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東華大學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時數:3小時

講師:張永明



自我介紹

• 張永明

• 現職:遠雄海洋公園稽核主管

• 學歷:東華大學公行所碩士(92)

• 證照:勞安甲級、就服乙級、太陽能乙級…

• 經歷:

遠雄海洋公園勞安室科長

花蓮縣勞工安全衛生教育協進會講師

花蓮縣政府工安講師

職訓局花蓮訓練場外聘講師

花蓮機場塔台台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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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是學校重要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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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保障法
VS

職業安全衛生

職業安全衛生法對應公務員保障法



職業安全衛生法VS工作(職務)

•職業安全衛生法VS上班族

•職業安全衛生法VS主管

•職業安全衛生法VS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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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VS工作(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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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VS工作(職務)



憲法

法律保障 就業保險 職業安全衛生專法

民法

刑法

條例

勞動基準法

勞工保險條例

就業保險法

職業安全衛生法

各業安全衛生規章

有害物質預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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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律位階圖



憲法

法律

命令

行政規則

職業安全衛生法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檢查指引及解釋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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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律位階圖



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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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權利與義務
• 憲法第十五條（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

• 「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

• 憲法第一百五十三條（勞工及農民之保護）

• 國家為改良勞工及農民之生活，增進其生產技能，應制定保護勞
工及農民之法律，實施保護勞工及農民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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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

2021/1/11 12張永明



職業安全衛生之重要性

• 權利

薪資、勞工保險、安全工作環境

• 義務

§20_定期健康檢查

§32_教育訓練

§34_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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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a.ndhu.edu.tw/var/file/6/1006/img/3910/831691668.pdf
https://ga.ndhu.edu.tw/var/file/6/1006/img/3910/675436843.pdf
https://ga.ndhu.edu.tw/var/file/6/1006/img/1712/740602726.pdf


職業安全衛生法

• 第6條雇主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
衛生設備及措施：
一、防止機械、設備或器具等引起之危害。
二、防止爆炸性或發火性等物質引起之危害。
三、防止電、熱或其他之能引起之危害。
四、防止採石、採掘、裝卸、搬運、堆積或採
伐等作業中引起之危害。
五、防止有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等之虞之作
業場所引起之危害。
八、防止輻射、高溫、低溫、超音波、噪音…

等引起之危害。
十二、防止動物、植物或微生物等引起之危害。
十三、防止通道、地板或階梯等引起之危害。
十四、防止未採取充足通風、採光、照明、保
溫或防濕等引起之危害。

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

• 第 6 條各機關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
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
一、防止機械、設備或器具等引起之危害。
二、防止爆炸性或發火性等物質引起之危害。
三、防止電、熱或其他之能引起之危害。
四、防止採石、採掘、裝卸、搬運、堆積或採
伐等所引起之危害。
五、防止有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等之虞所引
起之危害。
八、防止輻射、高溫、低溫、超音波、噪音…

等引起之危害。
十二、防止動物、植物或微生物等引起之危害。
十三、防止通道、地板或階梯等引起之危害。
十四、防止未採取充足通風、採光、照明、保
溫或防濕等引起之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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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VS公務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N006000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60001&flno=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A0030050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A0030050&flno=6


職業安全衛生法

• 第6條雇主對下列事項，應妥為規劃及採取
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

• 一、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預
防。
二、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異常
工作負荷促發疾病之預防。
三、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
不法侵害之預防。
四、避難、急救、休息或其他為保護勞工
身心健康之事項。

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

• 第 3 條本法第十九條規定各機關提供公務
人員執行職務之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指
各機關對公務人員基於其身分與職務活動
所可能引起之生命、身體及健康危害，應
採取必要之預防及保護措施。
前項預防及保護措施應包括下列事項︰

• 一、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預
防。
二、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異常
工作負荷促發疾病之預防。
三、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
不法侵害之預防。
四、避難、急救、休息或其他為保護公務
人員身心健康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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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VS公務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

勞工健康保護四大計畫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N006000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60001&flno=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A0030050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A0030050&flno=3
https://www.doli.taichung.gov.tw/832836/1349621/post
https://ga.ndhu.edu.tw/p/412-1006-17533.php?Lang=zh-tw


職場
工作安全

本質安全

設施/機械安全

施工安全管理

個人防護

施工環境

工程設計

工法、工序

預算、工期

機械設備安全防護

安全衛生設施 安全作業標準

教育訓練

危害物管理

緊急應變計畫

施工安全

管理組織及人員

安全規章

協議組織

急救及醫療體系

自動檢查

消除風險
（Elimination)

降低風險
（Reduction)

風險隔離
（Isolation)

工程控制
（EngineeringControl)

防護具使用
（PersonalProtectEquipm

ent)

管理控制
（AdministrationControl)

員工、執行

雇主、主管

目標 方法 風險評估宗旨

職業安全衛生法-全觀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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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定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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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災害(原因) 罹災(對象) 災害(結果)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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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作業活動
3.其他職業上原因

勞工

1.死亡
2.殘廢
3.傷害
4.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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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傷病給付

2021/1/11 18張永明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N005000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N0050001


19

勞動場所

工作場所

作業場所

住家

東華大學

特定作業之處所

交通過程

職業災害之認定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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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之認定依據
• 1.勞工身份─

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就具勞工身份。

• 2.勞動場所─
係指於勞動契約存續中，由雇主所提示，使勞工履行契約提供勞務之場所。

• 3.生理上危害─
因職業關係所引起之疾病、傷害、殘廢、死亡。

缺少一個條件就
不能稱為職業災害

職業災害

勞工身份 勞動場所 身體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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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之認定依據

4.「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之規定，其
規定如下：

(1)被保險人上、下班，於合理時間內(1hr)，從日常居、住處所往
返就業場所必經途中發生事故而未有違反交通安全規則行為致
之傷害，視為職業災害。

(2)被保險人於必要情況下，臨時從事其他工作該項工作如為雇主
期待其僱用勞工所應為之行為而致之傷害，視為職業災害。

(3)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受動物或植物傷害，視為職業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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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li.gov.tw/0006340.html


不得認定職業災害之依據
被保險人於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視為職業傷害：

(1)非日常生活所必需之私人行為。

(2)未領有駕駛車種之駕駛執照駕車者。

(3)受吊扣期間或吊銷駕駛執照處分駕車者。

(4)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違規闖紅燈者。

(5)闖越鐵路平交道者。

(6)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吸食毒品、迷幻藥或管制藥品駕駛車輛者。

(7)駕駛車輛違規行駛高速公路路肩者。

(8)駕駛車輛不按遵行之方向行駛或在道路上競駛、競技、蛇行或以其他
危險方式駕駛車輛者。

(9)駕駛車輛不依規定駛入來車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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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華大學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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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規章

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計畫

職業安全衛
生自動管理

計劃

自主檢查
安全衛生作業
(含承攬管理)

職業安全
衛生教育

職業安全
衛生教育
(內、外訓)

危害物通識
訓練

職場
健康促進

生理健康 心理健康

職業災害防
止工作重點

稽核

監理

內控

督導

計劃

執行

職業安全衛
生委員會

安全衛生
作業指引

職業安全衛生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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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a.ndhu.edu.tw/p/412-1006-17533.php?Lang=zh-tw


職業安全衛生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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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種業務主管/00-職業安全衛生卡/OSHA6_營造自動檢查及緊急應變與急救處理.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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