
以確保施工人員之安全性。其應用介

面如圖 3所示，主要功能包括：（1）
串流主畫面－顯示選定之網路攝影機

及時串流畫面，並顯示辨識結果。（2）
網路攝影機清單－列出可選擇即時影

工地現場 工務所

PZT攝影機

無線攝影機

現場
監控人員

安衛
管理員

工地巡視

裝設監控設備

安全風險
預防設施

危險場所
即時影像

危險場所
即時影像

接收裝置

伺服器
Server

安全風險警示

裝設監控設備

工地現場
即時影像

工地現場
即時影像

不安全環境

不安全設備

不安全人員

移動式攝影 現場影片

不
安
全
環
境
位
置

安
全
裝
備
不
足

危
害
風
險

圖 2 營建施工智慧型勞工安全視覺辨識雛型系統應用環境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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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來源，作為施工人員安全裝備自動

檢查模組辨識之用。（3）網路攝影機
選項－包括增加現有網路攝影機、編

輯攝影機清單及設定網路攝影機參數。

（4）主功能表－包括 PTZ手動控制、
系統參數及事件紀錄等功能選單。（5）
辨識成果－安全裝備辨識成果圖示。

針對營建「具危險性施工作業環

境」監控人員不足之問題，本營建施

工智慧型勞工安全視覺辨識雛型系統

第二項研究目標成果，在於研究營建

複雜施工環境下之工地作業環境安全

監控技術，以開發「施工作業區域安

全監控模組（Construction Zone Safety 
Monitoring Module, CZSMM）」， 針 對
已知之具危險性施工作業場合，配置

適當之攝影設備，以複合式影像辨識

方法（人員及危險區域），對可能發生

危險之人員進行安全提示。此一成果

也可配合一般勞安（或監造）人員於

施工前佩戴行動攝影機進行現場巡視，

以確保施工人員避免發生意外，其應

用介面如圖 4所示。
針對營建「施工作業環境安全」

檢查人員不足之問題，本研究第三

項研究目標，旨在以卷積式深層類

神經網路（CNN）為基礎，開發營
建複雜施工環境下之工地作業環境

安全巡檢辨識技術，開發「施工作

業環境安全巡檢模組（Construction 
Environment Safety Inspection Module, 
CESIM）」，以自動辨識工地現場作
業環境之安全性。此一成果可配合

一般勞安 （或監造） 人員於施工前
佩戴運動攝影機進行現場巡視，解

決工地作業環境安全檢查之專業人

力不足問題，以確保施工現場作業

環境之安全性，其應用介面如圖 5 
所示。

圖 4 施工作業區域安全監控模組 (CZSMM)介面

圖 5 施工環境安全巡檢辨識模組 (CESIM)介面

圖 3 施工人員安全裝備自動檢查模組檢測介面

3. 模組訓練與測試
施工人員安全裝備自動檢查模

組、施工作業區域安全監控模組及施

工作業安全巡檢辨識模組應用前需要

訓練及測試，以確保其可用性，說明

如下：

施工人員安全裝備自動檢查模組 
（CSEDM）－影像資料收集來源包括
網際網路、現場相機（手機）拍攝相

片、現場 CCTV攝影機影片、及本研
究安裝之 PTZ系統截取畫面。彙集完
成之影像資料集進行前置處理，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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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選及框選物件。本研究之安全帽影

像數約共收集 3,000張，經篩選後實際
訓練及測試資料為 1,390張，訓練集
為 85％，測試集比例為 15％。為加強
訓練效果，影像資料進行縮放、水平

翻轉、影像亮度調整等增強效果，增

強效果不含於前述 1,390張中。安全
背心約收集 1,980張，經篩選後實際
訓練及測試資料為 847張，因為採用
YOLO單一分類，訓練集為 90％（763
張），測試集比例為 10％（84張），並
增加326張無安全背心圖片進行測試，
修正後之訓練集為 65％，測試集比例
為 35％。安全帽訓練成果之召回率為
95.4％，精確度為 93.9％。安全背心之
召回率為 100.0％，精確度為 93.1％。

施工作業區域安全監控模組 
（CZSMM）－影像資料收集來源包括網
際網路、現場相機（手機）拍攝相片、

現場 CCTV攝影機影片及本研究安裝之
PTZ系統截取畫面。影像收集完成後進
行前置處理，包括篩選及框選物件。本

研究區域安全影像收集 1,344張，經篩
選後實際訓練及測試資料為 1,294張，
訓練集比例為 80％共 1,036張，測試集
比例為 20％共 258張。訓練成果之召回
率為 97.27％，精確度為 99.47％。

施工環境安全巡檢辨識模組 
（CESIM）－影像資料收集來源包括網
際網路、現場相機（手機）拍攝相片、

現場 CCTV攝影機影片、及本研究安
裝之 PTZ系統截取畫面。收集完成之
影像資料集進行前置處理，包括篩選

及框選物件。環境安全巡檢影像收集

1,987張，經篩選後實際訓練及測試資
料為 1,958張，訓練集比例為 80％共
1,568張，測試集比例為 20％共 390張。
訓練成果之召回率為 91.2％，精確度
為 96.3％。

工地實測
1. 初步實測成果評估

本次系統實測之內容包括施工人

員安全裝備自動檢查模組、施工作業區

域安全監控模組及施工作業安全巡檢辨

識模組，以桃園某工地施工中工程所拍

攝錄影資料測試，測試成果如下：

(1)  CSEDM安全帽測試—資料集共 15
部影片，正確率為 71.4％，純淨度
為 62.5％，並未通過測試。

(2)  CSEDM安全背心測試—資料集共
14部影片，正確率為 15.3％，純淨
度為 66.6％，並未通過測試。

(3)  CZSMM施工作業區域安全監控測
試—資料集共 201張影像，677目
標物件數；正確率為 99.54％，純
淨度為 97.34％，通過測試。

(4)  CESIM施工環境安全巡檢測試—
資料集共 210張影像，219目標物
件數正確率為 87.67％，純淨度為
74.41％，正確率通過但純淨度未通
過測試。

經由前述實測結果可發現，僅固

定環境之施工作業區域安全監控亦達

成目標要求；其餘部分不如預期，經

觀察實際測試影片並進行分析後發現，

主要由於移動式攝影機所拍攝之影片，

由於施工現場複雜度、拍攝時是否使

用廣角鏡、聚焦與抖動問題及拍攝角

度等，造成實測之成果不如預期，需

進行系統改善。此外，由於地下室開

挖使用之鋼結構支撐容易阻礙攝影機

拍攝，應另行尋求已昇出地面層之工

地進行最終驗證。

2. 系統改善
經由工地實測結果，本雛型系統

雖已初步達成研究目標所需求之功能，

但正確率及純淨度並未完全達到研究

目標（正確率 80％，純淨度 85％）。

075



Research Articles研究論文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季刊｜ 110 年 4月號

為有效改善正確率及純淨度，本研究

透過增加訓練資料集、增加系統功能、

調整系統參數、重新訓練神經網路等

方式改善系統辨識能力，達成就目標。

改善後系統測試結果如下：

(1)  CSEDM安全帽測試—新資料集共
51部影片，正確率為 82.4％，純淨
度為 90.3％，通過測試。

(2)  CSEDM安全背心測試—新資料集
共 51部影片，正確率為 81.3％，
純淨度為 97.5％，通過測試。

(3)  CZSMM施工作業區域安全監控測
試—新資料集共 237張影像，713
目標物件數；正確率為 99.42％，
純淨度為 96.91％，通過測試。

(4)  CESIM施工環境安全巡檢測試—
新資料集共 210張影像，604目標
物件數正確率為 91.89％，純淨度
為 88.24％，通過測試。

系統改善前後之差異說明如下：

(1)  正確率及純淨度之提升－收集實測
工地之影像資料，進行重新訓練，

以提高系統之正確率及純淨度；經

系統改善後，工地實測驗證之結

果，皆已達到正確率（80％）及純

淨度（85％）之目標值，故判定各
模組皆已通過測試。

(2) 友善操作介面－操作介面最佳化及
參數設定介面化，改善內容主要增

加右側事件資訊窗格及詳細參數設

定介面，新增之參數設定介面如圖

6所示。
(3)  警示效果最佳化－展示辨識結果之
時間及截圖，於改善後之系統介面右

側資訊窗格中，展示警示之資料及截

圖，以輔助職安人員判別危害情境。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經文獻回顧、系統分析與

設計、訓練資料收集與處理、工地實

測、及系統改善後，成功建立一套適

用於營造現場，具有輔助職安人員加

強工地安全管理之智慧型勞工安全視

覺辨識雛型系統（CISDS）；主要研究
之成果包括：

1. 分析並混合選用最合適之營建施工
危害辨識人工智慧技術－以文獻回

顧方法，選用包括（1）更快速區域
卷積式網路 （Faster R-CNN）於人
員辨識；（2）YOLO v3深度學習網

圖 6  系統介面改進—增加「詳細參數設定介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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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於安全帽辨識；（3）密集連結卷
積網路 （DenseNet v1.21）於安全背
心辨識；及（4）DeepLab v3+改良
式語意分割網路於安全區域監控及

巡檢之物件辨識。

2. 建構「營建施工智慧型勞工安全視
覺辨識系統（CISDS）」，包括：（1）
影像串流擷取模組（CVSCM）；
（2）施工人員安全裝備辨識模組
（CSEDM）；（3）施工作業區域安全
監控模組（CZSMM）；（4）施工環
境安全巡檢辨識模組（CESIM）及
（5）整合前四大模組之智慧型勞工
安全視覺辨識系統（CISDS）使用
者操作介面及資訊展示介面。

3. 提出「職安管理中心」建置流程－
為推廣業界實際應用 CISDS，依據
系統實測成果，提出「職安管理中

心」建置方案，包括：（1）職業安
全管理中心建立，架設系統端之核

心伺服器；（2）攝影器材選址架設，
架設即時影像來源之攝影器材；（3）
雲端伺服器設定，做為系統運行基

礎；（4）辨識系統測試及評估，
評估即時影像辨識之正確率與純淨

度；（5）新增資料集及辨識模組訓
練，改善正確率與純淨度；（6）上
線前系統評估，調整系統；（7）管
理中心上線啟用，輔助職業安全管

理人員。

本研究進行理論研究及系統開發

工作，經工地實測驗證後完成系統改

善，但系統依然有部分限制尚待突破，

包括：

1. 受限營造施工環境之複雜度，所收
集之資料集訓練完成後之辨識模

組，在變換工地時，其辨識能力可

能因環境境改變而下降之疑慮；因

此系統於應用前，必須針對現有工

地收集資料進行重新訓練，以免因

辨識能力不足而造成誤報之情形。

2. 受限於電腦視覺辨識之功能，個人
裝備影像辨識模組對於材質並無法

有效分辨，因此不合格之裝備（例

如膠盔），本系統目前尚無法有效

分辨。

3. 系統警示資訊之傳遞，對於輔助職
業安全管理有重大需求，系統並未

包含相關危險情境自動通知功能；

然可列為未來產業應用時之延伸應

用工作項目。

4. 本次收集之資料及實測與驗證案例
均為一般住宅建築工程，對於道路、

橋梁、隧道等工程之實用性，建議

可列為未來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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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struction accidents have been the main contributor of the vocational disasters for all 

industries worldwide. It’s due both to the open/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ite and to the 
limitation of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site safety managers. Thanks to the advance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based visualization techniques in dynamically identifying the moving objects 
on-site, the construction safety is apt to be improved nowadays. The current project aims at 
applying the most state-of-the-art AI techniques to identify the construction safety hazards on 
site, so that the risk events can be prevented. The project has reached the following results: the 
summarization of advanced hazard identification technologies,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iques 
for image capturing from video streams, the programming of an AI-based Intelligent Safety 
Detection System for Construction (CISDS). The developed CISDS was verified and evaluated 
via real-world case projects to test its feasibility and reliability. The lab testing of all modules 
revealed that 95 ％ of Recall and 93 ％ of Precision were achieved; the in-situ testing reported 
that around 90％ of Cleanness and 80％ of Correctness were achieved. In summary, a prototype 
of AI-based computer visualization system (namely CISDS) to the hazard identification of 
construction site has successfully developed, it has been tested to provided profound potential in 
improve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safety management. Future users of the proposed system may 
include the construction safety managers of the project owners, supervision consultants, and 
general contractors both for public and private building construction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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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鑑於挑高樓層模板支撐，施工階段常常因為空間受限或支撐型式選用不當或

現場安衛設施不足，導致職災的發生。由歷年職災資料顯示，模板作業主要重大

職災類型為倒崩塌及墜落，而倒崩塌災害發生首要原因主要為模板支撐失效。本

文藉由歷年職災資料分析與現場訪視結果，並配合要因分析結果後，掌握支撐施

工安全缺失與注意事項；透過實體實驗測試，掌握模板支撐各型式之極限強度及

受力模式。

由本文提出模板支撐型式及性能安全性之研究，主要從單一型式支撐以及三

種支撐類型，其在有無雙向貫下，支撐受力情形以及破壞模式進行探討，研究成

果提供工作者掌握各型式模板支撐性能與施工安全，同時提供設計與施工單位，

做為支撐類型選用與設計的參考依據，預防因為挑高樓層施工階段模板支撐造成

的災害。

關鍵詞：挑高樓層、模板支撐、支撐型式、職業災害、營造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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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營造業勞動密集且兼技術專業的

型態，專業分工程度下依其實務需求

分項發包，其作業活動具有動態性，

工作環境複雜，加上常需不同工種混

同作業、使用機具設備多，又受工期、

預算之限制、氣候天災及社會和政治

等多重因素之影響，施工管理相較於

其他產業更不易。尤其營造業職災歷

年來一直居於全產業之冠，根據 108
年職業災害統計數字，去年全產業勞

工發生職業傷害千人率為 2.61，全部
的職業類別中以營造業發生率最高列

居榜首，其災害千人率高達 9.073[1]。
而國內工程設計規劃階段大多僅

以一般功能需求考量，較少針對實際

施工時可能衍生的假設工程安全問題

進行細部規劃，以致於施工階段常常

因為空間受限，或支撐型式選用不當，

以致於施作不易而便宜行事。當支撐

高度較高時，墜落及倒崩塌風險均大

幅提高，不論何種支撐型式，高度愈

大支撐的承載力及穩固性就會愈低，

需靠縮短支撐的間距來提高支撐的承

載能力。但是當支撐間距縮小時，則

會衍生通道不順暢、支撐架組搭困難

等問題，而導致墜落風險的提高。

為有效預防因為挑高樓層施工階

段模板支撐造成的災害，本研究探討

相關法規並針對挑高樓層模板支撐之

使用，以工地較常使用之一般鋼管支

撐架、可調鋼管支撐架、系統式支撐

架等進行實體試驗，透過模板支撐架

性能強度的測試，掌握支撐材的性能，

提出各類支撐型式適用高度範圍建議，

以提供設計與施工單位做為支撐型式

選擇與設計的參考依據；為預防建築

工程施工過程之倒塌及墜落災害，同

時針對各種型式的支撐系統進行通道、

上下設備與作業平臺之設計及可行性

評估，以增強模板支撐系統的整體強

度及安全設施配置適切性。

文獻回顧
根據以往職災案例發現，建築工

程結構體施作一旦發生職災事故多數

災情較為嚴重。施工過程中，支撐架

使用之類型、支撐構件、模版高度、

模板間距、樓板厚度等，在工程施作

時的運用與調度，攸關著整個模板工

程的成敗關鍵，灌漿過程中模板支撐

系統的失效及支撐強度性能等也是因

素之一。

本研究針對職災案例，探討可能

發生原因，同時就現場訪視結果，進

行職災要因與管理缺失關聯性分析（表

1），歸納下列主要成因：(1)非預期荷
重、(2)支撐問題、(3)支撐型式選用不
當、(4)必要安衛設施不足及配置問題
(5)管理不良五大因素，各項說明如下。
1. 非預期荷重

根據職災報告顯示，模板支撐未

依模板形狀、預期之荷重及混凝土澆

置方式，並未委由專業技師妥為設計

是造成支撐倒塌的主因。因此，在設

計規劃階段，必須確實掌握構件強度、

整體系統承載力，以做為設計依據。

2. 支撐問題
支撐問題包括強度不足及穩固性

不佳等問題。強度不足如支撐間距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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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支撐材細長比過大、計算書的設計

與現場有落差、支撐材有損壞或使用三

號鋼筋做鍤銷等；穩固性不佳，則主要

水平繫條設置的問題，無法使其功能有

效發揮出來。因此從設計、規劃階段，

對支撐單一構件的強度、穩固性及整體

支撐系統配置的承載力，需要在施工前

即掌握性能並做好控制。

3. 設計規劃不良
由於國內大型建築工程常見大面

積及樓層有挑高情況，在支撐材高度

不能完全配合建築物的高度時，工地多

採雙層並以木支撐等補足高度，這些不

當的配置情形，支撐強度已折減，加上

支柱上下兩端之承接處連接處理不當或

支柱與地面發生相對位移等，造成在灌

漿作業時發生樓版倒塌事件。

4. 必要安衛設施配置不足
由過去職災發現，大多因支撐架

上未設置工作平臺及設置安全之防墜

措施，或者工作者因腳踏空加上未配

戴或鉤掛全身背負式安全帶，致由高

處墜落死亡。

表 1 職災要因與管理缺失關連性分析表 [3]

模板支撐失敗原因 職災要因分析 破壞模式 /災害 強化管理關鍵點

1.非預期荷重

(1) 動態效應 倒、崩塌。

1. 人員能夠掌握支撐型式及
使用時機。

2. 支撐施作程序。
3. 遇地震停止作業，人員撤
離。

(2) 無澆置程序 載重不均衡。

(3) 未減震
過度震動造成支撐移位，致整體不

平衡，並產生骨牌效應。

(4) 灌漿時衝擊力太大
水平力破壞，澆置時產生橫向水

平，造成支撐震動或倒塌。

2. 支撐問題
（本身支柱強度

不足）

（穩固性不佳）

(1) 支撐間距太寬
垂直分力、挫曲破壞。

1. 支撐型式及定義使用高度
範圍。

2. 禁止三號鋼筋代替制式插
銷使用。

3. 強化人員對水平繫條功能
認知及提供安全設置繫條

的方法。

4. 提供設置頂版安全的方法。

(2) 支撐材細長比過大

(3) 使用變形鏽蝕等損
壞的支撐材 應力集中。

(4) 鍤銷構件非制式

(5) 現場支撐與水平繫
條設置不當 (連結
處 )(固定方式 )

人員未依圖說施作，支撐與其他介

面因接頭處設計不當致局部不穩

造成整體破壞。

(6) 水平繫條無設置或
設置不當

弱桿效應，無組的概念，整體穩固

性不佳。

(7) 無設置斜撐 強度及勁度不均勻。

(8) 支柱頂、底模跑位 單支柱因偏心載重，無法發揮功能。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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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頁

模板支撐失敗原因 職災要因分析 破壞模式 /災害 強化管理關鍵點

3. 設計規劃不良
（模板與支撐面

結合）

(1) 支撐型式選用不當 支撐材強度不足。

1. 設計規劃階段考量支撐類
型及支撐適用的高度。

2. 設計規劃考量模板與支撐
面結合及不同支撐連結處

的設置方式。

(2) 設計端支撐配置方
式不當

穩固性不佳。

(3) 接頭節點過多 接頭結點太多，支撐易移動。

(4) 模板系統設計不良
水平力破壞，模板勁度不足，澆

置時破模，衝繫到支撐。

4. 必要安衛設施不
足及配置問題

(1) 無上下設備

產生人員墜落危害。

1. 提出各類型支撐必要安衛
設施規劃配置圖。

2. 設計規劃階段以建築資訊
模型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BIM) 先配置安
衛設施。

(2) 無工作平臺

(3) 未設置安全通道

(4) 動線規劃不佳

(5) 採光照明不足

(6) 無防墜設施

5. 管理問題

(1) 介面問題 空間及時間未掌握。
1. 訓練規劃 (尤重 BIM導入
對人員職能提升及效率能

提升 )。
2. 強化模板支撐技術面，以
及查核、BIM等職能。

(2) 職能不足 圖說不會看、偷工減料。

(3) 承攬不佳
1.使用支撐架材質不一，未做汰
換管理。

2.提早拆模。

(4) 未按圖施工 倒、崩塌。 加強自主查核表。

(5) 無查核機制 倒、崩塌。 確認查驗項目及時機。

6. 其他 拆除時機  拆除工序 倒、崩塌。 製定與執行安全工序。

5. 管理不良
管理不良則可細分介面問題、職

能不足問題、未按圖施工、無查核機

制及承攬不佳等因素。許多職災案例

發生之原因有可能為施作人員對圖說

誤解或按設計圖說施工的職能較不足，

而憑過去經驗施作，加上施工單位及

監造單位未落實查驗（灌漿前未依施工

圖說檢查支撐構件）及時發現問題，導

致模板支撐架倒塌事故發生。因此，現

場施作時更需對其支撐點是否有鬆動、

斜拉桿是否依圖說固定等，確實進行相

關的檢核工作，以避免災害發生。

研究以金字塔結構原則 (Mutually 
Exclusive Collectively Exhaustive, 
MECE)，找出模板支撐發生問題的癥
結點，透過系統的方式為原始資料分門

別類，進一步以魚骨圖方式，將支撐倒

塌及墜落危害分為人員、機械 /材料、
工法、管理疏失等。危害要因分析圖如

下圖 1、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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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模板支撐倒崩塌特性要因圖 [3]

倒崩塌

人員 機 /材

管理疏失方法 /工法

職能不足

溝通不良

材料老舊、變形、腐蝕

制式構件以非原廠代替

支撐間距太寬

無水平繫條或設置不足

拆膜時間過早

支柱底穩固性不足

介面使用空間問題

人力分配不均（時間）

承攬不佳

無查驗、巡檢等機制

教育訓練不完善

作業主管未確實監督

設計規劃未完善

非預期荷重

模板系統設計不良

水平繫條穩固不足

圖 2 模板支撐墜落特性要因圖 [3]

墜落

人員職能不足

K.S.A

方法 /工法

機 /材

管理疏失

現場安衛設施不足

無上下設備

無工作平臺

無適當通道

無照明設備

安衛設施配置能力不足

安全工法認知不足

危害認知不夠

環境不熟悉

人員進場無管制

5S不完善
開口邊緣末防護

未明定施作即拆除程序

未有查核機制

教育訓練規劃不完善

未事先配置安衛設施

防止墜落工法無法落實

使用合梯、梯架不安全

基地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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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及方法
本文針對建築技術規則住宅、集合

住宅等類似用途建築物樓板挑空設計者

（挑空樓層高度不得超過 6公尺）挑高樓
層使用之模板支撐，支撐材則以較常使

用之一般鋼管支撐架、系統式支撐架及

可調鋼管支撐架之實體元件進行試驗。

1. 研究目的
(1)  預防因為挑高樓層施工階段模板支
撐造成的倒塌災害。

(2)  預防施工過程，造成的墜落災害。
(3)  掌握單管支撐、可調鋼管支撐及系
統式支撐強度與性能。

(4)  依支撐類型、型式定義支撐適用
高度。

(5)  透過源頭管理機制的強化，掌握並
控制施工風險。

2. 研究方法
(1) 文獻蒐集次級資料分析法

蒐集國內歷年營造業職災統計、

案例、法令相關規定，同時蒐集國外先

進國家模板支撐規劃方式等相關文獻，

做為模板支撐後續管理機制之依據。

(2)現場實地調查法
針對挑高樓層之模板支撐，進行

作業危害調查與現場訪視。訪視將依不

同類型之模板支撐、安全設施規劃、人

員作業方法、程序以及在施作的過程常

見的問題與缺失及可能存在的危害等，

做為後續研究及執行之依據。

(3)實驗驗證　
藉由支撐架性能測試，瞭解其特

性與破壞情形，並驗證一般鋼管支撐

架、系統式支撐架及可調鋼管支撐架

之強 與安全性，做為後續支撐評估分

析及管理程序之依據。

模板支撐試驗規劃
1. 試驗條件及配置
(1) 支撐間距

依據過去模板強度檢核，多數以

支撐強度做為間距的考量，加上現場

亦憑經驗施作，現場所見施作空間陝

小、通道堆置支撐材等情形，亦衍生

出其他管理上的問題。因此，在模板

支撐最小間距考量上，依安全需求訂

最小安全間距（90 cm），分別以強度
設計要求，包括符合強度計算書，以

及考量水平繫材設置時適合的間距等；

另外對人員安全通道及在規劃動線上

做整體考量，以規劃適合的支撐間距。

(2)  考量法規要求
三種類型支撐材需符合﹝營造安

全衛生設施標準﹞及﹝營造安全衛生

設施標準圖解﹞之規定。[2][6]
A. 一般鋼管支撐：應使用國家標準

CNS 4435 一般結構用碳鋼鋼管
鋼管規定，材質 STK 500，其尺
度為外徑 48.6±0.25mm、厚度
2.5±0.3mm(參考國家標準 CNS 
4750 A2067鋼管施工架 )。

B. 可 調 鋼 管 支 撐： 底 管 外 徑
60.5±0.3 mm，厚度 2.3 mm ±0.3 
mm，接管外徑 48.6 mm ±0.25 
mm，厚度 2.5 mm ±0.3 mm；底
管部分長度為最大使用長度的

50％；可調鋼管支柱調整至最大長
度時，其底管與接管重疊部分在

280 mm以上（參考 CNS 5644：
2018　A2078可調鋼管支柱）之 
規定。

C. 輕型系統式支撐：外徑 48.6 
mm，厚度 2.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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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組搭方式 [2]
A. 依﹝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搭
設，一般鋼管及可調鋼管高度

超過 3.5公尺，每 2公尺設置處
設置橫向及縱向之水平繫條（實

驗以外徑 48.6 mm之鋼管搭配
活扣）。

B. 系統式支撐組搭方式比照一般
鋼管及可調鋼管進行。

C. 針對 4m高比對組，底部透過治具
固定在機台，頂部則使用貫材。

(4) 試驗方式
施力板以垂直方向施加壓力直到

支撐破壞。

2. 測試步驟
本研究以國內外相關的測試文

獻、測試方法做為基楚，建立挑高樓層

模板支撐試驗方法、定義安全間距、三

種支撐類型實驗之流程規劃（圖 3）。

圖 3 實驗流程圖 [3]

支撐試驗方法蒐集

訂出五種高度範圍

A: 一般鋼管
B:可調鋼管
C: 系統架

治具規劃 /製作

試驗方法建立完成

實體測試

比較分析

出具完整記錄

一般

支撐

可調

支撐

系統式

支撐

安全

間距

模板支撐

測試公告

量測各類型支撐材尺寸。

(1)  架設支撐架並依高度設置水平繫條。
(2)  現場測試安裝前後確認；實驗前、後
進行拍照。

(3)  彙整實驗數據及分析。
3. 材料性質
(1)  一般鋼管支撐材料 [3]

編號
試驗高度

(cm)

管徑 mm

外徑 mm 厚度 mm

1 400 48.6 2.30

2 450 48.6 2.37

3 500 48.6 2.37

4 550 48.6 2.34

5 600 48.6 2.31

(2)  可調鋼管支撐材料 [3]

編

號

試驗

高度

(cm)

使用長度 /厚度 mm 板厚度 mm

底管（外） 接管（內）
重疊

部分
頂板 底板

外徑 厚度 外徑 厚度

1 600 60.00 2.13 48.10 1.89 18.5 5.98 5.92

2 550 60.00 2.13 48.10 1.90 18.5 5.98 5.92

3 500 60.00 2.13 48.10 1.91 18.5 5.98 5.92

4 450 60.00 2.13 48.10 2.00 18.5 5.98 5.92

5 400 60.00 2.13 48.10 1.97 18.5 5.98 5.92

(3) 系統式支撐材料 [3]

編號
試驗高度

(cm)
外徑 厚度

1 600 48.6 3.22

2 550 48.6 3.20

3 500 48.6 3.20

4 450 48.6 3.20

5 400 48.6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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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貫材（ 9cm*9cm）、長度 135cm
（ 圖 118 左 ）； 水平繫條，直徑
（ 48.6mm）、長度 135cm（圖 118
右）；緊結聯結器（萬向活扣）自

由型、直交型二種類型。

支撐測試結果及性能分析
本研究以一般鋼管支撐、可調鋼

管支撐、系統式三種支撐類型；支撐

間距依所訂之最小安全間距 90cm；支
撐材高度試驗範圍由 4公尺至 6公尺
間，規劃五種不同高度，五種高度配

置則以 2*2之立柱配置型式（共 4支
主柱），每種高度進行 1組試驗。各試
驗數據以及電腦模擬數據結果彙整如

表 2。
以下就三種支撐類型，試驗高度

4公尺進行破壞模式說明。
1. 一般單管支撐破壞模式

針對 5種高度的單管支撐進行試
驗，各高度組搭形式以符合營造安全

生設施標準及目前現地採用的形式進

行試驗，因目前實務中常因設置樓中

樓，有同一戶有部分樓高 300公分，
另外部分 420公分（平均樓層高度 360
公分，規避一樓以外樓高不得超過 360
公分的要求），因此也針對高度 420公
分的單管支撐進行模擬（其形式與 450
公分的支撐相同，但立柱較短），從試

驗結果顯示超過 4公尺時破壞模態轉
為挫曲，其強度仍然比需求的強度大

很多。

2. 系統支撐破壞模式
由實驗結果可知，系統支撐的破

壞模式為挫曲破壞，但依挫曲破壞的

理論而言，高度越大，挫曲強度越小，

但系統支撐高度 450公分及 500公分
的強度（實驗數據及模擬數據）都比

高度 400公分的強度要大，似乎違反
挫曲破壞的理論。

但觀察實驗發現 400公分高的支
撐有一組水平桿恰好在挫曲發生的高

度，水平桿減少有效長度的效能無法

發揮，而 450公分以及 500公分支撐
中的水平桿避開了挫曲發生的高度，

可以有效發揮減少有效長度的功能，

表 2 電腦模擬強度與試驗數據比對表 [3]

電腦模擬強度（kgf） 試驗強度（kgf）

高度（cm） 一般鋼管 可調鋼管 系統架 一般鋼管 可調鋼管 系統架

400 12,470 13,170 28,540 13,628 11,102 27,249

450 11,590 14,780 17,244 12,479 11,503 17,040

500 8,652 10,790 18,688 8,208 (6,967) 20,368

550 (6,624) 7,865 19,498 7,904 (5,027) 18,295

600 (5,316) (6,266) 15,662 (5,641) (5,578) 15,364

註：（）表示強度未達設計載重標準值 7,044kg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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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一般鋼管支撐 (上調整座增加貫材 )測試前、後照
片 (400公分 ) [3]

圖 4 一般鋼管支撐測試前、後照片 (400公分 ) [3]

圖 6 可調鋼管支撐測試前、後照片 (400公分 ) [3]

圖 5 系統架支撐測試前、後照片 (400公分 ) [3]

因此挫曲強度高於 400公分高的系統
支撐，如圖 4、圖 5所示。
3. 可調鋼管支撐破壞模式

可調鋼管的數據有較大差異，原

因可能是可調鋼管構造較為複雜，市售

材料材質、管厚度等也沒有一定標準，

加上可調鋼管支撐底管較硬，接管部位

因有打插銷孔洞則較軟，且常因加工的

關係中間會有公差，例如會有插銷孔洞

大小、左右洞不對稱等細緻度不一情

形，故其可靠度較不佳，同時也有較多

的破壞模式（插銷破壞或接管挫曲），

因此可調鋼管的不確定性較高，使用上

要更加保守，避免太大高度，同時需確

實依據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中之要求

執行，如圖 6所示。
4. 雙向貫材比對及破壞測試

另外考量現地模板支撐使用貫材

之情形，對支撐承載力會有折減影響，

為進一步掌握折減情形，增加 4公尺
高實體比對測試，其中一般鋼管及可

調鋼管部份模擬第一階段工地訪視所

見的使用狀況，也就是以支撐頂部頂

住貫材，或釘 1根鋼釘固定；系統架支
撐則是使用管厚 2.5mm的立柱與先前
試驗用管厚 3.2mm做一對比彙整如表
3，對比試驗結果及圖示 7∼圖 9如下：
5. 試驗結果與性能分析

根據三種支撐類型實體測驗結果顯

示，一般單管及可調鋼管可到 4.5公尺，
但從試驗顯示超過 4公尺時破壞模態轉
為挫曲，尤其可調鋼管的不確定因素多；

而系統支撐高度為 6公尺時，其強度仍
然比需求的強度大很多。

089



Research Articles研究論文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季刊｜ 110 年 4月號

另外在增加雙向貫材時，三組 4
公尺高度之比對試驗的強度都降低，

分析其原因，系統架支撐的原因是管

厚減少，其強度降低的比例大致上與

其管厚減少的比例相符；一般鋼管及

可調鋼管強度降低較為複雜，主因是

因為頂部加貫材後的固定方式，造成

受壓構件（鋼管）的邊界條件變化，

導致受壓時的挫曲強度降低。以高度

4米支撐加貫材做為比對試驗，由結果
顯示，一般鋼管強度折減率為 36%；
可調鋼管強度折減率為 24%。

綜合以上實驗發現強度需求在

7,044kgf時，一般鋼管及可調鋼管高
度大約可到 5公尺，但其實驗條件為
設定在組搭完整及水平繫條完整設置

情形下所呈現的承載力。而現場發現

多數可調鋼管支撐水平繫條、支撐底

部及頂部固定未依規定施作、舊品折

損嚴重、支撐頂板未對準貫材等種種

現象，其影響支撐的強度很大。因此，

考量上述折損條件，建議將二種支撐

的高度限制在 4米以下，為整體支撐
結構來說，水平繫條對支撐穩固是非

常重要的結構構件，因此必須落實水

平繫條的設置。

支撐性能及使用建議
1. 支撐類型與適用高度

經實體測試結果以及各類型支撐

的特性顯示，各型支撐有其適合的支

撐高度範圍。因此，設計規劃階段可

參採（表 4），依業界參考使用數值及
現況使用問題等，進行支撐高度及相

關評估後擇用適合的支撐類型，各類

型說明如下：

(1)  一般鋼管及可調鋼管
透過各型支撐試驗以及 4米高度

一般鋼管增加雙向貫材折減率 36％，
可調鋼管增加貫材折減率 24％等數據
分析，加上現場支撐設置方式、舊品

表 3 高度 4米支撐比對測試彙整表 [3]

比對類型

條件設定

一般鋼管 可調鋼管 系統架無斜撐

無貫材 加貫材 無貫材 加貫材 型式 A t:3.2mm 型式 B t:2.5mm

承載力 kgf 13,628 8,698 11,102 8,438 27,249 19,778

強度折減率 36％ 24％ 無 無

圖 8 可調鋼管支撐 (上調整座增加貫材 )測試前、後照
片 (400公分 ) [3]

圖 9 系統架支撐 (型式 B)測試前、後照片 (400公分 ) [3]

測試前 測試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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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各型模板支撐試驗結果比較分析表 [3][5]

類型 條件 型式 結論 備註

設計

載重值

強度設計

需求計算

樓板厚重 20cm，自重

家活載重 587公斤

四根支柱強度

至少需 7,044公斤

ANSI 10.9對支撐 

安全係數 3.0

實驗值

（>7,044）

組搭及連結方式測

試條件較完整

一般鋼管 5.5公尺可 5.5（7,904>7,044）

可調鋼管 4.5公尺可 4.5（11,503>7,044）

系統架 6.0公尺可 6.0（15,364>7,044）

業界

參考值

4.0公尺有無貫材

（比對組）

一般單管

4.0公尺以下
折減 36％

可調鋼管 折減 24％

管厚不同 系統架

系統支撐高度為 6公尺時，其

強度仍然比需求的強度大很

多。在使用高度 6公尺時，可

支撐 30公尺厚 (以上 )的版。

型式、管厚不同 

需再測試

表 5　現況使用問題彙整表 [3]

條件 備註

水平繫條

水平繫條材質以角材或鋼筋時，需要適度做折減。

水平繫條設置高度僅於第一層設置或無做設置，需要適度做折減。

水平繫條第二層無做設置，需要適度做折減。

水平繫條與支撐連結方式，（角材、鋼筋時多以鐵絲綑綁），需要適度做折減。

頂板固定 多數單管及可調鋼管支撐底部及頂部固定未依規定施作，影響支撐強度，需要適度做折減。

支撐材舊品 舊品支撐材使用，需要適度做折減。

組搭情形 現場人員施作時，貫材與支撐構件位置偏移，需要適度做折減。

使用、水平繫條設置等問題考量（表

5）。建議一般鋼管及可調鋼管支撐設
計高度範圍在 4米以下，後續技師或
專人在做模板支撐設計及核算安全性

時應保守估算，可以將雙向貫材的強

度折減因素納入考量。

(2)  系統式支撐
系統支撐高度為 6公尺時，其強

度仍然比需求的強度大很多，在使用

高度6公尺時，可支撐30公分厚（以上）

的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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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支撐類型擇用說明表 [3]

支撐

類型
一般鋼管 可調鋼管支撐 系統式支撐

性能

說明

一般鋼管支撐的有

效長度較可調鋼管

短，無其他不確定性 

因素。

以底管、接管及制式插銷

為設計，其底管較硬，接

管較軟，加上因加工的關

係細緻度不一，其可靠度

不佳。

圓盤式設計，讓組立後形成一結構系

統，其精度、材料構件及整體支撐強

度相對較高。

可做多樣變化以符合現地需求，且相

關安衛設施配置易配置。

現場

使用

強度

考量

4米高度增加貫材折

減率 36％（水平繫條

使用管材以及活扣做

連結下）

4米高度增加貫材折減率

24％（水平繫條使用管材

以及活扣做連結下）

業界依管厚不同，強度不依。

安衛

設施

配置

上下設備：易 上下設備：不易 上下設備：易配

安全通道：易 安全通道：不易 安全通道：可

工作平臺：易 工作平臺：不易 工作平臺：可

高度

適用

範圍

建議 4m以下 建議 4m以下
使用高度 6公尺時，可支撐 30公分

厚（以上）的版。

(3)  另依現況使用狀況，設計時應加以

考量現場使用的情形，適度做折減。

2. 支撐材質
三種支撐類型的材質及尺寸對支

撐強度有很大的影響，建議使用的支

撐材料需符合以下要求：

(1)  一般鋼管：

A. 一般鋼管支撐特性一般鋼管支撐

的有效長度較可調鋼管短，較無

其他不確定性因素。

B. 一般鋼管支柱應使用國家標準

CNS 4435 一般結構用碳鋼鋼管

鋼管規定，材質 STK 500，其尺

度為外徑 48.6±0.25mm、厚度

2.5±0.3mm（參考國家標準 CNS 

4750 A2067鋼管施工架）。[4]

(2)  可調鋼管支柱：

可調鋼管支柱參考 CNS 5644：

2018 A2078可調鋼管支柱 [5]，其

構造及尺寸說明如下。

A. 可調鋼管支柱主要以底管、接管

及制式插銷為設計，其底管較

硬，接管較軟，加上因加工的關

係細緻度不一，中間會有公差，

故其可靠度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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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可調鋼管支柱之強度、構造、尺

寸、材料及製造方法等，依國

家標準 CNS 5644 A2078。底管

STK 400，接管 STK 500，底板

及頂板 SS300，接管銷 S35C。

支柱底管部分的長度為最大使用

長度的 50%（該值超過 1,600mm

時，為 1,600mm）。

C. 支柱達到最大使用長度時，其接

管及底管部分相重疊部分之長度

在 280mm（最大使用長度未滿

2,500mm時，為 150mm）以上。

D. 接管銷的直徑為 11.0mm以上。

E. 底板及頂板厚度 5.4mm以上。

(3)  系統式支撐：

A. 系統式支撐採圓盤式設計，讓組

立後形成一結構系統，其整體支

撐強度相對高，其精度、材料構

件強度相對高；系統式支撐可做

多樣變化以符合現地需求。

B. 統式支撐其材質及尺寸，立

柱 STK 500， 橫 桿 STK 400 以

上。立柱外徑 48.6 mm以上，

厚度 2.5 mm以上；橫桿外徑

42.3 mm 以 上， 厚 度 2.5 mm 

以上。

結論與建議
1. 由三種支撐類型實體測試顯示，一

般單管及可調鋼管適用範圍可到 4.5

公尺，但從試驗結果顯示超過 4公

尺時破壞模態轉為挫曲；而系統支

撐架在高度為 6公尺時，其強度仍

模板支撐型式及性能安全性探討

然比需求的強度大很多。因此，建

議各型式支撐的使用高度如下：一

般鋼管及可調鋼管支撐適用高度 4

公尺以下；系統式支撐（管厚度

3.2mm）高度為 6公尺時，可支撐

30公分厚（以上）的版。

2. 由實驗及理論分析結果證明，水平

繫條屬結構構件，其連結鎖固方式、

繫條材質、繫條尺寸等對整體穩定

性皆有影響，建議嚴格落實水平繫

條的設置。

3. 4公尺高度之比對試驗的強度都降

低，分析其原因系統架支撐的原因

是管厚減少，其強度降低的比例大

致上與其管厚減少的比例相符；一

般鋼管及可調鋼管強度降低較為複

雜，主因是因為頂部加貫材後的固

定方式，造成受壓構件（鋼管）的

邊界條件變化，導致受壓時的挫曲

強度降低。

4. 由實驗結果顯示，增加雙向貫材會

有大量的折減 (一般鋼管強度折減

率為 36%；可調鋼管強度折減率為

24%)，顯示此對支撐強度有重大影

響。建議技師或專任工程人員在做

模板支撐設計及核算安全性時應保

守估算，一定要將雙向貫材的強度

折減因素納入考量。

5. 可調鋼管支撐在構造、管材厚度、材

質以及加工下會有公差問題，不僅影

響可靠度外，同時也有較多的破壞模

式情形，建議可調鋼管支撐使用上要

更加保守，需有強度計書並應儘量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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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於 4公尺以下使用，同時需確實依

據規定設置水平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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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sidering the elevating of building floors with supports of formwork, there are 

occupational hazards and disasters occurring, during construction period, frequently due to the 
limited space of work, the inappropriate selections of the model for supports, or the insufficiency 
of safety and health facilities on sites.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records, the main types of 
occupational hazards and disasters are collapses and fallings, and the first main cause of the 
collapses is the inefficiency of the supports for formwork.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data analysis 
of historical occupational disasters and the inspections on construction sites, combined with 
factor analysis, to understand the defects and precautions of safety in construction of formwork 
supports. The study is also through physical experiments to understand and acquire data of 
the maximum strength intensity and the mode of load-carrying capability for each model of 
formwork supports.

The model and functional safety of formwork supports mentioned in this study is mainly 
through the model of single support and 3 types of supports, with or without the cross-shaped 
wood beams, to discuss the states of supports and the mode of destruction while carrying load. 
The result of this study will provide workers to understand the functions of each formwork 
support model and the safety on construction, and meanwhile, provide the departments of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the references to the selection of models and the design for supports, to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disasters due to the formwork supports utilized for the elevated building floor 
on construction.

Keywords： High-ceilinged building、Formwork supports、Formwork model、Occupational 

accidents、Conctruction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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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屋頂型太陽光電發電場所
作業危害預防探討

賈台寶 1、張承明 2、雷婉如 1、黃傑郁 2

1弘光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2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民國 107年 12月 21日投稿，民國 108年 7月 23日修改，民國 110年 3月 2日接受。
通訊作者：賈台寶，弘光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臺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六段 1018號，電子郵件信
箱：tpchia@sunrise.hk.edu.tw

摘要
因應能源耗盡的時代，國內近年戮力推動太陽能發電產業，部分太陽光電設

置於屋頂，然國內屋頂墜落事件時有所聞，使斜屋頂型太陽光電發電場所之作業

安全堪憂，本研究目的為蒐集相關資訊，分析屋頂作業災害，並進行現場輔導，

探討斜屋頂型太陽光電發電場所現況與危害預防重點，提供事業單位參考。

本研究蒐集國內 101–104年非營造業重大職災、102–106年營造業重大職災
資料，調查國內外太陽光電發電場所相關危害資料、法規與諮詢專家擬定安全查

核表，並進行 20個發電場所之現場專家輔導。結果顯示所蒐集近年之重大職災共
556件，有 352件（63％）為墜落案例，其中以自屋頂或採光罩墜落者較多件（∼
27％）；基本原因以未辦理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為最多（∼ 80％），106年國內
太陽光電發電場所核准案件為 6,476件，現場輔導發現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建置與運
作的組織繁複，承攬商大多對屋頂作業環境並 熟悉，目前所發生之災害中也以墜

落災害較為嚴重。依本研究之安全查核表進行現場輔導，適用斜屋頂型太陽光電

發電場所 14家中超過半數部分符合或不符合規定的缺失項目為防墜設施及安全通
道等，建議業者從「源頭管理」的觀點做好防災措施，在設計階段即納入安全措施，

並落實整體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以保障工作人員、勘查人員及鄰近人員的

安全。

關鍵詞：斜屋頂型、太陽光電、安全查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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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能源過度的使用即將耗盡地球蘊

藏量有限的能源，加上京都議定書的

壓力及各國排放二氧化碳之管制，如

今世界各國均努力推動節約能源、降

低排放及開發新能源。因應新能源時

代，行政院於 2016年完成「太陽光電
2年推動計畫」加速我國太陽能再生能
源發電量，國內規劃於 2025年提升再
生能源的發電占比達 20％，其中太陽
光電累積裝置容量目標為 20 GW，包
括屋頂型設置目標 3 GW與地面型設置
目標 17 GW，雖然太陽光電發電（PV, 
photovoltaic）產業造成土地使用、太陽
能電池製造汙染、生態及太陽電池廢棄

回收的負面衝擊 [1]，太陽能仍是節能
減碳的重要的選擇之一。

國內近年戮力推動業者建置太陽

能發電系統，能源產業技術白皮書指

出包括電氣安全、消防安全及結構安

全等皆需要配合相關法規之檢討修正，

以及在設計、施工方面之技術提升與

施工查核、運轉檢查之執行配合等，

才有可能確實落實發電成效，避免系

統受到天然災害或火災而影響系統安

全及相關人員的安全 [2]，太陽光電發
電場所潛在危害為感電、燙傷、滑倒、

跌倒、墜落、屋頂荷重、危害物質吸

入及火災時太陽能電池燃燒引起的氣

體危害（磷 , 鎘 , 碲 , 砷 , 鎵等）[3]。
美國、德國、英國、澳洲、日本均已

有太陽光電發電場所作業相關安全資

訊與指引可參閱，避免多種災害發生

[4]，國內部分太陽光電系統設置於屋
頂，然屋頂墜落事件時有所聞，使斜

屋頂型太陽光電發電場所之作業安全

堪憂。

本研究目的為針對此新興 PV產
業蒐集相關資訊，分析屋頂作業災害，

並進行現場輔導，了解斜屋頂型太陽

光電發電場所現況與危害，提供相關

事業單位作為災害預防之參考。

方法
本研究蒐集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

署網頁所列之重大職災資料 [5]，於
研究期間查閱之資料庫中僅包括國內

101–104年非營造業重大職災及 102–
106年營造業重大職災案件，及近年台
灣、美、日註明為太陽光電發電場所

職災資料。統計國內總件數、墜落案

件數後，進行墜落職災發生地點與基

本原因分析。本研究亦調查國內外太

陽光電發電場所相關危害與災害資料、

法規，諮詢相關專家擬定太陽光電發

電場所維護作業安全查核表，經 5位
專家審查修正後，以電氣維護作業查

核表進行 20個發電場所的專家現場輔
導，彙整分析輔導結果提出斜屋頂型

太陽光電發電場所維護作業安全之相

關建議。

結果
經蒐集國內 101–104年非營造業

重大職災及 102–106年營造業重大職
災案件共 556件，其中有 352件（63％）
為墜落案例，墜落事件依發生地點分

類統計件數如圖 1，自屋頂或採光罩墜
落的 94件佔最高比例 （27％），未事
先評估作業風險或錯估屋   極易造成墜
落災害。

統計涵蓋六年之國內太陽光電發

電場所職災案例，因職災網頁上特別

註明為太陽光電發電場所之職災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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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僅蒐集到 12件，發生於中南部
較多，災害類型以墜落事件11件居多，
另 1件為火災。12件墜落主要災害原
因為採光罩未設置隔柵、未於屋頂上

設置通道、2公尺以上之工作台開口部
分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

設備，或未使勞工使用安全帶等，與

近年重大墜落職災原因相似 [4]。另蒐
集美國、日本註明是太陽光電場所災

害的 9件中僅 2件為墜落災害，其餘
為火災。

國內墜落重大職災案件中（n＝
352），災害發生的基本原因如圖 2，
前五項為未辦理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80％）、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62％）、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
動檢查（51％）、未置勞工安全衛生人
員（47％）及未實施安全衛生管理計
畫（38％），顯示為預防災害，事前職
業安全教育訓練與施行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的重要性。

國內法規與太陽光電發電場所作

業安全相關者眾多，經諮詢相關專家

與北、中、南勞動檢查機構，彙整 PV
發電場所適用的主要法規如下 :
1. 勞動檢查法
2. 職業安全衛生法
3.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4.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
5.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6. 職業安全衛生標示設置準則
7.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8. 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
9.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
10. 升降機安全檢查構造標準

圖 2 墜落重大職災基本原因統計圖（n=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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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六年內墜落職災發生點統計圖 （n=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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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移動式起重機安全檢查構造標準
12. 吊籠安全檢查構造標準
13. 高架作業勞工保護措施標準
14. 高溫作業勞工作息時間標準
15.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太陽光電發電場所相關的職業安

全衛生規定相當多，仍有未納入以上

所列之法規，如「重體力勞動作業勞

工保護措施標準」、「職業災害勞工保

護法」、「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施行細

則」等。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7
條規定雇主對勞工於以石綿板、鐵皮

板、瓦、塑膠等材料構築之屋頂從事

作業時應指定專人指揮或監督該作業，

相關之作業主管包括屋頂作業主管及

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為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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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安全管理主要項目是否合乎規定，

本研究參考國內外太陽光電發電場所

相關的危害、災害與法規，諮詢相關

專家擬定斜屋頂型太陽光電發電場所

維護作業安全查核參考表，分為三種

作業的安全查核表 :支架 /屋頂維修作
業、電氣維護作業及清洗作業，表 1
為針對支架 /屋頂維修作業的安全查核
參考表 [6]，包括檢查項目、檢查方法

接下頁

與法規依據或其安全要求，查核表縱

向欄位分為作業前、中、後之工作人

員、設備、作業方式、作業環境及緊

急應變項目之檢查，應用之時機為進

行員工教育訓練或於現場作業前一一

確認時應用，查核表之限制為未能涵

蓋所有作業內容之安全查核，應用時

須注意 PV設備與場所特性，重新修正
參考表，再加以應用。

表 1 斜屋頂型太陽光電系統支架 /屋頂維護作業安全查核參考表

作業前

檢查項目 檢查方法 法規依據 /安全要求

工
作
人
員

1. 作業主管
檢查

結業證書

雇主對勞工於石綿板、鐵皮板、瓦、塑膠等材料構築之屋頂從

事作業時應指定專人指揮或監督該作業。（設 –227）

屋頂作業主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教育訓練 –10）

2. 業務主管
檢查

結業證書

事業單位勞工人數未滿三十人者，其應置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

務主管，得由事業經營負責人或其代理人擔任。（管理辦法 –3

附表二）

3. 設備 /裝置 /操作危害

預防訓練

檢查

訓練記錄

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

該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教育訓練 –16）

4. 預先熟知 PV產品特

性

目視、動作

測試
在維修屋頂之前，須熟知 PV產品特性與潛在危害。

5. 個人防護具訓練

檢查

訓練紀錄、

動作測試

1. 雇主應採取使勞工使用安全帶等防止墜落致勞工遭受危險之

措施；使用安全帶時，應設置足夠強度之必要裝置或安全母

索，供安全帶鉤掛。（設 –225）

2. 選擇正確個人防護具。

3. 個人防護具正確穿戴方法及保養維護。

設
備 6. 上下設備 目視

雇主對勞工於高差超過一．五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時，應設置

能使勞工安全上下之設備。（設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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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備

7. 防墜設施 目視

雇主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

者，應以架設施工架或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雇主依前項規定

設置工作台有困難時，應採取張掛安全網、使勞工使用安全帶

等防止勞工因墜落而遭致危險之措施。使用安全帶時，應設置

足夠強度之必要裝置或安全母索，供安全帶鉤掛。（設 –225）

8. 安全通道 目視

雇主對勞工於石綿板、鐵皮板、瓦、木板、茅草、塑膠等材料

構築之屋頂或於礦纖板、石膏板等材料構築之夾層天花板從事

作業時，為防止勞工踏穿墜落，應規劃安全通道，於屋架或

天花板支架上設置適當強度且寬度在三十公分以上之踏板。

（設 –227）

9. 捲揚式防墜器 目視 懸掛捲揚式防墜器應具足夠強度，且須設置於工作人員上方。

10. 個人防護具

目視

（安全帽、手

套、絕緣鞋等

必要防護具）

雇主對於從事電氣工作之勞工，應使其使用電工安全帽、絕緣

防護具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器具。（設 –290）

應依風險評估結果選擇適當防護衣物。

11. 生物危害預防 目視、訪談
1. 工作人員著適當工作服、防護手套、平底防滑鞋。

2. 注意防止蜂叮、蟲、蛇攻擊。

作
業
方
式

12. 作業前風險評估 目視、訪談

工作場所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時，雇主或工作場所負責人應即

令停止作業，並使勞工退避至安全場所。

勞工執行職務發現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時，得在不危及其他工

作者安全情形下，自行停止作業及退避至安全場所，並立即向

直屬主管報告。（職安法 –18）

不應於高溫、強風、濕滑屋頂或夜間工作。

13.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訪談

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

畫，包括下列事項：

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機械、設備或器具

之管理、承攬管理及變更管理、安全衛生作業標準、作業檢點

及現場巡視、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個人防護具之管理、緊急應

變措施、職業災害、虛驚事故之調查處理及統計分析。（施行

細則 –31）

承上頁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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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頁

作
業
方
式

14. 作業前安全會議
訪談

現況

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應於事前告知

該承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安全衛

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承攬人就其承攬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再

承攬時，承攬人亦應依前項規定告知再承攬人。（職安法 26）

（職安法 27） （職安法 28）

15. 吊掛作業 目視、訪談
雇主應採取防止人員進入吊舉物下方及吊舉物通過人員上方之

設備或措施。（起 –39）

作
業
環
境

16. 太陽光電系統場所出

入管制或標示
目視 出入口上鎖或張貼警告標示管制出入。

17. 屋頂、採光罩 目視

雇主使勞工從事屋頂作業時應注意易踏穿材料構築之屋頂作業

時，應設置防墜設施，或採取其他安全工法，避免工作人員有

墜落之虞；於屋架或天花板下方可能墜落之範圍，裝設堅固格

柵或安全網等防墜設施。如屋頂採光罩具格柵。

（設 –225、227）

18. 屋頂邊緣 目視

雇主對於高度在二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份，勞工

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者，應設有適當強度之圍欄、握把、覆蓋

等防護措施。（設 –224）

緊
急
應
變

19. 緊急斷電復電程序 目視
具備緊急關閉程序

（AC箱→ DC箱）。

20. 滅火器 目視 須具備 CO2或乾粉滅火器等必要之滅火器。

21. 急救箱 目視 應具備急救箱，並告知放置位置。

22. 急救人員 訪談

事業單位應參照工作場所大小、分布、危險狀況與勞工人數，

備置足夠急救藥品及器材，並置急救人員辦理急救事宜。

（健 –9）

作業中

檢查項目 檢查方法 法規依據 /安全要求

作
業
方
式

23. 確認兩人作業 目視、訪談 須有 人在現場，原則以一人操作為主。

24. 確認防墜措施 目視、訪談 工作人員穿戴防墜裝置。

25. 太陽光電模組固定 目視 太陽光電模組有固定鎖緊在支架上。

作業中

檢查項目 檢查方法 法規依據 /安全要求

設
備 26. 個人防護具 目視 作業完畢後，需將使用後之個人防護具歸還至固定位置。

作
業
方
式

27. 完成作業後確認
目視、

檢點清單

1. 完成工作時應交代清楚必要事項，並且實施作業後檢點。
2. 作業完成須實施工作人員清點、確認工作人員已經安全到達
地面。

3. 清點攜入作業工具、設備。
4. 確認作業之進行狀況，並協商下次作業。

註 :  法規全名－ 職安法→職業安全衛生法；設→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施行細則→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管理辦法→職
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教育訓練→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健→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起→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

101



Research Articles研究論文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季刊｜ 110 年 4月號

本研究係以斜屋頂型電氣維護

作業之安全查核表進行 20個發電場
所之專家現場輔導，適用斜屋頂場所

為 14家，經彙整訪視輔導斜屋頂型
太陽光電發電場所輔導結果，超過

半數為部分符合或不符合規定的缺

表 2 訪視輔導較常違反規定對照表

編號 項目名稱 法規依據

1 防墜設施

雇主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以架設施

工架或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雇主依前項規定設置工作台有困難時，應採取張

掛安全網、使勞工使用安全帶等防止勞工因墜落而遭致危險之措施。使用安全

帶時，應設置足夠強度之必要裝置或安全母索，供安全帶鉤掛。（設 -225）

2 安全通道

雇主對勞工於以石綿板、鐵皮板、瓦、木板、茅草、塑膠等材料構築之屋頂或

於以礦纖板、石膏板等材料構築之夾層天花板從事作業時，為防止勞工踏穿墜

落，應規劃安全通道，於屋架或天花板支架上設置適當強度且寬度在三十公分

以上之踏板。（設 -227）

3 屋頂邊緣
雇主對於高度在二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份，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

之虞者，應設有適當強度之圍欄、握把、覆蓋等防護措施。（設 -224）

4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包括下列事項：

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管理、承攬管

理及變更管理、安全衛生作業標準、作業檢點及現場巡視、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個人防護具之管理、緊急應變措施、職業災害、虛驚事故之調查處理及統計分

析。（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 -31）

5 安全標示

禁止標示：嚴格管制有發生危險之虞之行為，包括禁止煙火、禁止攀越、禁止

通行等。警告標示 :高壓電、墜落、感電、高熱等危險警告。（職業安全衛生

標示設置準則 -3）

6 急救箱、急救人員
事業單位應參照工作場所大小、分布、危險狀況與勞工人數，備置足夠急救藥

品及器材，並置急救人員辦理急救事宜。（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9）

接下頁

失項目為未設置防墜設施、安全通

道、屋頂邊緣防護、安全標示、急

救措施及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計畫等，受訪視之斜屋頂型太陽光

電發電場所較常違反規定對照表如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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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屋頂型太陽光電發電場所作業危害預防探討

討論
本研究透過現場輔導發現太陽光

電發電系統建置與運作的組織繁複，

承攬商大多對屋頂作業環境並不熟

悉，依本研究之安全查核表進行斜屋

頂型太陽光電發電場所現場輔導，超

過半數部分符合或不符合規定的缺失

項目為防墜設施、屋頂邊緣及安全通

道等，顯示墜落危害預防的急迫性，

依圖 2之墜落災害基本原因分析，墜

落預防之措施仍為整體性的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為主－進行教育訓練、建

立工作守則、實施自動檢查、設置 

勞安人員及實施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

畫等。英國屋頂墜落危害預防指引內

容豐富 [7]，國內亦已訂有屋頂作業墜

落預防安全指引 [8]提供業者參考，除

了較為嚴重的墜落危害外，太陽光電

發電場所維護作業危害種類彙整如表

3，不計工作人員之心理性危害，亦有

四大種類，但感電、火災之毒氣及生

物性感染問題等，亦須做好危害預防

措施，不可不慎。有關 PV維護作業其

他種類之危害預防，國外相關文獻已

有說明與建議之預防措施 [3,9-11]。

國內 106年核准的太陽光電發電

場所案件有 6,476件，以南區較多，分

布於工業區、廠房、民宅、加油站、

水面等之地面式、平屋頂型、斜屋頂

型及水面式太陽光電發電場所。斜屋

頂型太陽光電發電場所作業適用勞動

部主要法規約有 15項，而斜屋頂型
PV場所違反較多的法規為職業安全衛
生設施規則、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

則、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與職業安全衛

生標示設置準則，顯示 PV場所的防災
工作也以建置整體性安全衛生管理為

主要目標 [6]。但要針對太陽光電發電
場所訂定專章職業安全衛生法規較為

困難，因為與太陽光電發電產業相關

表 3 太陽光電發電場所維護作業危害種類

危害類別 危害種類與內容

物理性
工作人員無防護狀況下由高處墜落、電氣維修時因操作不慎感電、夏季高氣溫屋頂作業勞工熱

危害、於支架維修時之切割傷害、吊掛作業之物體墜落等。

化學性 因太陽光電系統之電線接觸不良或電弧與附近可燃物引起火災，燃燒設備產生之毒性氣體。

生物性
清洗太陽電池上鳥糞由揚起之糞便導致感染、工作人員身上傷口接觸鼠尿感染疾病、蜜蜂於屋

頂隱蔽處築巢導致勞工遭叮咬、上下屋頂時於地面草地遭蛇咬等。

人因性
工作人員搬運太陽光電電池、於支架或於屋頂進行架設、維修、保養太陽光電系統，因彎曲身

體、搬運重物或工作姿勢不良引起之肌肉骨骼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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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項目很多，包括屋頂墜落、電氣

設備、人員訓練、安全管理計畫、個

人防護、勞工健康保護等，目前有訂

定 PV作業安全規範的法規如澳門太陽
能光伏並網安全和安裝規章，先進國

家多藉著指引 [3,9-11]或專書 [12]彙
整所有相關法規，使業者有所依循。

依本研究之安全查核表現場輔

導斜屋頂太陽光電發電場所維護人

員，發現輔導缺失中超過半數部分

符合或不符合規定的項目為防墜設

施、安全通道、屋頂邊緣、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計畫、張貼安全標示與

急救人員。有關擬定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計畫，依勞動部 ”職業安全衛
生管 計畫指導原則”指出計畫應含
風險評估、危害通識、承攬管理、 
作業標準、教育訓練、防護具管理、

健康檢查、緊急應變、職災分析與管

理紀錄、績效評估等措施。其中的承

攬安全管理即為 PV場所安全管理重要
之一環，承攬太陽光電系統維護作業

之事業單位應先擬定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計畫，彼此有共同作業之時機時，

多方溝通協調事項包括 [14]正式進行
維護作業前具體告知承攬人 PV場所的
工作環境、危害因素、安全衛生法規

及相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

共同作業時，應設置協議組織及採取

必要措施；每日開工前及施工期間之

溝通及協調工作，如屋頂作業主管須

熟知相關法規，了解屋頂作業施工機

械、設備、器具、作業環境、作業安全、

安全作業標準、事故之處置與安全管 

與執行，但與一般屋頂作業不同，PV

作業場所有供應電力，屬於第一類具

顯著風險之作業場所，PV作業主管須
針對 PV場所特性做好承攬管理的各項
防災要求。

依現場輔導發現斜屋頂型 PV場
所災害發生原因也可能與太陽光電

發電系統整體的組織繁複有關，其

組織包括屋主、設計規劃廠商、清

洗、支架維護、電氣維修、效能監

控等承攬商，對屋頂作業環境並 熟

悉，PV 維護廠商的規模約為 3 人
至 30人，清洗廠商大部分為小型之
事業單位，過去屋頂作業罹災者亦

多為無一定雇主勞工或自營作業者 
[13]，且 PV維護作業相關者分屬不同
公司，又可能是非固定人員，相關工

作人員相當多且難掌控，大多不熟悉

屋頂作業，危害警覺意識低，更遑論

彼此間應有之安全溝通，極易發生災

害，發生職災時各公司將因管理缺失、

設備及措施缺失，擔負刑事責任與行

政責任。PV維護作業主要承攬者必須
傳達電氣檢修、清洗作業與支架維修

等承包的作業風險，實施必要之風險

評估、教育訓練、巡視監督、作業檢

點、事故通報與個人防護等措施，並

留紀錄備查。如國外指引特別說明要

準備方便承攬者聚集研商工作方法之

適當場所，在作業前召開安全會議，

說明作業與環境之危害辨識、危害告

知、工作要求與安全執行方法、通報

異常狀況等，以多方確認工作的安全

性，事先消除危害為要 [9-11]。
有鑑於上述斜屋頂型太陽光電發

電場所維護作業之多元危害特性，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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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PV維護作業危害預防重點如下 [6]:
1. 源頭管理：從設計端即納入所有作
業風險的管控，包括結構安全、上

下設備、安全通道、防墜設施及必

要之圍欄等，使工作人員在初期評

估至除役階段所從事之作業，均能

安全的完成執行。

2. 風險評估：從作業清查開始辨 出所
有作業風險，並研擬適當之危害控制

措施，將風險降至可容忍的程度。

3. 安全設備：依規定建置必要之安全
上下設備、安全母索系統及安全通

道等。

4. 承攬管理：依規定設置協議組
織及採取必要措施，做好每日

開 工 前 及 施 工 期 間 之 溝 通，

與 維 護 作 業 前、 中、 後 的 安 
全管理。

5. 教育訓練：內容包括太陽光電設備
特性、維護作業潛在危害、危害預

防方法、屋頂作業主管責任、承攬

危害預防溝通、個人防護與緊急應

變演練。

6. 作業檢點：針對不同作業－清洗作
業、支架維修與電氣檢測等維護作

業進行作業前、中、後之安全檢點，

確實改善缺失。

7. 巡視監督：現場作業時由屋頂作業主
管全程進行安全監督，確認危害控措

施完整性，並指正不安全行為。

8. 個人防護：個人背負式安全帶正確
使用與檢點，針對不同作業選擇適

當安全帽、手套及鞋，與做好防護

具之保養。

9.  健康管理：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規
定適當配置勞工作業，勞工罹患高血

壓、心血管疾病、貧血、平衡機能失

常等疾病之勞工不適宜高架作業。 
10.  緊急應變：針對較嚴重之墜落事
件及火災，擬定緊急應變計畫，

並進行緊急應變演練。

結論與建議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整體建置運作

的相關者眾多，彼此間是維護發電成

效的合作共同體，然清洗、維修、監

控等承攬商對屋頂作業環境並 熟悉，

較 發生災害事故，其中以墜落災害較

為嚴重，各承攬者可藉由聯絡清單與

必要之溝通紀錄，做好維護作業前、

中、後的安全管理，由於 PV作業場所
相關法規眾多、屬新興設備，加上相

關組織繁複，PV場所之防災仍以落實
整體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為要，

以保障所有工作人員、勘查人員、屋

主、廠區人員及鄰近人員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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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era of energy exhaustion, solar power industry has been promoted recently 

in Taiwan. And some solar photovoltaic systems have been installed on the roof. However, the 
fall incidents from roof happened occasionally, making the work safety of sloped rooftop solar 
photovoltaic (PV) power generation sites become highly concerned.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collect relevant information, analyze roof incidents, and conduct on-site counseling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hazard prevention key points of sloped rooftop PV power generation sites. The 
results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PV industry.

This study collects major occupational incidents in the non-construction industry from 2012 to 
2015; major occupational incid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from 2013 to 2017 in Taiwan. Relevant 
hazard data and regulations were investigated and the on-site safety checklist of PV power generation 
sites was reviewed by experts. Totally 20 on-site safety consultation were conducted. Among the 556 
major occupational incidents in recent years, 352 (~63％ ) were falling cases and the most cases were 
falling from the roof or rooflight (~27％ ). The most common cause of the incidents was lack of 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training (~80％ ). 

There were about 6,476 PV sites in 2017 in Taiwan. Through on-site visiting, it was found that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related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sectors in PV industry was complicated. And 
the contractors were not familiar with the roof working environment. The current most serious incident 
is also the fall incident. Among the 14 sloped rooftop PV sites, more than half of the items in the 
safety checklist that partially or totally failed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regulations included the fall 
arrest facilities and safe passages, etc.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PV industry should take preventive 
measur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urce management”, safety measures should be incorporated in the 
design stage. And the comprehensive safety management plan should be put into effect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staffs, survey personnel and people nearby.

Keywords: Sloped rooftop, Solar photovoltaic, Safety check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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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統計指標
歷年趨勢分析及改善探討

吳威德 1、陳俊銘 1、林光邦 2、曹常成 2

1 國家衛生研究院國家環境醫學研究所
2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摘要
綜觀目前我國職業災害通報制度仍有眾多限制，除法規上認定的勞工涵蓋程

度外，其計算方式皆會影響職業災害統計數字的正確性。本研究目的針對現有國

內職業災害千人率進行研析，以瞭解現今職業災害指標是否需調整，並透過跨資

料庫的分析模式以期將未投保勞工保險勞工納入我國職業災害統計指標推估。

本研究運用「人力資源調查統計」推估全國就業母數自 102年為 10,642,075
人至 107年成長為 11,268,381人，與勞保全部投保人數比較後，求出 102年至 107
年未投勞保人數平均約為 980,238人。新增的輔助性職業傷害（醫療）千人率每年
以 1.8%上升情形，此現象說明職業傷病申請有逐漸朝 4日以下的趨勢，在傷病指
標的估算中，倘若忽略此項申請件數將影響我國傷病指標的精準度，針對未參加

勞工保險疑似職災死亡案例，本研究串聯使用「勞保被保險人檔」與「死亡登記

檔」，發現自 103年至 106年分別有 50、51、54、53人疑似職災死亡之未涵蓋於
勞保個案，整體勞保職業災害死亡率（不含交通意外）年度百分比變化迴歸模型

（Annual Percent Change, APC）每年以 4.2%∼ 6.1%趨勢下降。
建議職災數據分析時除關注單一年度變化外，亦應分析指標長期趨勢變化，

未來可採用年度百分比變化迴歸模型（APC）分析指標長期趨勢變化，供評估職災
指標調整之應用參考。

關鍵詞： 職業災害千人率、重大職業災害、職業災害醫療給付、職業災害指標、
職業健康和安全監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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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統計，每年
全球有超過3.74億件與工作相關事故，
因為不安全或不健康的工作環境導致

278萬人死亡，進而造成全球國內生
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損失 3.94% [1]。因此，如何預防職業
災害（包含職業病與職業傷害），長久

以來為政府重要施政方針之一。為了

擬定有效防災措施，世界各國對職業

災害的類型和發生頻率等各項資料均

加以收集分析，適當提供正確的統計

基礎資料，以利制訂各項職業安全與

衛生施行政策，讓各事業機構可藉此

作為勞工危害及預防災害的重要指標，

瞭解企業內各部門職業安全衛生制度

實行情況 [2, 3]。
國際間公認現代疾病和傷害監測

系統有三個組成部分：數據的收集、

分析和傳播 [4]。健全的職業安全監測
系統，可收集高品質的數據資料，提

高員工和雇主對工作相關風險的認知，

進而制訂完善政策。目前我國有四種

主要且較完整的職業災害監測統計機

制。第一種事業單位職災通報：依現

行「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二條第五項

規定，所謂職業災害，指因勞動場所

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

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

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

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職業安全

衛生法37條規定，當工作場所發生（1）
死亡災害、（2）罹災人數 3人以上、
或（3）罹災人數 1人以上，且需住院
治療的職災，不論有無投保勞保，雇

主有通報責任，但這只針對重大職災

事件，一般職業傷病則無從得知。第

二種勞工保險職災給付：是源自於「勞

工保險條例」的職災給付資料，分傷

病、醫療、失能及死亡四種給付，通

報內容包含職業傷害與職業病。勞工

保險條例第三十四條規定之職業災害：

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害或職業

病不能工作，以致未能取得原有薪資，

正在治療中者，自不能工作之第四日

起，發給職業傷害補償費或職業病補

償費。由於勞工保險的人口涵蓋率高，

因此世界各國的職災統計資料大多也

來自類似的保險資料，但因勞工保險

條例投保規定，只限 5人以上團體及
自願投保者，因此，未強制納保事業

單位僱用 4人以下之勞工、無一定雇
主之勞工及自營作業者等的職業傷病

資料仍有待納入。第三種則是「勞動

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依照「全國職業

傷病診治網路醫院及職業傷病通報者

補助實施要點」成立的「職業傷病通

報系統」，通報包括「勞保表列職業

病」、「非勞保表列職業病」、「疑似職

業病」及「職業傷害」等職業傷病，

數據來自各職業傷病防治中心與相關

網路醫院，鼓勵醫師主動通報職業傷

病，以提昇職業傷病通報率（但無法

律強制力），提供勞動部作為職業傷病

預防相關政策之參考。第四種則是依

據「職業安全衛生法」38條規定之「職
業災害統計月報」，我國對事業單位僱

用勞工 50人以上者均應依法實施職業
災害調查，其統計指標採具風險管理

的計算基礎試算失能傷害嚴重率及失

能傷害頻率，但 50人以下小規模事業
單位抽樣家數有限。以 107年職業災

職業災害統計指標歷年趨勢分析及改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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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統計月報來看，全產業通報有 79位
死亡人數、永久失能 261人次、職業
災害傷病為 11,250人次。相對於勞保
職業傷害給付死亡人數 544人、職業
傷害失能 2,378人次、職業傷害病給付
46,794人次，職業災害統計月報其數
據涵蓋率相較不足 [5]。

綜觀目前我國職業災害通報制度

有諸多限制，除了法規上認定的勞工

涵蓋程度外，申報制度是否完善與確

切執行，皆會影響職業災害統計數字

正確性 [6]。因此，職業災害申報的資
料需要重新分析比較，以瞭解現今職

業災害指標是否需調整。本研究目的

針對現有國內職業災害千人率，研析

適合於我國之調整性職災指標或輔助

性職災指標，透過跨資料庫的分析模

式，以期將未投保勞工保險勞工（如 4
人以下事業單位勞工、無一定雇主勞

工及自營作業者等）納入我國職業災

害統計指標之推估。

指標分析
1. 勞保職業傷害千人率（傷害、失能、
死亡）與職業傷害（醫療）千人率

輔助指標

依勞工保險條例第 6條規定，年
滿 15歲以上，65歲以下之左列勞工，
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或所屬機構為

投保單位，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

險人：一、受僱於僱用勞工 5人以上
之公、民營工廠、礦場、鹽場、農場、

牧場、林場、茶場之產業勞工及交通、

公用事業之員工。二、受僱於僱用 5
人以上公司、行號之員工。三、受僱

於僱用 5人以上之新聞、文化、公益
及合作事業之員工。四、依法不得參

加公務人員保險或私立學校教職員保

險之政府機關及公、私立學校之員工。

五、受僱從事漁業生產之勞動者。六、

在政府登記有案之職業訓練機構接受

訓練者。七、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

而參加職業工會者。八、無一定雇主

或自營作業而參加漁會之甲類會員。

因此，勞工保險條例則適用於僱用 5
人以上之產業勞工、公司行號勞工及

漁民、參加職業工會之自營者、不得

參加公保之政府機關員工等為適用對

象。有關職業傷害千人率的計算方式

如下：

• 職業傷害千人率＝（該年內勞保給付
之職業傷害人次（傷病＋失能＋死亡）
/勞保全部投保人 12個月月末平均人
數）× 1000。
指標說明：

1. 職業傷害人次（子數）可依傷病給
付人次、失能給付人次或死亡給付

人數分別計算。

2. 勞工保險是以給付日期作為年度資
料基準。

3. 勞保全部投保人（母數）依據投保
勞工保險所有被保險人，12個月
月末總平均投保人數計算。

4. 勞保給付之職業災害傷病給付人
次，指勞工因執行職務而致傷害或

職業病不能工作，以致未能取得原

有薪資，正在治療中者，自不能工

作之第四日起，發給職業災害補償

費或職業病補償費，惟不包含職業

病之傷病。

（1）調整性指標計算方式說明：
修改勞保全部投保人（母數）採

用勞保被保險人檔之普通保險及職災

保險總投保人數，並排除特定續保者

身分，包含：職災勞工醫療期間退保

繼續加保者、育嬰留職停薪繼續加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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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繳納遞延）、被裁減資遣繼續加保

者、上岸候船（受僱國輪船員於上岸

候船期間比照外僱船員加保類型），因

實際情況為不在職工作者，並無職業

傷害給付等申請權利，進行計算「調

整性職業傷害千人率」。

• 調整性職業傷害千人率＝（該年內勞
保給付之職業傷害人次（傷病＋失能
＋死亡）/調整後勞保全部投保人 12
個月月末平均人數）× 1000。

（2）新增輔助性指標計算方式說明：
增加新的輔助性指標「職業傷害

（醫療）千人率」及「職業傷害（死亡）

千人率」。因勞保給付之職業傷害（傷

病）千人率是指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

而致傷害或職業病不能工作，以致未

能取得原有薪資，正在治療中者，自

不能工作之第四日起，發給職業傷害

補償費或職業病補償費，故不包含 4
日以下職業傷害（傷病）部分。因此，

增加新的輔助性指標「職業傷害（醫療）

千人率」，運用勞保醫療給付檔（職災

住院、核退住院、核退門診），不包含

勞保醫療給付檔（職災門診），挑選傷

病分類為職業災害，排除各給付檔中

無給付者，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

發生職業傷害，需門診或住院者，計

算職業傷害（醫療）人次，依「事故

日期 −人」歸人重新建立「輔助性職
業傷害（醫療）千人率」，加以瞭解 4
日以下職業傷害情形。輔助性指標計

算方式如下：

• 輔助性職業傷害（醫療）千人率 ＝
（該年內給付之職業傷害（醫療）人
次 /調整後勞保全部投保人 12個月
月末平均人數）× 1000
新的輔助性指標「職業傷害（死

亡）千人率」，運用勞保死亡給付檔 /

給付人次加上職業安全衛生署網站公

布職業災害勞工保護實計補助之死亡

家屬補助未參加勞保人次（不含職業

病）作為分子，以補充部分未投保 4
人以下事業單位之勞工、無一定雇主

之勞工及自營作業者。另以全國就業

者人數作為分母，重新建立「輔助性

職業傷害（死亡）千人率」。其中全國

就業者人數指依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

報不包含雇主之就業者人數 -年度全
國公務人員人數 +年度產業及社福外
籍勞工人數（詳細說明如下一節）。輔

助性指標計算方式如下：

• 輔助性職業傷害（死亡）千人率 ＝（該
年內勞保給付之職業傷害（死亡）人
次＋死亡家屬補助未投保人次）/全國
就業者人數× 1000

2. 全國就業母數推估與未投勞保人數
概算

目前國內就業人數依 106年主計
總處推估約有 1,143萬人，其推估值
較 106年勞保投保人口 1,022 萬人多，
顯示未投保之就業勞工（如：適用勞

工保險條例，但未投保之勞工；4人以
下團體或機構可自願加保，而未加保

之事業單位勞工；未投保之自營作業

者；未投保之無一定雇主勞工）可能

造成計算我國職業災害統計指標基礎

母數的缺漏。因此，本研究使用「人

力資源調查」結果推估全國就業者母

數。據瞭解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以

就業者為主，涵蓋完整就業者（如：

自營作業者、無酬家屬工作者、受私

人僱用者與受政府僱用者，但不包含

雇主類別），且不含外籍勞工與外配。

因此，本研究全國就業者母數推估為

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不包含雇主之

就業者人數，扣除年度全國公務人員

職業災害統計指標歷年趨勢分析及改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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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再加上年度產業及社福外籍勞工

人數。

• 各年度全國就業者人數推估方法 ＝各
年度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之就業者－
雇主－年度全國公務人員人數＋年度產
業及社福外籍勞工人數。

3. 跨單位資料庫調查潛在未通報之職業
傷害

勞工保險職災給付的通報內容包

含職業傷害，但因勞工保險條例投保規

定，5人以上團體強制投保及接受自願
投保者，因此，恐缺少僱用 4人以下事
業單位勞工、無一定雇主之勞工及自營

作業者等之職業傷害資料。綜觀目前職

災通報制度有諸多限制，仍須有其他方

式找出疑似的職業傷害。本研究為找出

疑似的職業傷害，挑選 16∼ 64歲「全
民健保承保檔」投保者（全民納保率已

達 99.6%），排除國內現有已知投保之就
業者（勞保與職保），串聯 103年至 106
年「死因統計檔」，找出潛在未通報之職

業死亡案例，挑選規則採下列原則：

1. 死亡種類為意外死亡，排除病死或自
然死、自殺、他殺、不詳。

2. 死亡場所挑選為醫院、診所與其他場
所，排除自家與長期照護場所。

3. ICD10：「交通意外」（V83-V86）、
「意外墜落」（W12-W13）、「無生
命力撞擊、切割」（W23-W25, W30, 
W35-W38）、「溺水、窒息」（W73, 
W81）、「暴露於電流、放射線（輻
射）和極端氣溫」（W85-W93（排
除W86.0家用線路和設備電流））、
「火災」（X04）、「接觸熱和燙的物
質」（X13-X14, X16-X18）、「暴露於
自然力下」（X30-X32）、「化學中毒」
（X46-X49）。

4. 重大職業災害死亡率分析方式：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則適用於各業

之工作者（指勞工、自營作業者及其

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

勞動之人員），其通報的重大職業災害

死亡千人率計算方式如下：

• 職業安全衛生法適用行業工作場所重
大職業災害死亡千人率＝（年度重大
職業災害死亡人數 /年度僱工人數）
×1000。
指標說明：

1. 重大職災是以職災發生日期作為
年度資料基準。

2. 年度僱工人數（分母）指人力資源
調查統計年報就業者人數，但不包

含雇主之就業者 =各年度人力資
源調查統計年報之就業者 -雇主。

3. 年度重大職業災害死亡人數（分子）
指職業安全衛生署就事業單位依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7條規定通
報之職業災害進行統計分析，所公

布之職業安全衛生法適用行業限

定於工作場所重大職業災害死亡

件數。

4. 職業安全衛生法自 103年 7月起，
擴大適用於各業的所有工作者（包

括受僱勞工、自營作業者及其他受

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

勞動之人員）。

5. 另為確實掌握重大職業災害案件，
勞動部職安署已採取將勞保局核

發職業災害死亡給付而事業單位

未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7 條陳報
當地勞動檢查機構之案件，函轉各

勞動檢查機構查處，以減少事業單

位發生職災死亡事故，卻隱匿不報

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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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調整性指標計算方式說明：
修改年度僱工人數（分母），依據

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等相關資料，

推估全國就業者人數，進行計算「調

整性職業安全衛生法適用行業工作場

所重大職業災害死亡千人率」。

• 職業安全衛生法適用行業工作場所重
大職業災害死亡千人率＝（年度重大
職業災害死亡人數 /調整後年度僱工
人數）×1000。
年度重大職業災害死亡人數（分

子），指職業安全衛生署就事業單位依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7條規定通報
之職業災害進行統計分析，所公布之

職業安全衛生法適用行業工作場所重

大職業災害死亡人數。年度僱工人數

（分母），採用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不包含雇主之就業者人數與年度全國

公務人員人數，並重新包含年度產業

及社福外籍勞工人數進行計算。年度

產業及社福外籍勞工人數進行計算。

5. 統計方法
年度百分比變化（Annual Percent 

Change, APC）為事件發生率隨時間變
化的一種方式。藉由假設事件發生率

用前一年比率的恆定百分比，呈現對

數尺度線性變化。例如：基準年 99年
發生率為每 100,000人有 50件，如果
年度百分比變化（APC）為 1％，100
年發生率為 50 ×1.01 = 50.5。101年
發生率則為 50.5×1.01 = 51.005，以此
類推。每年以恆定百分比變化的比率，

呈現對數尺度上的線性變化。若百分

之 95信賴區間上下限不包含 0，則代
表有達到統計上顯著，上下限大於 0
為正成長，小於 0則為負成長。
APC迴歸模型： log（Ry） = β0 + β1（year）

Ry : Rate in year y （y年度的率）

β0 : 截距（ Intercept）  β1 : 斜率（Slope）

APC模式從基準年開始到結束年度的變化比例=

[（Ry+1-Ry）/Ry] *100 = （eβ1 -1）*100
95% confidence limits 計算方式 :

Lower=100{exp（ β-s*td
-1（ 1-

α/2））-1}
Lower=100{exp（ β+s*td

-1（ 1-
α/2））-1}

其中d是自由度，s是輸出中列出
的斜率的標準誤差，td

-1（q）是 t分佈具
有d自由度的q分位數。

軟體由美國衛生研究院提供：

Joint Trend Analysis software 軟 體
（Version 4.7.0.0- February 26, 2019.） 
Website: https://surveillance.cancer.gov/
joinpoint/download ，也常被應用於評估

職業傷害預防計畫的有效性 [7, 8]。

研究結果
1. 調整性職業傷害千人率分析

原有職業災害千人率計算母數

採用投保勞工保險所有被保險人，

12個月月末總平均投保人數，102
年 為 9,697,958 人 成 長 至 107 年 為
10,337,471人。本研究計算調整後勞
保全部投保人（母數），勞保資料庫

105年後加註續保身分包含：職災勞
工醫療期間退保繼續加保者、育嬰留

職停薪繼續加保者（繳納遞延）、被裁

減資遣繼續加保者、上岸候船（受僱

國輪船員於上岸候船期間比照外僱船

員加保類型），因實際情況為不在職

工作者，並無職業傷害給付等申請權

利，所以排除。數據顯示勞保被保者

105年為 9,642,052人成長至 107年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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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年度勞保職業傷害人數分布－依傷害、失能、死亡、醫療與輔助指標區分 .

資料變項說明 資料來源 /計算單位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勞保職業傷害千人率

107年勞動檢查統計年報數據 -勞保死亡給付
檔、勞保傷病給付檔、勞保失能給付檔 /總計
人次

6.011 5.759 5.410 5.088 4.928 4.809

勞保職業傷害千人率 -不含交通事故
107年勞動檢查統計年報數據 --勞保死亡給付
檔、勞保傷病給付檔、勞保失能給付檔 /總計
人次

3.721 3.467 3.191 2.953 2.773 2.612

調整性職業傷害千人率 本研究分析 -調整性勞保全部投保人數 (母數 ) 5.123 4.962 4.842

調整性職業傷害千人率 -不含交通事故 本研究分析 -調整性勞保全部投保人數 (母數 ) 2.973 2.792 2.629

差異 (調整性指標 -原指標 ) 職業傷害千人率 0.035 0.034 0.033

 職業傷害千人率 -不含交通事故 0.020 0.019 0.017

職業傷害 (死亡 )千人率
107年勞動檢查統計年報數據 -勞保死亡給付
人次 /千人率

0.061 0.059 0.058 0.056 0.051 0.053

職業傷害 (死亡 )千人率 -不含交通事故
107年勞動檢查統計年報數據 -勞保死亡給付
人次 /千人率

0.030 0.027 0.026 0.027 0.025 0.024

調整性職業傷害 (死亡 )千人率 本研究分析 -調整性勞保全部投保人數 (母數 ) 0.056 0.051 0.053

調整性職業傷害 (死亡 )千人率 -不含交通事故 本研究分析 -調整性勞保全部投保人數 (母數 ) 0.028 0.025 0.025

差異 (調整性指標 -原指標 ) 職業傷害 (死亡 )千人率 0.000 0.000 0.000

職業傷害 (死亡 )千人率 -不含交通事故 0.001 0.000 0.001

職業傷害 (傷病 )千人率
107年勞動檢查統計年報數據 -勞保傷害給付
人次 /千人率

5.582 5.369 5.052 4.777 4.639 4.527

職業傷害 (傷病 )千人率 -不含交通事故
107年勞動檢查統計年報數據 -勞保傷害給付
人次 /千人率

3.434 3.211 2.951 2.748 2.576 2.422

調整性職業傷害 (傷病 )千人率 本研究分析 -調整性勞保全部投保人數 (母數 ) 4.811 4.672 4.557

調整性職業傷害 (傷病 )千人率 -不含交通事故 本研究分析 -調整性勞保全部投保人數 (母數 ) 2.767 2.594 2.439

差異 (調整性指標 -原指標 ) 職業傷害 (傷病 )千人率 0.034 0.033 0.030

職業傷害 (傷病 )千人率 -不含交通事故 0.019 0.018 0.017

職業傷害 (失能 )千人率
107年勞動檢查統計年報數據 -勞保失能給付
人次 /千人率

0.368 0.331 0.300 0.255 0.237 0.230

職業傷害 (失能 )千人率 -不含交通事故
107年勞動檢查統計年報數據 -勞保失能給付
人次 /千人率

0.258 0.229 0.214 0.177 0.171 0.165

調整性職業傷害 (失能 )千人率 本研究分析 -調整性勞保全部投保人數 (母數 ) 0.256 0.239 0.232

調整性職業傷害 (失能 )千人率 -不含交通事故
本本研究分析 -調整性勞保全部投保人數 (母
數 )

0.178 0.173 0.166

差異 (調整性指標 -原指標 ) 職業傷害 (失能 )千人率 0.001 0.002 0.002

職業傷害 (失能 )千人率 -不含交通事故 0.001 0.002 0.001

給付之職業傷害 (醫療 )人次 .
本研究分析 -勞保醫療給付檔 (職災住院、核
退住院、門診 )/給付人數 (事故日期 -人 )

26,128 25,258 26,775 28,255 29,028 29,932

給付之職業傷害 (醫療 )人次不含交通事故
本研究分析 -勞保醫療給付檔 (職災住院、核
退住院、門診 )/給付人數 (事故日期 -人 )

14,871 14,159 13,933 14,421 14,512 14,526

輔助性職業傷害 (醫療 )千人率
本研究分析 -勞保醫療給付檔 (職災住院、核
退住院、門診 ) /千人率

2.811 2.859 2.915

輔助性職業傷害 (醫療 )千人率 -不含交通事故
本研究分析 -勞保醫療給付檔 (職災住院、核
退住院、門診 ) /千人率

1.435 1.429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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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7,924 人，調整過後的勞保全部投
保人數較原指標低約 7萬人。

表 1呈現原指標來自職業安全衛
生署勞動檢查統計年報數據，職業傷

害千人率，102年為每千人 6.011人降
低至 107年為每千人 4.809人。經調整
過的職業傷害千人率，105年為每千人
5.123人降低至 107年為每千人 4.842
人。與原指標差異約每千人 0.03人。
其年度百分比變化（APC），職業傷害
（含交通事故）之原指標每年以 4.6%
（95% CI: -5.5∼ -3.6）顯著趨勢下降，
而調整後指標則以每年 2.8%（95% CI: 
-5.4∼ -0.1）顯著趨勢下降。兩者整體趨
勢相似，但調整後指標下降趨勢較小。

原指標勞保職業傷害（死亡）千

人率，102年為每千人 0.061人降低至
107年為每千人 0.053人。調整性職業
傷害（死亡）千人率，105年為每千人
0.056人降低至 107年為每千人 0.053
人。含交通事故之原指標每年以 3.3%
（95% CI: -5.1∼ -1.5）顯著趨勢下降，
而調整後指標則以每年 2.7%顯著趨勢
下降。兩者整體趨勢相似，但調整後

指標下降趨勢較小。

原指標勞保職業傷害（傷病）千人

率，102年為每千人 5.582人降低至 107
年為每千人 4.527人。調整性職業傷害
（傷病）千人率，105年為每千人 4.811人
降低至 107年為每千人 4.557人。與原
指標差異約每千人 0.03人。含交通事故
之原指標每年以 4.3%（95% CI: -5.2∼ -
3.4）統計上顯著趨勢下降，而調整後指
標則每年 2.7%（95% CI: -4.2 ∼ -1.1）
顯著趨勢下降。兩者整體趨勢相似，但

調整後指標下降趨勢較小。

原指標勞保職業傷害（失能）千

人率，102年為每千人 0.368人降低至
107年為每千人 0.230人。調整性職業
傷害（失能）千人率，105年為每千人
0.256人降低至 107年為每千人 0.232
人。與原指標差異約每千人 0.001∼
0.002人。含交通事故之原指標每年以
9.6%（95% CI: -11.8 ∼ -7.2）顯著趨
勢下降，而調整後指標則以每年 4.8%
（95% CI: -17.5∼ -9.8）顯著趨勢下降，
兩者整體趨勢相似，但調整後指標下

降趨勢較小。

2. 輔助性職業傷害指標
本研究分析勞保醫療給付檔（職

災住院、核退住院、門診），計算輔助

性職業傷害（醫療）千人率，結果發

現 105年為每千人 2.811人增加至 107
年為每千人 2.915人。輔助性職業傷害
（醫療）千人率（不含交通事故），105
年為每千人 1.435人至 107年為每千人
1.415人（表 1）。圖 1呈現我國 105
年至 107年有無涵蓋交通事故之輔助
性職業傷害（醫療）千人率趨勢，此

輔助性指標含交通事故年度百分比變

化（APC）呈現每年 1.8%（95% CI: 0.9 
∼ 2.8）上升情形，達到統計上顯著。

圖 1 105年 -107年有無涵蓋交通事故之輔助性職業傷害
(醫療 )千人率趨勢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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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5
1

0.5
0

105

調整性指標職業傷害（醫療）千人率－不含交通事故

調整性指標職業傷害（醫療）千人率

105-107 APC=-0.7% (-2.7, 1.4)

105-107 APC=1.8% (0.9,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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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進一步依據職業安全衛生

署網站每月公布職業災害勞工保護實

計補助之死亡家屬補助未參加勞保件

數，加總勞保給付之職業傷害（死亡）

人次與死亡家屬補助未投保人次，104
年為 673人降低至 107年為 638人。
輔助性職業傷害（死亡）千人率，104
年為每千人 0.0613人降至 107年為每
千人 0.0563人，較勞保職業傷害（死
亡）千人率高約 0.0033∼ 0.007 （表
2）。圖 2為我國自 104年到 107年職
業傷害（死亡）千人率趨勢圖，並依

原指標勞保職業傷害（死亡）千人率

與本研究調整性指標區分比較。結果

發現含交通事故之原指標每年以 3.6%
（95% CI: -10.7 ∼ 4.1）趨勢下降，但
無統計顯著意義。調整後指標則每年

3.0% （95% CI: -5.4 ∼ -0.5）顯著趨勢
下降。

3. 全國就業母數、未投勞保人數與潛
在未通報之職業傷害人數概算

表 3 呈現全國就業者母數推估人
數，自 102年從 10,642,075人成長至
107年為 11,337,972人。用上述推估全
國母數方式分別扣除勞保被保險人檔總

投保人數，算出現有潛在未投保勞工人

數，由推估方法求出 102年至 107年未
投勞保人數平均值為 980,238人。目前
潛在未投保勞工人數，主要為此4大類： 
（1）適用勞工保險條例，但未投保之勞
工；（2）4人以下團體或機構可自願加
保而未加保之勞工事業單位勞工；（3）
未投保之自營作業者；（4）未投保之無
一定雇主勞工。

勞工保險職災給付的通報內容包

含職業傷害，但因勞工保險條例投保規

定，5人以上團體強制投保及接受自願

圖 2  104年 -107年職業傷害 (死亡 )千人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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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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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性指標職業傷害（死亡）千人率

原指標職業傷害（死亡）千人率

104-107 APC=-3.0% (-5.4, -0.5)*

104-107 APC=-3.6% (-10.7, 4.1)

107105 106104

投保者，因此，恐缺少僱用 4人以下
事業單位勞工、無一定雇主之勞工及自

營作業者等之職業傷害資料。表 4 顯示
16歲至 65歲未投保勞保者發生疑似職
業相關意外傷害死亡個案數，自 103年
至 106年分別為 50、51、54、53人。
其中以「化學中毒」、「暴露於電流、

放射線和極端氣溫」、「跌倒和跌落」

為主要傷害原因。為計算未涵蓋於勞保

死亡案件，建議選取W12（在鷹架上
跌倒及跌落 Fall on and from scaffolding）
及W861（暴露於工業用線路、設備和
電力機械 Exposure to industrial wiring, 
appliances and electrical machinery）與職
業傷害關聯性較強 ICD 編碼。
4. 重大職業災害死亡千人率

根據職業安全衛生署勞動檢查

統計年報數據，原指標重大職業災害

死亡千人率，自 102年至 107年分別
為 每 千 人 0.0442、0.0349、0.0318、
0.0285、0.0277、0.0259人。與原指標
參數相比，調整性指標分母為人力資

源調查統計年報不包含雇主之就業者

人數扣除年度全國公務人員人數，再

加上年度產業及社福外籍勞工人數（詳

細說明如下節）。重大職業災害死亡千

人率調整性指標資料呈現自 102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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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運用人力資源調查統計進行全國就業者母數推估

資料變項說明 資料來源 /計算單位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全國就業者母數推估方式

僱工人數
107年勞動檢查統計年報數據 -
僱工人數

7,077,000 9,920,000 10,747,000 11,267,000 11,352,000 10,988,000

就業者人數 -雇主 a 107年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
行政院主計總處

10,499,000 10,621,000 10,747,000 10,822,000 10,907,000 10,988,000

全國公務人員人數
銓敘部 106年統計年報與 107
年銓敘部全球資訊網 /人數

346,059 347,816 347,552 347,572 349,676 356,878

產業及社福外籍勞工人數 勞動統計查詢網 /人數 489,134 551,596 587,940 624,768 676,142 706,850

全國就業者母數推估人數 b 10,642,075 10,824,780 10,987,388 11,099,196 11,233,466 11,337,972

勞就保被保險人檔總投保人數
107年勞動檢查統計年報數據 /
12個月月末總平均投保人數

9,697,958 9,844,123 10,017,241 10,121,779 10,224,876 10,337,471

潛在未投保勞工人數
全國就業者母數推估人數 -勞就
保被保險人檔總投保人數 /人數

944,117 980,657 970,147 977,417 1,008,590 1,000,501 

註：a 僱工人數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104年後指不包含雇主之就業者人數，惟 105年及 106
年誤植未排除雇主。

b 全國就業者推估母數計算 :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不包含雇主之就業者人數 -年度全國公務人員人數＋年度產業及社
福外籍勞工人數

表 2 各年度職業傷害（死亡）千人率

資料變項說明 資料來源 /計算單位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勞保職業傷害（死亡）人次
107年勞動檢查統計年報數據－
勞保死亡給付檔 /給付人次

593 582 579 563 522 544

勞保職業災害（死亡）千人率

107年勞動檢查統計年報數據－
母數為勞保全部投保人 12個月
月末平均人次勞保死亡給付人次

0.061 0.059 0.058 0.056 0.051 0.053

死亡家屬補助未投保人次（不

含職業病）

本研究分析－依據職業安全衛

生署網站每月公布職業災害勞

工保護實計補助之死亡家屬補

助未參加勞保件數

94 113 129 94

勞保職業傷害（死亡）人次加

死亡家屬補助未投保人次（不

含職業病）

本研究分析－勞動檢查統計年

報數據－勞保死亡給付檔 /給
付人次 /職業安全衛生署網站
每月公布職業災害勞工保護實

計補助

 673 676 651 638

職業傷害（死亡）千人率 a 母數為推估全國就業者母數 0.0613 0.0609 0.058 0.0563

差異（輔助性指標 -原指標） 0.0033 0.0049 0.007 0.0033

註：a 計算母數為推估全國就業者母數採用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不包含雇主之就業者人數 -年度全國公務人員人數＋年度
產業及社福外籍勞工人數、計算子數為加總勞保職業傷害 (死亡 )給付人次及職業災害勞工保護實計補助之死亡家屬
補助未投保人次，補充部分未投保 4人以下事業單位之勞工、無一定雇主之勞工及自營作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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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未投保勞保者疑似職業相關意外傷害死亡個案數

傷害分類 傷害原因 ICD-10 103 104 105 106

交通事故

主要用於工業廠區特殊車輛乘員在運輸意外事故

中受傷  
主要用於農（業）用特殊車輛乘員在運輸意外事

故中受傷 
專用建築車輛上的乘員在運輸事故中的損傷 
特殊工程車輛乘員在運輸意外事故中受傷

V83-V86 7 3 5 7

跌倒跌落
在鷹架上跌倒及跌落  
從建築物或建築結構跌落、跌出

W12-W13 9 9 18 8

無生命力撞擊

切割傷

被物件卡（鉤）住、壓砸（擠壓）、軋住或夾到

（住）   
接觸昇降、傳送的裝置，他處未歸類者  
接觸農（業）用機械 
鍋爐爆炸及破裂 
氣缸爆炸及破裂 
壓力胎、硬管或軟管的爆炸及破裂 
其他特定壓力裝置的爆炸及破裂 
其他材料爆炸（倉庫與工廠）

W23-W25 
W30 
W35-W38

0 1 0 3

溺水

窒息

特定的溺死及淹沒冷卻池 [淬火漕 ] 
被封閉（限制）於或陷入低氧環境

W73 
W81

2 3 4 4

暴露於電流、放

射線（輻射）和

極端氣溫

暴露於輸電線（路）之下 
暴露於其他特定的電流 
暴露於未特定的電流 
暴露於游離（性）輻射 
暴露於人為可見光及紫外光（線） 
暴露於其他非游離（性）輻射 
暴露於人為過熱環境 
暴露於人為過冷環境

W85-W93 
（排除W86.0 
家用線路和設

備電流）

7 10 12 8

火災 高度易燃物起火所致之意外事故 X04 0 0 0 0

接觸熱和燙的物

質

接觸水蒸氣（汽）及熱蒸氣（汽） 
接觸熱空氣及熱氣體 
接觸熱的加熱設備、散熱器及管道 
接觸熱引擎、機械及工具 
接觸其他熱金屬

X13-X14 
X16-X18

0 0 0 0

暴露於自然力下

暴露於過度的自然熱 
暴露於過度的自然冷 
暴露於陽光下

X30-X32 5 2 3 6

化學中毒

有機溶劑、鹵素烴及其蒸氣（汽）（所致）的意

外中毒及暴露 
其他氣體及蒸氣（汽）（所致）的意外中毒及暴露 
殺蟲劑（所致）的意外中毒及暴露 
其他及未特定化學製劑（品）及毒害物質（所致）

的意外中毒及暴露

X46-X49 （排
除自殺個案）

20 23 12 17

註：1. 死亡種類為意外死亡；死亡場所排除自家與長期照護場所。

2. 依各年度全民健保承保檔中 16-65歲民眾，排除掉該年度有投勞保者，再進行死亡檔串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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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年度勞保職業災害死亡與重大職業災害千人率

資料變項說明 資料來源 /計算單位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原

指

標

重大職業災害死亡千人率 a 107年勞動檢查統計年報數據－ 
母數為年度僱工人數

0.0442  0.0349 0.0318 0.0285 0.0277 0.0259

調

整

性

指

標

重大職業災害死亡千人率 b 本研究分析－母數為推估全國就

業者母數
0.0294  0.0320 0.0311 0.0289 0.0280 0.0251

差異（調整性指標－原指標） 重大職災死亡千人率 （母數不同） -0.0007  0.0004 0.0003 -0.008 

原

指

標

勞保職業災害死亡千人率－不

含交通事故

107年勞動檢查統計年報數據－
母數為勞保全部投保人 12個月
月末平均人次勞保死亡給付人次

0.030  0.027 0.026 0.027 0.025 0.024

調

整

性

指

標

勞保職業災害死亡千人率－不

含交通事故 c

本研究分析－母數為調整後勞保

全部投保人 12個月月末平均人
次

0.028 0.025 0.025

註：a 計算母數採用行政院主計總處不包含雇主之就業者人數。

 b 計算母數採用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不包含雇主之就業者人數 -年度全國公務人員人數+年度產業及社福外籍勞工人數。

 c 調整性勞保職業災害死亡千人率計算母數，排除實際情況為不在職工作者人數。

圖 3  102年 -107年有無涵蓋交通事故之勞保職業傷害
（死亡）千人率與重大職業災害死亡千人率趨勢圖

原指標重大職業災害死亡千人率

調整性指標重大職業災害死亡千人率

原指標職業傷害（死亡）千人率－不含交通事故

調整性指標職業傷害（死亡）千人率－不含交通事故

102-107 APC=-9.5% (-13.5, -5.4)*
102-107 APC=-6.5% (-10.5, -2.3)*

105-107 APC=-5.5% (-37.6, 43.2)
102-107 APC=-3.7% (-5.9, -1.3)*

102 104 106103 105 107

0.048

0.043

0.038

0.033

0.028

0.023

107年分別為 0.0294、0.032、0.0311、
0.0289、0.028、0.0251。原指標勞保職
業傷害死亡千人率資料（不含交通事

故），自 102年至 107年分別為每千人
0.030、0.027、0.026、0.027、0.025、
0.024人。調整性勞保職業傷害（死
亡）千人率資料（不含交通事故），自

105年至 107年分別為每千人 0.028、
0.025、0.025人 （表 5）。

圖 3呈現各項職業災害死亡千人
率趨勢圖，結果發現職業安全衛生署

勞動檢查統計年報計算之重大職業災

害死亡千人率原指標年度百分比變化

（APC），每年以 9.5%趨勢下降，而調
整後指標則以每年 6.5%趨勢下降，兩
者整體趨勢相似，調整後指標下降趨

勢較小。勞保職業傷害（死亡）千人

率（不含交通意外）原指標年度百分

比變化（APC），每年以 3.7%趨勢下
降，而調整後指標則以每年 5.5%趨勢
下降，兩者整體趨勢相似，調整後指

標下降趨勢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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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本研究「調整性職業傷害千人率」

指標運用調整後勞保全部投保人（母

數），以勞就保被保險人檔之總投保人

數排除實際情況為不在職工作者，續

保者約 7萬人，若子數不變情形下，
其結果與原指標差異不明顯。但思考

勞保給付之職業傷害（傷病）千人率，

不包含 4日以下職業傷害（傷病）部
分，本研究發展「輔助性職業傷害（醫

療）千人率」指標，運用醫療給付檔

（職災住院、核退住院、核退門診），

挑選傷病分類為職業災害，以瞭解 4
日以下職業傷害（傷病）情形與職業傷

害（醫療）千人率年度趨勢，採用美國

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提供的年度百分比變化（APC）
方法，進行職災率長期趨勢資料分析，

可避免僅使用傳統職災趨勢分析方式，

以兩個時間點間的斜率方式來呈現，因

不同年度選取，導致結果差異很大。結

果發現職業傷害（醫療）千人率每年以

1.8%上升，此種現象說明職業傷病申
請有逐漸朝 4日以下的趨勢，若在傷病
指標估算中忽略此類申請件數，將影響

我國傷病指標的精準度。

針對我國全國就業母數、未投勞

保人數與潛在未通報之職業傷害人數

概算。本研究運用「人力資源調查統

計」推估全國就業者人數與未投保勞

保人數，利用各年度人力資源調查統

計年報之就業者扣除雇主與年度全國

公務人員人數，加入年度產業及社福

外籍勞工人數，計算全國就業者人數

自 102年為 10,642,075人至 107年成長
為 11,268,381人。利用上述全國就業者
人數扣除勞保被保險人檔總投保人數，

推算現有潛在未投保勞工人數，102年至
107年未投勞保人數平均值為980,238人。
相較日本、新加坡、英國、美國與澳洲

目前對職災死亡和職業災害率之指標，

各國採用的母數（或母群體）是以當期

人口調查所得就業人口標準為基準的方

法。建議未來若要與國際接軌和對照比

較，可採用人口調查之整體就業推估人

數來作為分母計算。

我國目前主要以勞工保險職業災害

千人率作為職業災害統計指標，因其僅

限於 5人以上強制投保之事業單位，以致
受僱於 4人以下事業單位之勞工、無一定
雇主勞工及自營作業者未強制加保，若發

生職業災害情形，可能有部分未納入統

計資料。本研究進行「跨單位資料庫整合

分析方式」，使用勞工保險「勞就保被保

險人檔」」與全民健保「死亡登記檔」串

聯，找出疑似未投保勞工保險之死亡的可

能個案（如：未強制加保之勞工的意外死

亡類型），自 103年至 106年分別為 50、
51、54、53人。其中以「化學中毒」、「暴
露於電流、放射線和極端氣溫」、「跌倒

和跌落」為主要傷害原因。若進一步加總

勞保職業災害死亡率（不含交通意外）與

潛在未通報之職業災害死亡個案數（不

含交通意外），整體趨勢與 APC每年以
4.2%∼ 6.1%趨勢下降。結果佐證即便考
量目前潛在未投保勞工與潛在未通報之

職業傷害人數，我國職災死亡千人率仍是

持續下降趨勢。

結論
本研究研析之「調整性職業傷害千

人率」指標、「輔助性職業傷害（醫療）

千人率」指標及「調整性職業安全衛生

法適用行業工作場所重大職業災害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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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人率」指標可供職安署未來評估職災

指標調整之應用參考。職業傷害（醫療）

千人率每年以 1.8%上升，此現象說明職
業傷病申請有逐漸朝 4日以下的趨勢，
在傷病指標估算中，倘忽略此類申請件

數將影響我國傷病指標的精準度。

針對未參加勞工保險疑似職災死亡

案例，本研究除串聯「勞保被保險人檔」

與「健保死亡登記檔」外，另選取與職

業傷害關聯性較強的健保死亡登記檔死

因分類，例如：在鷹架上跌倒、跌落與

暴露於工業用線路、設備和電力機械，

找出未涵蓋於勞保疑似職災死亡個案。此

外，建議職災數據分析在探討單一年度

變化同時，亦應分析指標長期趨勢變化，

未來可採用 APC迴歸模型分析指標長期
趨勢變化。

有效的職業安全衛生監督管理系

統，取決於國家職業安全與衛生制度及

其勞工補償制度的法律框架，因此，覆

蓋更多人口的勞工補償制度有助於數據

收集的完整度。目前我國職業災害保險

法正在積極推動中，將規劃不分僱用人

數，全部納入保障範圍，也就是說，對

受僱於 4人以下事業單位之勞工強制納
入勞工保險系統，有望可逐步完善現行

國內職災資訊。

研究限制
本研究使用勞保與健保資料庫進行

分析，因此，僅能觀察我國整體職業災

害分布情形，無法深入探究整體職業災

害率其下降的主客觀原因，也就是說，

無法就政府和事業單位投入安全衛生預

防政策實施成效、勞工個人認知層面（例

如：工作類型、作業安全知識與防護具使

用）等因素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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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頁：英文或中文標題、英文摘要（以中文投稿者）或中文摘要（以英文投稿

者）、關鍵詞（Keywords）：須配合第二頁的內容打字。 

4.第四頁以後：本文（緒言、方法或案例分析、結果、討論）、誌謝、參考文獻及

圖表。 

(1)本文之編碼方式如下：1.、（1）、A.、（A）、a.、（a）。 

(2)需以斜體字、畫底線方式印刷的詞句，請在該詞句左方空白處特別註明；無法

以打字呈現之特殊符號，請直接書寫，並在該處左方空白處特別註明。 

(3)翻譯之專有名詞的縮寫於第一次出現時需拼出全文，各個字的第一個字母為大

寫，如腕道症候群（Carpal Tunnel Syndrome, CTS）；翻譯之非專有名詞於第一

次出現時亦需拼出全文，但各個字的第一個字母為小寫。 

(4)數字一律用阿拉伯數字書寫；同一項目之有效位數需統一；度量衡單位一律用

國際單位系統符號；相關係數請取至小數點後 4位。 

(5)化學藥品、儀器及設備寫法之範例如下： 

cholesterol（99+%, Sigma Chemical Co., St Louis, MO） 

CCD camera (SPOT 2, Diagnostic instruments Inc., USA) 

(6)方程式之編號以(1)，(2)…為序，中文稿以式(1)稱之，英文稿以 Equation(1)稱

之。 

(7)圖表以各 5個以內為原則，編號以 1,2…為序，中文稿以圖 1、表 1表示，英

文稿則 Figure 1、Table 1稱之。請儘量提供白紙黑字清晰之圖表於 A4紙上。

圖之高度約 8cm，圖內文字請用打字，文字高度以 2mm 以上為原則，所有圖

表之座標、單位表示方式須一致，圖表內所含文字應與文稿一致，統一用中文

或英文。圖表之說明文字，表位於上方，圖位於下方。 

5.勞動政策類文章得採同頁註(footnote)格式，引用同一著作時，如緊接上一註解引

用，則使用「同前註」，若頁數不同，並標明頁數。如其間隔有其他註解，則

註明作者及「同前註 xx」，若頁數不同，並標明頁數。 

(1)中、日文引註格式：摘要內容請摘述研究目的、方法、結果及結論等之重點。 

A.專書作者姓名，書名，出版者，出版年月，頁碼。 

B.期刊論文：作者姓名，論文名稱，期刊名卷期數，出版年月，頁碼。 

C.學位論文：作者姓名，論文名稱，○大學○○○研究所碩（博）士論文，出版

年月，頁碼。 

D.專書論文：作者姓名，論文名稱，所載書名，出版者，出版年月，頁碼。 

E.研討會論文：作者姓名，論文名稱，研討會名稱，主辦單位，日期，頁碼。 

F.大法官解釋：大法官釋字○○號。 

G.法律條文：勞動基準法第○條第○項第○款：「○○○○」。 

H.行政函示：勞動部（105）勞動條字○○○○○號函。 

 2 

6.印製稿之第一次校對由作者負責。印製完成時，本所將寄 20本免費之抽印本予

通訊作者。若需要加印，超過部分，每份酌收 50元。 

 

四四、、審審查查方方式式 

1..收到來稿後先做形式審查，如有未符合者，本刊將在說明後請投稿人加以補正。 

2.形式審查後，由編輯委員會邀請兩位相關領域審查委員進行審查，如果兩位審查

委員意見相左，編輯委員會將另請第三位審查委員加入審查，以決定刊登與否。 

 

五五、、文文章章格格式式：： 

稿件請按下列格式分頁繕打，並編頁碼。 

1.第一頁：只列中英文標題、作者及服務單位。 

(1)中文標題以 20字以內為原則，英文標題以 40個字母以內為原則，標題除介詞、

冠詞或連接詞外，各個字的第一個字母為大寫；英文標題應與中文標題相符。 

(2)作者的中英文姓名。英文姓名請寫全名，先名後姓，第一字母大寫其餘小寫（如

Tung-Sheng Shih）。 

(3)作者所屬學校或單位之中英文名稱，請填寫全銜（如作者所屬單位不同，請在

姓名後用 1,2表示，並表示單位名稱）。 
        1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2 Department of Epidemiology and Public Health, School of Medicine, 
         Yale University, New Heaven, Connecticut, USA. 

(4)通訊作者之中英文姓名、服務單位、通訊地址（含郵遞區號）、電話、傳真及

電子郵件信箱。 

2.第二頁：中文或英文標題、中文摘要（以中文投稿者）或英文摘要（以英文投稿

者）、關鍵詞（Keywords）。 

(1)摘要內容請摘述研究目的、方法、結果及結論等之重點。 

(2)應盡量避免於標題及摘要中使用縮寫字（詞）；如需使用，翻譯之專有名詞的

縮寫於第一次出現時需拼出全文，各個字的第一個字母為大寫，如腕道症候群

（Carpal Tunnel Syndrome, CTS）；翻譯之非專有名詞的縮寫於第一次出現時亦

需拼出全文，但各個字的第一個字母不需大寫。 

(3)中文摘要以 500字為原則，並附關鍵詞 3至 5個。 

(4)英文摘要以 300字為原則，並附關鍵詞 3至 5個（第一字母大寫其餘小寫，如

Cumulative trauma dis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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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學位論文：作者姓名，論文名稱，○大學○○○研究所碩（博）士論文，出版

年月，頁碼。 

D.專書論文：作者姓名，論文名稱，所載書名，出版者，出版年月，頁碼。 

E.研討會論文：作者姓名，論文名稱，研討會名稱，主辦單位，日期，頁碼。 

F.大法官解釋：大法官釋字○○號。 

G.法律條文：勞動基準法第○條第○項第○款：「○○○○」。 

H.行政函示：勞動部（105）勞動條字○○○○○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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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nonymous. Cancer in South Africa [editorial]. South African Medical 
Journal 1994; 84: 15. 

E.引用雜誌附冊 
Shen HM, Zhang QF. Risk assessment of nickel carcinogenicity and 
occupational lung cancer.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 1994; 102 Suppl 1: 
275-82. 

(2)單行本 

A.有作者 
中文例（作者：書名。版次，發行地名，出版社名；年份。） 
郭育良等：職業病概論。四版，台灣省台北市，華杏出版社；2012。 
英文例（author. Title. 版次. 發行地名. 出版社名; 年份.） 

B.以編輯者為著者 
Norman IJ, Redfern SJ, editors. Mental health care for elderly people. New 
York: Churchill Livingstone; 1996. 

C.以機關為作者 
Institute of Medicine (US). Looking at the future of the Medicaid program. 
Washington: The Institute; 1992. 

D.引用某章節時 
Phillips SJ, Whisnant JP. Hypertension and stroke. In: Laragh JH, Brenner 
BM, editors. Hypertension: pathophysiology,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2nd ed. New York: Raven Press; 1995. p. 465-78. 

E.會議或研討會專輯 
Kimura J, Shibasaki H, editors. Recent advances in clinical neurophysiology. 
Proceedings of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EMG and Clinical 
Neurophysiology; 1995 Oct 15-19; Kyoto, Japan. Amsterdam: Elsevier; 1996. 

學位論文 
Kaplan SJ. Post-hospital home health care: the elderly’s access and utilization 
[dissertation]. St. Louis (MO): Washington Univ.; 1995. 

(3)其它參考文獻之書寫方式請逕參考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Medical Journal 

Editors. Uniform Requirements for Manuscripts Submitted to Biomedical Journal. 

New Engl J Med 1997;336:309-15. (Available from: URL: http://www.icmje.org/)。 
 

 

 4 

I.法院判決：行政法院 83 年判字第 56 號，行政法院裁判要旨彙編 14 輯，頁

966。 

J.法院決議：85年度第 12次刑事庭決議。85年 7月 2日，最高法院刑事庭決

議彙編○卷○期，○年。 

(2)其他外文引註格式：請依各該國學術慣例。書籍、論文請註明作者、論文或專

書題目、出處（如：期刊名稱及卷期數）、出版資訊、頁數及年代等。例如： 

A.書籍：（英）Francis Rose, Company Law 38 (5th ed. 2001). 

（德）Götz Hueck, Gesellschaftsrecht, 19 Aufl., München 

B.期刊：（英）Charles A. Reich, The New Property, 73 Yale L.J.733, 73738(1964). 

（德）Helge Gondesen, Rechtliche Aspekte desManagement BuyOut,WM 

1989,201. 

6.參考文獻撰寫格式以英文為主，按文中出現之先後次序連續排列（編號以 1,2…

為序），於本文引用句後方以阿拉伯數字置於[ ]括弧內註記。文內引用時，如作

者為 2名以下，姓氏同時列出，若 3名以上時，限引用第 1作者，加上 et al.（等

人）代替；尚在投稿中或只提供網址資訊的文獻，不得引用；期刊應書寫全名，

格式如下： 

(1)期刊 

A.標準期刊 
中文例（作者：篇名。刊物名 年份；卷：頁數。） 
黃德琪、闕妙如、黃奕孝、李聯雄、石東生、鐘順輝：塗料業作業環境

污染控制工程改善實務。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季刊 2012；20(1)：
136-41。 
英文例（作者. 篇名. 刊物名 年份; 卷: 頁數.） 
Vega KJ, Pina I, Krevsky B. Heart transplant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d risk for pancreatobiliary disease. Annual of International Medicine 
1996; 124: 980-3. 

B.超過 6位作者 
Parkin DM, Clayton D, Black RJ, Masuyer E, Friedl HP, Ivanov E, et al. 
Childhood leukaemia in Europe after Chernobyl: 5 year follow-up. British 
Journal of Cancer 1996; 73: 1006-12. 

C.以機關為作者 
The Cardiac Society of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Clinical exercise stress 
testing. Safety and performance guidelines. Medical Journal of Australia 1996; 
164: 282-4. 

D.作者無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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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勞動動及及職職業業安安全全衛衛生生研研究究季季刊刊著著作作權權讓讓與與書書 

以下簽名立書著作人已徵得其他共同著作人同意，將發表於「勞動及職業安全衛

生研究季刊」之著作 
篇名：                                                       

                                                                
稿件領域 

□勞動市場       □勞動關係 

□職業安全       □職業衛生     □職業危害評估 
稿件類別 
□A.科普文章 
□產業焦點  
□法規動態 
□研究綜論 

□B.學術論文 
□研究論文(research article)  
□綜論(review article)  
□實務(practice article)或案例報告(case report) 

□專業瞭望 

著作財產權讓與給「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惟著作人仍保有未來集

結出版、教學及網站等個人使用之權利，如：  

一、本著作相關之商標權與專利權。 
二、本著作之全部或部分著作人教學用之重製權。 
三、出版後，本著作之全部或部分用於著作人之書中或論文集中之使用權。 
四、本著作用於著作人受僱機關內部分送之重製使用權。 
五、本著作及其所含資料之公開口述權。 

 
著作人擔保本著作係著作人之原創性著作，著作人並擔保本著作未含有誹謗或不

法之內容，且未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若因審稿、校稿因素導致著作名稱變動，

著作人同意視為相同著作，不影響本讓與書之效力。 
 
本篇列名之所有著作者皆為實際參與研究及撰述，並能負責修改、校對與審查討

論之工作，所有簽章之著作者亦均已同意投稿論文之內容及結論。本稿件的審查

意見回覆表，均由通訊作者確認並簽名。 
 
是是否否同同意意授授權權由由本本期期刊刊編編輯輯部部進進行行稿稿件件英英譯譯，，並並以以中中英英文文刊刊登登？？□□同同意意 □□不不同同意意 
 
立書人姓名：                    身份證字號：                                 

通訊電話：                     電子信箱：                                

立書人簽章：                                                             

 

中華民國  109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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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勞動動部部勞勞動動及及職職業業安安全全衛衛生生研研究究所所 

勞勞動動與與職職業業安安全全衛衛生生優優秀秀期期刊刊論論文文甄甄選選辦辦法法 

 

一一、、目目的的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為鼓勵

國內研究人員與大專院校師生從事勞動與職業安全衛生研究，結

合學術理論與實務應用，致力於改善勞工工作環境、減少職業傷

病、促進身心健康、提昇勞動關係與勞動品質、健全勞動政策體

系等，並增進社會各界對勞動與職業安全衛生議題之瞭解與交

流，特訂定本辦法。 
 

二二、、申申請請資資格格 

1.過去 3年內（即前 3年 1月至 12月）於「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

研究季刊」接受刊登並已出版之論文，申請人須為論文之第 1

作者（如為共同第 1作者，則以排序第 1位為代表）。 

2.每位申請人每次至多送審 1 篇，申請之論文限於國內所作之研

究，且未獲其他獎助。 

3.曾獲本獎者，3年內不得再提申請，且同篇論文僅限獎勵 1次。 
 

三三、、申申請請程程序序與與送送審審文文件件 

1.申請人應於每年 3月 1日起至 5月 31日止提出申請，逾期不予

受理。 

2.申請表正本 1份（申請表格請至本所網頁下載）。 

3.論文抽印本 1份，如抽印本不足可以影本代替（檢附刊登證明）。 

4.提供論文被學術研究引用情形、以及被政策參採情形之佐證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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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上述文件併同電子檔光碟（含申請表、論文、刊登證明、學術

引用與政策參採之佐證資料）寄至本所勞工安全衛生展示館。 
 

四四、、評評審審程程序序 

1.由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季刊編輯會議依據稿件領域邀請相

關委員進行評審後推薦獲獎名單。申請人、申請人之指導教授

或共同作者，不得為本獎評審委員。 

2.評分標準：學術表現（70%）、政策參採（30%）。若無論文達獎

勵標準（總分低於 70分）時，得以「從缺」處理。 
 

五五、、獎獎勵勵名名額額與與方方式式  

1.分為「勞動政策」、「職業安全」與「職業衛生」領域，各設置

「金質獎」乙名與「銀質獎」乙名，實際獎勵名額本所有權視

情況修訂之。 

2.獲獎人受邀於全國性勞動政策、職業安全衛生研討會或本所舉

辦之成果發表會中接受公開表揚，頒發獎狀乙紙與獎牌(座)，

並以口頭方式發表其受獎論文。若缺席參與發表，主辦單位有

權取消其獲獎資格。 

六六、、本本辦辦法法簽簽奉奉所所長長核核定定後後實實施施，，修修正正時時亦亦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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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勞動動部部勞勞動動及及職職業業安安全全衛衛生生研研究究所所 
勞勞動動與與職職業業安安全全衛衛生生優優秀秀期期刊刊論論文文甄甄選選申申請請表表 

 

申 請 人 

姓 名  性 別  

出 生       年      月      日 

服務單位  

職 稱  

通訊地址 
-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論文資訊 

中文題目  

英文題目  

作者名單 
 

（按刊登之原排序） 

出版年月       年      月       

出版卷期       卷      期       

甄選領域 勞動政策  職業安全   職業衛生 

申請文件 

(備妥請) 

 申請表正本 1份 

 論文抽印本 1份（如抽印本不足可以影本代替） 

 論文刊登證明 1份 

 論文被學術研究引用情形佐證資料 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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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共同作者，不得為本獎評審委員。 

2.評分標準：學術表現（70%）、政策參採（30%）。若無論文達獎

勵標準（總分低於 70分）時，得以「從缺」處理。 
 

五五、、獎獎勵勵名名額額與與方方式式  

1.分為「勞動政策」、「職業安全」與「職業衛生」領域，各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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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獲獎人受邀於全國性勞動政策、職業安全衛生研討會或本所舉

辦之成果發表會中接受公開表揚，頒發獎狀乙紙與獎牌(座)，

並以口頭方式發表其受獎論文。若缺席參與發表，主辦單位有

權取消其獲獎資格。 

六六、、本本辦辦法法簽簽奉奉所所長長核核定定後後實實施施，，修修正正時時亦亦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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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被政策參採情形佐證資料 1份 

 上述文件併同電子檔光碟 1張 

申請人聲明 

1. 本人已詳閱「勞動與職業安全衛生優秀期刊論文甄選辦法」，且

本人 3年內未曾獲得此獎 

2. 甄選論文屬於國內所作之研究，且未曾獲得此獎或其他獎助 

 

申請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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