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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安全與衛生實務 

王 萬 益 
工業安全技師 
工礦衛生技師 

e-mail: taipei53@pchom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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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目的 

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勞工安全與健康。  

職業災害--勞工就業場所之建築物、設備、
原料、材料、化學物品、氣體、蒸氣、粉
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
勞工疾病、傷害、殘廢或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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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內容 

壹、職業災害的類型及發生原因 

貳、避免職業災害的方式及注意事項 

参、發生職業災害時的應變措施 

肆、職業災害補償 

伍、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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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職業災害的類型及發生原因 

• 隨著產業及科技快速發展，雖促進了經
濟繁榮，但也使勞工暴露於各種不同的
在危害環境或危險中… 



工讀生職業災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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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7月11日晚間22時許，民善
街家樂○賣場內爭○火鍋店之勞
工游○○從事切肉機清潔作業時，
因未按標準作業程序將切肉機電
源關閉，即逕行清潔作業，以致
遭刀具切傷右手中指及大拇指，
緊急送至內湖三軍總醫院急救，
業於隔日清晨完成縫合手術，返
家休養。 



工讀生職業災害案例 

砂輪機切割傷 

• 101年7月27日下午約2

時30分許，黃○龍所
僱勞工莊○宗於進行
鋁窗安裝工程時，利
用砂輪機切除切原有
的鋁件，俾利新的鋁
窗安裝，莊員手持砂
輪機，不慎滑手掉落
，因未穿安全鞋而導
致腳部割傷，經送台
北榮民總醫院治療後
，已出院返家休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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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讀生職業災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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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讀生職業災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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氫氟酸腐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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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氯化碳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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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合梯墜落 



主講人：王萬益 技師 17 



主講人：王萬益 技師 18 

壹、職業災害的類型及發生原因 

職業災害 --勞工就業場
所之建築物、設備、原
料、材料、化學物品、
氣體、蒸氣、粉塵等或
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
原因引起之勞工疾病、
傷害、殘廢或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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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損失 

(隱藏性損失) – 
停工損失、訓練新人、
士氣低落、效率降低、
民眾抗爭、罰金支出、
形象受損 

直接損失
(保險支付)  
---人員傷
亡、資財損
失 

事故的損失及影響 

事故的影響 

– 人力損失 

– 設備、成本、

設施損失 

– 材料損失 

– 時間損失 

<< 企業、勞工、家屬、社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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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發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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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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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發生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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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發生的間接原因 
不安全的設備 / 狀況 

1. 機械設備…未妥善防護 

2. 工作場所建築物…未達必要強度 

3. 電氣設備…無防爆構造、 無絕緣、 無防止感電設施 

4. 有墜落之虞的作業…未設覆蓋、護欄 

5. 有靜電產生之危險場所…未設靜電消除設施 

6. 通風換氣不良…易燃、易爆 、 缺氧、有毒環境 

7. 管路、設備維護保養不良…腐蝕、裂痕、耐壓不足 

8. 不適當的防護裝置、 控制設備、 設備失效 

9. 未設自動控溫設備、 連鎖裝置、 監測設備  

10. 危險性機械設備未經檢查合格、機械器具未符合防護標
準 

11. 不當開挖、 不當擋土支撐 

12. 不當防護設備 

13. 機械設備…不符合人體工學 



工讀生職業災害案例 

主講人：王萬益 技師 27  



主講人：王萬益 技師 28 



主講人：王萬益 技師 29 



主講人:王萬益  技師 30 

事故發生的間接原因 
不安全的行為 

• 未依標準作業程序作業 

• 未依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作業 

• 未經許可擅入禁止進入之危險作業場所 

• 無資格操作非本身得操控之機器設備 

• 為圖操作便利，使安全裝置失效或拆除之 

• 於不適當位置操作機械設備，接近危險點 

• 於運轉中之機械設備，從事掃除、 上油、修理、檢
查 

• 未著用必要個人防護具或選擇防護具錯誤、 使用方
法不當 

• 進入危害場所，未作必要之危害辨認…如動火作業、
管線作業 、貯槽作業 

• 使用不當的手工具 



工讀生職業災害案例 

砂輪機切割傷 

• 101年7月27日下午約2

時30分許，黃○龍所
僱勞工莊○宗於進行
鋁窗安裝工程時，利
用砂輪機切除切原有
的鋁件，俾利新的鋁
窗安裝，莊員手持砂
輪機，不慎滑手掉落
，因未穿安全鞋而導
致腳部割傷，經送台
北榮民總醫院治療後
，已出院返家休養。 

主講人：王萬益 技師 100/01/19 31  



主講人：王萬益 技師 100/01/19 32 / 117 

想想看  會有什麼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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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bs-files10.iyaya.com/20070913/20070913204547-8614.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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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離譜了罷 ！ 



主講人：王萬益 技師 100/01/19 35 / 117 

想想看  會有什麼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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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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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發生的基本原因 

不良的政策、不良的管理 

 勞工未接受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勞工未遵守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勞工未實施自動檢查 

個人及社會環境因素 



醫院院內感染 

• 榮Ｏ醫院ＯＯ病房自
101/06/30起20天內有
醫護同仁陸續出現呼
吸道症狀， 14位醫護
人員疑似遭黴漿菌感
染，陸續住院觀察治
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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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意外事故的因子 

1. 人的因素 
– 作業安全是勞雇雙方共同的責任 

– 雇主：有責任及權力去控制工作的進行方
式  

– 管理階層：設計安全的工作規範  

– 勞工：遵守安全的工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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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意外事故的因子 

2.物料因素 
– 工作場所之物料、材料可能具有危險性、

腐蝕性，造成火災、爆炸 

3.設備因子 
– 機械、電氣、器具等設備之危害性 

• 被夾、被捲、被切、被割 

• 熱、壓力、輻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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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意外事故的因子 

4. 環境因素 

– 通道、地板、階梯、通風、採光、照明、
游離輻射、地質、水文、高溫、低溫、機
械、設備  

5. 製程因素 

– 熱、高壓、高溫、化學反應、噪音、粉塵、
蒸氣、燻煙等生產程序可能產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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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避免職業災害的方式及注意事項 

﹙一﹚控制危害源：消除、取代、包圍、
隔離危害源 

﹙二﹚從危害所及之路徑控制︰屏蔽、 動
力源上鎖、掛籤 

﹙三﹚從暴露之勞工加以控制︰防護設備、
個人防護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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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裝、防護具的著用 

• 服裝的著用 

• 防護具的種類及使用時機 

– 頭部、耳部、眼睛、呼吸、手部、身體 

• 防護具使用上應注意事項 



服裝儀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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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應該發揮影響力,告知所屬員工
將防護眼鏡,口罩,耳塞放入防護用
具袋,進入工場隨時可視情況配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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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安全危害之控制 

﹙一﹚機械防護 

﹙二﹚能量危害防護 

﹙三﹚局限空間危害預防 

﹙四﹚物料搬運、處置之危害預防 

1. 徒手處置物料：提舉、攜帶、放下 

2. 機械處置物料：手推車、堆高機、起
重機具 

3. 有危害物料之處置：MSDS 、SOP 、
防護具、緊急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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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危害的發生源 

（一）操作點、工作點 

（二）動力傳動系統 （三）其他移動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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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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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B斷電 

上鎖 掛標示牌並簽名 

動力來源配電盤斷電 
斷電、上鎖、掛牌並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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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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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具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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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搬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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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物及有害物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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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物：係指爆炸性物質、著火性物質(易燃固體、
自燃物質、禁水性物質)、氧化性物質、易燃性液體
、可燃性氣體及其他之物質，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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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物：係指有機溶劑、鉛、四烷基鉛、特定
化學物質及其他之物質，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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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風與換氣 

石化事業部局限空間作業注意事項 
一.本作業之危害性如下，並懸掛「非經許可、禁止進入」警告牌。 

     1). 缺氧、窒息。 

     2). 有害物中毒。 

     3). 火災、爆炸。 

     4). 感電。 

     5). 墜落、滑落。 

     6). 熱或冷危害。 

     7). 其他危害。 

二.進入該場所時應採取之措施： 

1).作業人員需兩人以上，並已取得工作安全許可證並依局限空
間作業檢點表檢點完成，方可進入。 

2).對所屬員工已施予缺氧危害及預防災變三小時以上之教育
訓練。 

3).作業前、中均以防爆抽送風機通風換氣（不得使用純氧）。 
4).已照規定實施作業環境測定並記錄。 
5).雇主應確認已備妥各項防護器材如空氣呼吸器、氧氣救生器

等急救防護器，及個人防護具。 
6).雇主應指派人孔監視者，該人孔監視者應堅守崗位，不得擅

離職守。 
三.事故發生時之緊急措施及緊急聯絡方式： 

1).監視人員立即通知所有工作人員撤離並通知轄區聯絡人及
電話：            、監造聯絡人及電話：              及
安環部門聯絡人及電話：             
下班之後請通知安管中心（分機：8405或 8406） 

   2).非經訓練合格之急救搶救人員或未配戴防護具者，禁止進入

搶救。 

四.已指定監視人員：          、救援人員：          。 

五.禁止與作業無關人員進入局限空間作業場所。 
註：本公告，公告於局限空間作業場所入口顯而易見之處。                                                  

表格核定日： 93.04.14                                                                                     2A0-SHE-6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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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用氣體(O2  H2S %LEL) 
偵測警報儀器 

採
樣
導
管
（
延
伸
管
） 

可燃性氣體 %LEL    
硫化氫 ppm             
氧氣  % v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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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量不可超負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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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作業應採取適當安全措施 

•活線作業及活線近接作業 

應佩戴絕緣防護具             應使用絕緣工具 

•絕緣安全帽 

•絕緣手套 

•絕緣衣 

•絕緣袖套 

•絕緣長靴 

•電氣用絕緣管 

•電氣用絕緣毯 

•電氣用絕緣礙子套 

•停電作業 

遵守工作守則安全規定：                                                    

電氣機械設備檢修、調整等應採停電作業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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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看  會有什麼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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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看  會有什麼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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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看  會有什麼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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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看  會有什麼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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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看  會有什麼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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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看  會有什麼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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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看  會有什麼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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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看 

會有什麼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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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看  會有什麼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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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看  會有什麼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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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看  會有什麼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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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看  會有什麼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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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看  會有什麼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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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看  會有什麼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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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看  會有什麼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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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發生職業災害時的應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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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發生職業災害時的應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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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發生職業災害時的應變措施 

﹙一﹚異常之處置  

1. 連絡︰由發現者將異常事態告知安全衛生
管理人員、維護人員處置。 

2. 報告︰將異常事態之要點記錄，依5WlH的
原則，報告指定層級之主管 。 

3. 確認︰詳細確認該異常發生之機轉及惡化
趨向，可能產生之影響。  

4. 處理︰調整或解決該異常事態，使既定作
業持續不受妨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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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發生職業災害時的應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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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發生職業災害時的應變措施 

﹙二﹚事故之處置  

1. 連絡︰由發現者將事故情形通報現場作業人員、
告知安全衛生管理人員，「緊急應變編組」之
維護編組人員處置，必要時發出「注意警報」，
通知相關人員採取退避準備。  

2. 報告︰將事故內容之要點記錄，依5W1H的原則
報告工作場所負責人(提升報告位階)。  

3. 確認︰詳細確認該異常發生之機轉及惡化趨向，
初期損害影響。  



主講人：王萬益 技師 94 

参、發生職業災害時的應變措施 
﹙二﹚事故之處置  

4. 處理︰事故程度屬現場指揮監督人員能處理者，
立即處理，必要時應發動「緊急應變編組」人
員之協助。  

5. 緊急停止︰防止事故之惡化或危害之擴散，將
肇事之機械、裝置立即停止，特別要注意動力
源、危險有害氣體、液體輸送配管之緊急遮斷。 

6. 避難︰對於爆炸火災、毒氣洩漏等事故處理有
失控之虞，危害因子有擴散趨向，應即發出
「退避警報」，以安全方式、安全之路徑將人
員退避至安全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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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發生職業災害時的應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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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發生職業災害時的應變措施 
﹙三﹚災害之處置  

1. 連絡︰由發現者將事故情形通報現場作業人員、
告知安全衛生管理人員，「緊急應變編組」之
維護編組人員處置，必要時發出「注意警報」，
通知相關人員採取退避準備。  

2. 報告︰將事故內容之要點記錄，依5W1H的原則
報告工作場所負責人(提升報告位階)。  

3. 確認︰詳細確認該異常發生之機轉及惡化趨向，
初期損害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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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發生職業災害時的應變措施 

﹙三﹚災害之應變處理  

4. 緊急處理︰對發生災害之設施採取防止擴
大之應變處理。  

5. 急救︰於醫師開始醫療前，以正確之急救
技術協助罹災者延續其生命，並為醫師之
醫療順利預做準備。  

6. 災害調查:就災害現場、相關人員實施災
害調查，找出災害真正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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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發生職業災害時的應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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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特定對象+災害原因+災害結果 

–對象--罹災者具勞工之身分 

–發生災害單位適用勞工法規 

–原因--起因於業務或職務 

–具業務執行性 

–具業務起因性 

–結果--疾病、傷害、殘廢、死亡 

肆、職業災害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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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補償：無過失責任 

•民事賠償：有過失責任、有侵權行為 

 

肆、職業災害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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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災害補償的種類： 

1. 醫療補償 

2. 工資補償 

3. 殘廢補償 

4. 死亡補償  

肆、職業災害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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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職業災害補償 

• 醫療補償:勞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雇主應補
償其必須之醫療費用 

• 工資補償: 

–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原領工資
數額予以補償 

–但醫療期間屆滿二年仍未能痊癒，經指定之醫
院診斷,審定為喪失原有工作能力，且不合第三
款之殘廢給付標準者,雇主得一次給付四十個月
之平均工資後，免除此項工資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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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職業災害補償 

• 殘廢補償: 

– 勞工經治療終止後，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
其身體遺存殘廢者，雇主應按其平均工資及其
殘廢程度，一次給予殘廢補償 

– 殘廢補償標準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 

• 死亡補償:勞工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而死
亡時，雇主除給予五個月平均工資之喪葬費外，
並應一次給予其遺屬四十個月平均工資之死亡補
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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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職業災害補償  

•職業災害補償的種類：醫療補償、工資補償、
殘廢補償、死亡補償  

•死亡補償受領順位：配偶及子女＞父母＞祖父
母＞孫子女＞兄弟姐妹  

•受領保障：時效二年，不因勞動契約終止而終
止，不得讓與、抵銷、扣押與擔保  

•補償得與民事賠償及保險給付等相抵 

•承攬規定連帶補償責任及對最後承攬人求償  

•原事業單位之連帶補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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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  語 

 整體而言，安全衛生之工作大致上是先
要對各種危害因子加以認知，而後評估
其潛在危害程度，最後再考量法規規定、
影響程度、所需經費等對各種危害因子
加以控制、消除。 

一. 認知危害：認知、確認職場之危害源 

二. 評估危害：評量危害因子的影響程度 

三. 控制危害：運用工程的方法、管理的方法來降
低危害因子造成危害的機率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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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萬  益 
工業安全技師 

工礦衛生技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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