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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染整理業為辛苦、危險與骯髒產業(3K產業)，環境多存在高污
染、高溫、高噪音等危害因素，因此國人大多不願屈就且工作意
願普遍低落，也造成3K產業長期處於缺工狀態而影響生產運作。

• 有鑑於此，雇主在人力短缺之下不得不雇用外籍勞工，甚至被迫
外移產業或歇業，因此印染整理業安全衛生輔導有加強的必要性，
以達成有效輔導印染整理業，雇主改善工作環境、轉型或升級，
進而促進本國勞工在印染整理業之就業率。

• 根據勞研所研究統計1996年至2012年行業種類為印染整理業共有
27起重大職災，災害類型主要為墜落、滾落、被夾、被捲、與有
害物接觸、爆炸、火災、跌倒、被撞、感電、溺斃、與高低溫接
觸等，其中主要為被夾、被捲，高達8件。

• 因此為防止職業災害，應在採購貨物與生產作業前先確認是否符
合職業安全衛生法令規定及事業單位本身職業安全衛生的要求；
另在招人承攬時，建立承攬間良好之安全衛生管理體制，也是防
止職業災害發生的重要課題。

壹、前言



勞研所統計1996年至2012年印染整理業重大職災類型



1996年至2012年印染整理業重大職災實例



貳、採購管理法規相關規定

一、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二十三條第一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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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設置安全衛生組織、人員，實施安全衛生管理及自動檢查。

二、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

第三十一條：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所定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計畫，包括下列事
項：

六、採購管理、承攬管理及變更管理。

三、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辦法

(一)第十二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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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第十二條之三

第十二條之二第一項之事業單位，於引進或修改製程、作業程序、材料及
設備前，應評估其職業災害之風險，並採取適當之預防措施。

前項變更，雇主應使勞工充分知悉並接受相關教育訓練。

(三)第十二條之四

第十二條之二第一項之事業單位，關於機械、器具、設備、物料、原料及
個人防護具等之採購、租賃，其契約內容應有符合法令及實際需要之職業安全
衛生具體規範，並於驗收、使用前確認其符合規定。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78條







光電安全裝置
布料精製機之光電控制桿置於滾筒夾入區，操作者身體之

任何部份進入危險區會使該桿折斷光源，折斷後使光電繼電器
動作而立即停止馬達並制動。如下圖是布料精製機之光電安全
裝置。











啊一聲3工人連環電死
染廠未設漏電斷路器 涉過失致死

蘋果日報 94.5.15報導【張沛森╱桃園報導】
桃園縣發生三名工人被電死的工安意外！大園工業區
一家工廠的七名員工昨清理蓄水池時，一人不慎觸及
漏電的抽水幫浦被電擊後，又接連波及在旁的兩人，
三人均因心臟麻痺，急救無效。
工安意外
勞委會北區勞檢所調查發現，廠方未依規定裝設「漏
電斷路器」，也未依規定對員工進行勤前教育，已違
反《勞工安全衛生法》，涉及過失致死罪嫌，將報請
檢方偵辦，釐清責任。廖姓廠長表示，將深入了解、
向上呈報，目前不多做說明。
幫浦鋁梯接連導電
警方調查，大園工業區巨竹染整廠廠長指示陳啟昌（
四十歲）等七名中外勞工昨天加班，清除廠房旁邊高
約二層樓的大型蓄水池內的淤泥，七名工人先把抽水
幫浦吊入池中抽水，再帶著圓鍬等工具以鋁梯進入池
底清除淤泥。
大約在上午十時許，泰勞宋噴（譯音，三十一歲）在
作業時觸及抽水幫浦外圍鐵架，突然大叫「啊！」的
一聲，隨即又波及身旁的泰勞阿崇（譯音，三十歲）
，阿崇也跟著觸電，並接觸到一旁的鋁梯，陳啟昌見
狀研判兩人是觸電，情急下，想爬鋁梯往上逃生求援
，不料一碰到鋁梯，也因觸電而倒地不起。

泰勞宋噴接觸到漏電的抽水幫浦，
並波及在旁的泰勞阿崇



電線表皮勾破肇禍
另外，四名泰勞見同事相繼出了意外，一度嚇
壞了，大呼救命，在水池外的員工聽到呼救聲
後，立即關掉電源開關，爬上水池察看，這時
在池底的另一名泰勞江蓋（譯音，二十四歲）
拿圓鍬的木柄把已倒地的三名同事撥離鋁梯，
並與另外三名生還者合力把觸電同事背、拉上
水池，再請同事通報一一九送醫急救。但送醫
的三人均因瞬間遭受強大的電流襲擊，導致心
臟麻痺死亡，江蓋在救人時也受電流波及，出
現昏眩，所幸無大礙。
勞委會北區勞動檢查所於事發後，趕至現場勘
查，製造業組組長劉銘池說，抽水幫浦的電線
表皮在吊掛時被勾破而漏電，初步研判是肇事
的主因。
另外，廠方配電箱的電壓為二二○伏特，依規
定一百五十伏特以上，必須裝置「漏電斷路器
」，但廠方並未按規定設置，加上清理大型蓄
水池屬於侷限空間作業，業者又未依規定為勞
工進行勤前教育，已違反《勞工安全衛生法》
第五條第一款的規定，勞檢所決定把勘查報告
，以及生還者之訪談紀錄呈報檢方調查偵辦，
以釐清責任。

陳啟昌想爬鋁梯向外求援，未注
意阿崇已觸及鋁梯，因而過電受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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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之機械、設備或器具，非符合安全標準者，不
得產製供應或設置

第七條

 製造者、輸入者、供應者或雇
主，對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
機械、設備或器具，其構造、
性能及防護非符合安全標準者，
不得產製運出廠場、輸入、租
賃、供應或設置。

 前項之安全標準，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第七條第三、四項

符合登錄制

 製造者或輸入者對於第一項指定
之機械、設備或器具，符合前項
安全標準者，應於中央主管機關
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登錄，並於
其產製或輸入之產品明顯處張貼
安全標示，以供識別。但屬於公
告列入型式驗證之產品，應依第
八條及第九條規定辦理。

 前項資訊登錄方式、標示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1.違反第1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
罰鍰，並得限期停止輸入、產製、製造或供應；
屆期不停止者，並得按次處罰。產品得沒入、
銷燬或採取其他必要措施，其執行所需之費用，
由行為人負擔。(44)

2.違反第3項登錄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並得
按次處罰。(44)

3.違反第3項標示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令限期回收或改正；未依前項
規定限期回收或改正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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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之機械、設備或器具

 所稱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械、設備或器具如下：

一、動力衝剪機械。

二、手推刨床。

三、木材加工用圓盤鋸。

四、動力堆高機。

五、研磨機。

六、研磨輪。

七、防爆電氣設備。

八、動力衝剪機械之光電式安全裝置。

九、手推刨床之刃部接觸預防裝置。

十、木材加工用圓盤鋸之反撥預防裝置及鋸齒接觸預防裝置。

十一、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 (細則第12條)

詳見「機械設備器具安全標準」、「機械設備器具安全資訊申報
登錄辦法」





機械安全資訊申報登錄104年1月1日上路
勞動部為配合《職業安全衛生法》第7條規定之機械源頭管理及邊境管制，推動自我宣告，對
於動力衝剪機械、手推刨床、木材加工用圓盤鋸、動力堆高機等10項機械、設備或器具，採
線上申報資訊及線上登錄之網路作業(「機械設備器具安全資訊網」，網址為http：
//tsmark.osha.gov.tw)，已訂於明(104)年1月1日正式啟動運作「機械、設備或器具安全資
訊申報網站登錄制度」，限制製造者或輸入者不得製造、輸入不符安全標準之機械、設備或
器具，如違反該法第7條規定，最高可處新臺幣二百萬元之罰鍰，以防止不安全機械產品流入
市場造成危害，落實保障國內工作者操作安全。
勞動部表示，根據近年來統計資料，每年在製造業平均都有超過8千位工作者因被捲、夾、刺
、割、擦或爆炸等原因而導致職災死亡、失能或受傷，佔全產業總職災死亡、失能及傷害之
人數比約達14%以上，換言之，平均每年有高達8千人次以上持續受到本質不安全之機械、設
備或器具的危害。另「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12條明定之機械、設備及器具，依我國
海關統計，計有超過68項貨品分類號列，每年平均約有24億美元之進口值，佔我國每年總進
口值約1%。為確保這些進口機械、設備或器具在明年1月1日起都能順利通關，輸入者必須在
產品進口通關前，確認符合安全標準，並依該法第7條規定，至勞動部指定網站辦理安全資訊
申報登錄。同樣地，國內產製之相關機械、設備或器具也必須在產品運出廠場前，完成指定
網站之安全資訊申報登錄。
勞動部呼籲，自104年1月1日起，上述機械、設備或器具，包括動力衝剪機械等10種(如附件)
之製造者或輸入者，應確認產品符合安全標準，並至該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建置之「機械設備
器具安全資訊網」申報安全資訊並登錄，否則不能產製運出廠場或輸入。相關業者應儘速於
指定網站依法將機械、設備或器具安全資訊上網申報，並取得登錄號碼，且在產品本體上張
貼安全標示，以配合阻絕不安全產品混入國內市場，確實為勞工安全把關。如有申報登錄作
業問題，洽詢專線：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電話：02-89956666轉8148謝先生，或計畫委辦
單位 電話：02-27013181轉666鄭先生。(職安署 2014-11-21新聞稿)

http://tsmark.osha.gov.tw/




安全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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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型式驗證之機械、設備或器具，非經驗證合格及張貼合
格標章，不得產製運出廠場或輸入

第八條
製造者或輸入者對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列入型式
驗證之機械、設備或器具，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認
可之驗證機構實施型式驗證合格及張貼合格標章，
不得產製運出廠場或輸入。
前項應實施型式驗證之機械、設備或器具，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驗證，不受前項規定之
限制：
一.依第十六條或其他法律規定實施檢查、檢

驗、驗證或認可。
二.供國防軍事用途使用，並有國防部或其直

屬機關出具證明。
三.限量製造或輸入僅供科技研發、測試用途

之專用機型，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四.非供實際使用或作業用途之商業樣品或展

覽品，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五.其他特殊情形，有免驗證之必要，並經中

央主管機關核准。

 參考歐盟、日本、韓國等作法，
實施強制驗證制度，並採分批公
告型式驗證品目之漸進方式辦理，
以減少業界衝擊，俾順利推動。

 參考商品檢驗法第9條規定，增列
得免驗證規定，對於危險性機械
設備或依商品檢驗法、建築法、
消防法、船舶法等實施檢查或檢
驗者，基於不重複實施考量

違反第1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停止輸入、產製、製
造或供應；屆期不停止者，並得按次處罰；產品得沒入、銷燬或採取其他必要措施，其執行所
需之費用，由行為人負擔。(44)

詳見「機械類產品型式驗證實施
及監督管理辦法」、「構造規格
特殊產品安全評估報告及檢驗辦
法 」、「機械類產品申請免驗
證辦法 」、「安全標示與驗證
合格標章使用及管理辦法 」、
「機械類產品申請先行放行辦法」



交流電焊機用自動電擊防止裝置列
入型式驗證設備

 「指定交流電焊機用自
動電擊防止裝置列入職
業安全衛生法第八條第
一項之型式驗證設備」
，業經勞動部於中華民
國107年2月14日以勞職
授字第10702004912號
公告發布，並自中華民
國107年7月1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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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合格標章管理

第九條
製造者、輸入者、供應者或雇主，
對於未經型式驗證合格之產品或
型式驗證逾期者，不得使用驗證
合格標章或易生混淆之類似標章
揭示於產品。

中央主管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
得對公告列入應實施型式驗證之
產品，進行抽驗及市場查驗，業
者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1.違反第1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令限期回收或改正；未依前項規定限期回收或改
正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
處罰；產品得沒入、銷燬或採取其他必要措施，其執行所
需之費用，由行為人負擔。(44)
2.規避、妨礙或拒絕本法規定之檢查、調查、抽查、或市場
查驗或查核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43)

驗證合格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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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危害性之化學品通識制度

第十條

 雇主對於具有危害性之化學品，應
予標示、製備清單及揭示安全資料
表，並採取必要之通識措施。

 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提供前
項化學品與事業單位或自營作業者
前，應予標示及提供安全資料表；
資料異動時，亦同。

 我國已於97.12.31起實施「化學品全球
分類與標示調和制度」

1.違反第1項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43)

2.違反第2項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
以下罰鍰；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並得按次處罰。(44)

 清單：指記載化學品名稱、製造商或
供應商基本資料、使用及貯存量等項
目之清冊或表單。(細則第15條)

 安全資料表：指記載化學品名稱、製
造商或供應商基本資料、危害特性、
緊急處理及危害預防措施等項目之表
單。 (細則第16條)

有關規定詳如「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
通識規則」。

 具有危害性之化學品，指下列之危險
物或有害物：

一、危險物：符合國家標準CNS15030
分類，具有物理性危害者。

二、有害物：符合國家標準CNS15030
分類，具有健康危害者。 (細則
第1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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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S標示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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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資料表範例







一、採購管理技術指引

參、採購管理實務



採購管理技術指引(續)



(一)研訂採購管理制度/程序及計畫
事業單位可考量將安全衛生法規及職業安全

衛生管理系統等相關規範之要求，整合至既有採
購程序中，包含工程、財物或勞務等請購、審查
與驗收上所需之安全衛生要求、使用前安全檢查
以及相關部門在採購管理上之安全衛生權責，如：
1.安全衛生部門：提供安全衛生法規及需求之諮
詢、採購安全管理之稽核等。
2.請購單位：提出請購案件所需之安全衛生規格、
使用前之安全檢查、請購案相關安全衛生紀錄與
文件之保存等。
3.採購部門：採購管理程序之制/修訂；依採購管
理程序進行請購案之詢價、比價、議價、訂購、
收貨、執行契約管理、與供應商溝通、異常狀況
處理等相關作業。

二、採購管理建議性作法



(二)供應商之評核
 事業單位為確保財務供應之品質及貨源，會要求供應商須通過
國際品質管理系統等之驗證，且定期派員進行現場稽核。若能
再加入建置及推動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之要求，更能有效避
免或降低供應商發生重大事故而導致貨源短缺之可能性。事業
單位對於供應商安全衛生之評核，亦應將下列要項納入考量：

1.符合請購單或契約上安全衛生需求之狀況。

2.在廠(場)內卸貨及搬運等過程中之安全衛生表現。

3.在廠(場)內執行施工、安裝、測試及試俥等作業期間，遵守
相關安全衛生管理規定之績效。

4.主動提供安全衛生相關資訊之狀況等。

5.投標廠商之安全衛生管理能力（含歷年職業災害績效）。

 事業單位執行供應商現場稽核時，應有安全衛生人員參與，或
是藉由適當的教育訓練，強化稽核人員安全衛生知識及技能，
以確保稽核結果之品質。

 事業單位可依前述評核結果，建立合格供應商名單，作為後續
選擇合適供應商之依據。



(三)請購
 請購單位在提出工程、財物或勞務等採購之前，應先確認是否

有安全衛生上之需求，並將其納入請購單或契約中。如：

1.對於工程採購可參照「公共工程職業安全衛生管理實施要點」
規定，將假設工程安全納入規範、設計，要求設計成果應含
安全衛生建議圖說及計價文件，據以納為安全衛生規格，要
求廠商辦理，並列為履約要件：

(1)對工安設施、安全護具之投入經費佔工程費用之比例。

(2)提供施工計畫或說明書，內容須包含工程圖、施工方法
或標準、工程之潛在危害及風險、相關控制措施及安全
衛生管理計畫等。

(3)施工現場之安全衛生管理及作業管制。

(4)作業現場周圍環境之安全衛生。

(5)原有機械設備之安全防護。

(6)作業人員之資格及技術。

(7)人員、機械、設備及器具等入廠(場)安全衛生。

(8)其他應符合之法規或國際規範等。



財物採購
2.對於財物採購之安全衛生規格可要求：
(1)機械設備應裝設或具備之安全防護需求、組裝圖及配

線圖等，並提供操作及維護作業標準或說明書、教育
訓練等。

(2)機械設備於現場組裝之人員資格、施工工法或標準、
施作工具之安全等級、安全衛生管制、測試方法及基
準等。

(3)機械設備零件材質之安全。
(4)機械設備安全性能驗證文件或測試報告。
(5)物料或化學品在運輸中之包裝安全，以及在廠(場)內

卸貨及搬運上之安全。
(6)危害性化學品之運送人員資格、容器材質及規格、危

害標示及安全資料表等。
(7)運輸、裝卸及搬運之安全。
(8)保固及售後服務。



勞務採購

3.對於勞務採購之安全衛生規格可要求：

(1)服務內容及其安全衛生之危害與控
制。

(2)作業人員之安全衛生資格、技術。

(3)使用器材及實施方法之安全。

(4)作業現場之安全衛生管理及作業管
制。

(5)作業現場之安全衛生監督人力。

(6)其他應符合之法規或國際規範等。



(四)購案之審核

 採購部門應先確認請購單或契約中有明確訂出
含安全衛生要求所需規格。

 採購部門應依投標廠商所提之資料、規格書、
計畫書等進行評選，必要時應將貨物或服務之
安全衛生規格納為投標之必要資格，或作為議
比價評選標準中之評價因素。

 採購部門得依需要召集請購單位代表及相關專
業人員，參與供應商所提工程、財物或勞務之
安全衛生規格等資料之審查與評選。

 採購部門在洽詢供應商過程中所取得與安全衛
生有關之資料，應主動洽請購部門及工安部門
參考。



(五)執行採購

 採購部門應依核准之請購單尋求可提供符合請
購規格或契約書中相關要求之供應商。

 請購單位對供應商依請購規格或契約所提供有
關之安全衛生資訊，如施工方法或計畫、危害
辨識及風險評估報告、安全衛生管理計畫、緊
急應變計畫、安全衛生經費等，應確認其適切
性，必要時，得召集相關單位或人員會同審核。

 對於供應商須入廠(場)執行施作、安裝及測試
等作業之購案，如工程採購、勞務採購及機械
設備採購等，應要求供應商依承攬管理之相關
規定辦理，以確保人員之安全及健康。



(六)驗收
驗收可能由請購單位、採購單位、物料管理單位或使用
單位等人員負責執行，事業單位須確保這些驗收人員有
能力可確認供應商所提供之工程、財物或勞務可符合採
購規格需求，必要時應提供相關教育訓練，以強化其驗
收能力。

對於所採購之財物，在驗收時除須確認符合採購所需之
規格外，亦應確保其在卸貨、搬運及儲放等過程中之安
全衛生問題。

驗收人員應依採購說明書及契約書之內容進行驗收，對
須實際執行功能測試，應事先作好規劃，並完成應有之
安全準備工作，以確保測試時人員之安全及健康。

對已驗收但未立即上線使用之物料，物料管理單位應建
立適當的備品管理系統，如料號、色碼、領料等程序，
且在使用前必須進行必要的品質與安全檢查，例如：設
備零件、管材、焊接材料等，以確保使用上之安全。



驗收(續)

有些機械設備在完成安裝後，尚需進行使用前安全檢
查，包括：確認各項安裝符合應有之標準/規範或安全
實務、必要之性能測試或系統安全測試、現場作業環
境及安全設施之變化狀況、風險評估結果及所採取之
控制措施等。
檢查結果應作成記錄，如有缺失，須待改善完成且經
確認後，方可核准使用單位正式使用該機械設備。
為確保使用前安全檢查之完整性，可事先依事業單位
之規模、特性及實際需求制定使用前安全檢查表，作
為人員執行檢查之依據，並定期檢討修正該檢查表，
以符合實際狀況及需求。
新化學品、機械或設備之採購，如屬變更管制範圍，
其使用前安全檢查可與變更管理之啟用前安全檢查合
併執行，以簡化相關作業流程。



(七)結案及紀錄管理

與安全衛生有關之採購紀錄應能顯示：

（一）有經過適當的申請、審閱及核准。

（二）含有安全衛生需求之請購單或契約。

（三）與供應商溝通或協調之結果。

（四）供應商在安裝或施工期間之安全衛生管理
及監督之結果。

（五）驗收結果及驗收過程中之測試或檢測之結
果。

（六）機械設備使用前安全檢查之結果及依檢查
結果所採取改善措施之執行結果。

（七）供應商安全衛生評核之結果。







肆、承攬管理法規相關規定







電腦公司飄氣體 9人送醫

位於桃園縣蘆竹鄉的某間電腦公司，今
天傳出廠內多名員工疑似吸入不明氣體
而造成身體不適現象，消防局獲報立即
派員前往搶救，將9人送醫，所幸無大礙，
詳細原因待查。

桃園縣消防局指出，上午11時左右，位
於蘆竹鄉的某電腦公司，廠內員工疑似
吸入不明氣體而發生身體不適的現象。

桃園縣消防局獲報立即派員前往搶救，
將不適的9人分別送署立桃園醫院、中壢
天晟及桃園敏盛等醫院救治，所幸均無
大礙。

消防局初步調查，廠方表示，週六工人
油漆後，將門窗關閉，今天上班後，有
員工出現不適現象，至於詳細原因仍待
北區勞動檢查所調查。101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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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事業單位職業災害補償及賠償負連帶責任

職安法第二十五條

 事業單位以其事業招人承攬
時，其承攬人就承攬部分負
本法所定雇主之責任；原事
業單位就職業災害補償仍應
與承攬人負連帶責任。再承
攬者亦同。

 原事業單位違反本法或有關
安全衛生規定，致承攬人所
僱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與
承攬人負連帶賠償責任。再
承攬者亦同。

考量實務上承攬人勞工發生職業
災害常面臨雇主無足夠資力賠償，
造成職業災害勞工面臨求償無門
之困境，爰依民法有關侵權損壞
行為之求償精神，增列有關原事
業單位侵權時之職業災害連帶賠
償責任。



何謂僱傭？承攬？

民法規定：
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
為他方提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第四八二條)
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
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第四九○條)

承攬在當事人二者之間不具從屬關係，有關承攬關係
之認定，除依上述原則外，仍應就民法債編中所提承
攬人特徵，如品質保證、瑕疵修補、解約或減少報酬
損害賠償、危險負擔等加以分析認定。



承攬關係之認定

 內政部釋令：勞動契約係以勞動給付為
目的，承攬契約係以勞動結果為目的；
勞動契約於一定期間內受僱人應依雇方
之指示，從事一定種類之活動，而承攬
契約承攬人只負完成一個或數個工作之
責任。（內政部七十四年七月十九日七
四台內勞字第三二六六九四函釋）



承攬關係之認定(續)

 甲與乙間代工不帶料之合約，如以勞動給付為目的，
且甲對乙所僱勞工具指揮、監督、管理權限時，甲與
乙所僱勞工間應係僱傭關係。

 甲將工程之「工作」交由承攬人乙招攬工人承作，雖
名為承攬，惟甲係按實際到工人數及工作天數發放工
資，且派有工地主任在場管理，對乙之工人有管理權，
其實質仍以勞動給付為目的，甲與乙之工人間應屬勞
動（僱傭）契約。

 原事業主僅將部分工作交由他人施工，本身仍具指揮
監督、統籌規劃之權者，應不認定具承攬關係。（行
政院勞工委員會八十三年三月四日台八三勞安三字第O
八八四六號函釋）



承攬關係之認定(續)

 移動式起重機「連人帶車」之租賃關係，如出租人除出
租移動式起重機供租用人使用外，並指派操作人員完成
租用人之一定工作（吊掛作業），則雖名為租賃，其間
並非單純之起重機租賃關係，而係租賃兼具承攬關係。

 事業單位廠房、設備之檢修、保養及增添機器、設備之
安裝工作，如僅以僱工方式從事者，不認定為承攬。

 以計件為要件，且受管理、指揮、監督，訂定之勞動契
約不視為承攬。

 自營作業者之認定，以管理、監督、指揮之有無決定之，
如未能證明其不受管理、監督、指揮，一般以僱傭關係
視為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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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危害告知

職安法第二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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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反規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
五萬元以下罰鍰。(45)

事前告知，應以書面為之，或召開
協商會議並作成紀錄。(細則第36
條)



危害告知時機與方式

告知時機：應於以其事業交付承攬時或工作進行之前告知。
於作業開始後才告知者，視為違反應於事前告知之規定。

告知方式：應以書面為之或召開協商會議並作成紀錄。未
有書面告知或召開協商會議作成紀錄等佐證資料者，應於
會談紀錄記載「無書面告知紀錄」、「書面告知未簽認」
（防止事後補作紀錄）或「未有協商會議紀錄」，並據以
認定為違反規定。（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36條）
例如：事業單位於○○工程○○作業前以合約、備忘錄、

協議紀錄、工程會議紀錄、安全衛生日誌等任何形
式文件書面告知承攬人其作業環境、危害因素暨依
職業安全衛生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防災措施
者，勞動檢查機構得認定合乎規定，並於會談紀錄
中記載告知事實，如○○作業已以○○文件紀錄具
體告知，必要時影印存檔。



危害告知內容

應為原事業單位既存已知或預期可知，且可能造成之主要
危害及預防事項，而非鉅細靡遺事項。告知之內容應為事
業單位交付承攬範圍內，原事業單位作業活動與承攬人提
供其勞務有相關之工作場所內之建築物、設備、器具、危
險作業（如動火作業、高架作業、開挖作業、爆破作業、
高壓電活線作業等）及有害作業環境（如局限空間作業、
危害物質作業等）所可能引起之危害，暨與此等相關之職
業安全衛生法令規定應採取之措施。至於承攬人勞工作業
自行造成之危害因素，如使用不安全、不合格之機具、設
備，或自行作業造成之不安全環境，不能苛責於原事業單
位者，不應課原事業單位未善盡危害告知責任。

例如：
1.事業單位化學設備內部存有危害因素，應於事前告知承攬人。
2.非可能造成主要危害之危害因素，而為一般安全衛生常識或承攬人之

不安全行為造成之危害，不得苛責為原事業單位未盡告知危害因素，
如通道應保持淨空、不得濕滑等或車輛行進中人員乘坐於車斗上之危
害因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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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作業必要措施
職安法第二十七條
 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

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為防止
職業災害，原事業單位應採取下
列必要措施：
一. 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

所負責人，擔任指揮、監督及
協調之工作。

二. 工作之連繫與調整。
三. 工作場所之巡視。
四. 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

育之指導及協助。
五. 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事

項。
 事業單位分別交付二個以上承攬

人共同作業而未參與共同作業時，
應指定承攬人之一負前項原事業
單位之責任。

違反規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
五萬元以下罰鍰。(45)

共同作業，指事業單位與承攬人、
再承攬人所僱用之勞工於同一期間、
同一工作場所從事工作。(細則第37
條)



共同作業之認定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37條規定，本法第27條
所稱共同作業，係指原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
人分別僱用勞工於「同一期間」、「同一工作場所」
從事工作。

 作業活動之場所不論施工期間長短或是否經常出入，
如有重疊部分均屬同一期間、同一工作場所範疇，
雖工作僅數小時之吊運鋼筋至工地等作業，亦有共
同作業之事實，但工作完後，無重疊時自可退出協
議組織運作。

 因此，「同一期間」宜以同一工程之期間作為認定；
至「同一工作場所」則宜以工程施工所及之範圍及
彼此作業間具有相互干擾之範圍認定之。



共同作業之認定(續)

 同一工作場所原事業單位本身無勞工進行作業
時，則不產生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第1項職
業安全衛生統合管理義務。

 至於事業單位本身勞工有否進行作業則以該事
業單位有否實施工程施工管理論斷。所謂工程
施工管理指包括施工管理、工程管理、勞務管
理等綜合性管理。

 如工程發包單位、設計事務所等僅在確認工程
是否依契約按設計圖、工作規格書施工，應稱
為設計管理，非屬工程施工管理，不認定為共
同作業，原事業單位不負職業安全衛生統合管
理之義務。



共同作業之認定(續)

1.事業單位與承攬人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無法完全劃分，工程並非完
全隔離獨立，與承攬人等彼此作業具有相互干擾（如承攬人動火
作業、高架作業或入槽（局限空間）作業須向原事業單位申請工
作許可或停送電之連繫等），認定為共同作業。

2.電力公司將「配電外線工程」交付承攬，而該承攬人、再承攬人
所從事之作業，如裝設新電桿、橫擔及架空電線等作業，均屬配
電外線工程之一部分，而配電外線工程屬該電力公司事業之一部
分；該工程如於裝設新電桿時緊鄰送電中之舊電桿，而供電中之
線路、電桿均為該電力公司營運範圍內勞工作業影響範圍所及之
場所，對承攬人或再承攬人之勞工從事配電外線工程之電桿、鋼
製橫擔裝設作業，已明顯產生感電危害關連，屬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27條所稱之共同作業。

3.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所稱之「共同作業」，係指原事業單位將
其事業之一部分交付承攬時，而與承攬人、再承攬人於同一期間、
同一工作場所分別僱用勞工從事工作之謂。原事業單位如僅派員
作規劃、監督及指導時，則非屬共同作業。



原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共同作業時應採
取之「必要措施」

1.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指揮及協調之工作（第1款）
（1）協議組織應由原事業單位工作場所負責人或其代理人召集之，所有承攬人、再承攬人等

之現場工作場所負責人（非職業安全衛生人員）均應參與協議組織運作，並定期或不定
期協議下列事項：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38條）
①安全衛生管理之實施及配合。
②勞工作業安全衛生及健康管理規範。
③從事動火、高架、開挖、爆破、高壓電活線等危險作業之管制。
④對進入局限空間、有害物質作業等作業環境之作業管制。
⑤電氣機具入廠管制。
⑥作業人員進場管制。
⑦變更管理事項。
⑧劃一危險性機械之操作信號、工作場所標識(示)、有害物空容器放置、警報、緊急避
難方法及訓練等事項。
⑨使用打樁機、拔樁機、電動機械、電動器具、軌道裝置、乙炔熔接裝置、電弧熔接裝
置、換氣裝置及沉箱、架設通道、施工架、工作架台等機械、設備或構造物時，應協
調使用上之安全措施。
⑩其他認有必要之協調事項（如工程說明與附隨工程安全之注意事項、相關承攬事業單
位之提議事項、預定共同安全巡視之實施要項及有關檢點巡視發現之問題等）。

（2）原事業單位指定之工作場所負責人應為於該工作場所中代表雇主實際執行管理、指揮或
監督勞工從事工作之人，即職業安全衛生統合管理負責人，如負責現場管理之最高主管。







原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共同作業時應採
取之「必要措施」(續)

2.工作之連繫與調整（第2款）
為了原事業單位、承攬人及再承攬人間彼此的緊密連絡，以安排相關

作業之調整，在每日的安全施工程序協調會中，工作場所負責人或其代
理人應經常進行施工程序的連繫及調整，下列高危險性作業的連繫與調
整，特別要落實執行：
（1）關於前後作業的工作時間的調整，保養的方法，機械停止運轉，

停電及供電，作業人員進入管制等危害防止措施的連繫。
（2）關於施工架，模板，起重機，打（拔）樁機之組合及拆卸等作業

時間的調整及危害防止措施的連繫。
（3）關於物料吊升、卸貨作業時，周邊作業人員間作業時間的調整及

危害防止措施的連繫。
（4）使用同一施工架進行作業時間之調整，以及作業人員間的聯絡方

法。
（5）使用營建機械進行作業時與周邊作業人員的連絡與調整。
（6）爆破等相關作業時間的預告及其實施時間的連絡與調整。
（7）起重機等危險性機械操作信號的統一。
（8）有機溶劑等有害物容器存放場所的統一。
（9）工作場所標識（示）的統一。



原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共同作業時應採
取之「必要措施」(續)

3.工作場所之巡視（第3款）
（1）工作場所負責人或其代理人，必須每日巡視工作

場所一次以上，以確認設施的安全、協議事項及
連繫與調整事項的落實，並發掘相關問題。在巡
視時如發現承攬人或其作業人員有違法情事應予
以糾正。巡視之結果應每日就異常之有無及糾正
結果加以記錄。

（2）原事業單位如已實施巡視且留有紀錄，惟因承攬
人臨時將安全防護設施移除造成不符合規定時，
原事業單位如已訂有承攬商稽核制度並落實執行，
且未有積極證據證明該巡視紀錄為不實時，不得
認定原事業單位違反規定。





原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共同作業時應採
取之「必要措施」 (續)

4.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
（第4款）

原事業單位基於對關係承攬人之安全衛生教育
的指導及協助的立場，有必要進行教育設施的
提供，教育資料的提供，講師的支援等，並督
促承攬人、再承攬人對其所僱用勞工之職業安
全衛生條件應符合有關法令規定。

5.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事項（第5款）：
應為中央主管機關已公告之事項。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及第27條
之立法目的

 原事業單位於交付承攬時，應善盡危害告
知及統合安全衛生管理義務，督促各級承
攬人，使其工作場所之安全衛生條件符合
有關法令規定，以減少職業災害發生。



伍、如何推動承攬管理實務

參考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104年12月14日勞職綜1字第1041042727號函修
正之「承攬管理技術指引」



承攬管理之基本原則

（一）承攬作業之鑑別
事業單位應鑑別可能交付承攬之作業，並
予以適當的分類，作為規劃承攬管理計畫
之依據。



（二）危害辨識及風險評估

事業單位對所交付承攬之作業，應辨
識其主要潛在危害及風險，並依評估結果
確認應有之控制措施，作為規劃承攬管理
計畫及執行危害告知之參考。



1.事業單位應考量交付承攬之作業及類型、
風險評估結果等因素，並就承攬人之安
全衛生管理能力、職業災害通報、危險
作業管制、教育訓練、緊急應變及安全
衛生績效評估等事項，訂定承攬管理制
度/程序及計畫。
2.對於負責承攬人安全衛生管理之相關人
員應給予必要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以提
升承攬人安全衛生管理之品質及績效。
3.事業單位應要求承攬人對其再承攬人採
取相同之安全衛生管理基準及機制。

（三）研訂承攬管理制度/程序
及計畫



事業單位應訂定包含安全衛生準則之承
攬人評估及選擇程序，並考量承攬期間之安
全衛生績效，作為合適承攬人選擇之依據。

（四）承攬人之選擇及評估







1.事業單位應於承攬招標書或契約書中明列承攬
之項目、內容、資格要件、權責、再承攬之資
格或限制，以及其它相關安全衛生需求等事項。
亦應將承攬人之安全衛生權責及應遵守之安全
衛生規定明確規範於契約書中或於開工前以書
面方式告知。

(如：承攬人管理規章-扣工程款及退場機制)

2.事業單位將營繕工程之施工、規劃、設計及監
造等交付承攬或委託，其契約內容應有防止職
業災害之具體規範，並列為履約要件。

(如：採購管理即應規定)

（五）發包及簽約



3.對於工程承攬案件，安全衛生項目所需之
費用宜有一定的比例，必要時得要求承攬
商逐項編列，並按實際執行狀況報銷。

4.事業單位應要求承攬人在正式開工前提出
施工說明書或計畫書，內容須包含控制危
害及風險之安全衛生設施規劃。---針對
較風險高之作業

5.事業單位如提供機械、設備或器具供承攬
人使用時，如須由承攬人負責實施定期檢
查或重點檢查，得以書面約定之。

發包及簽約(續)



（六）溝通及協調

1.事業單位應於正式施工前具體告知承攬人有關其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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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
應設置協議組織及採取必要措施，以防止職業災害之發生。
協議組織應由事業單位負責召集，以定期或不定期進行相
關事項之協議。

3.事業單位應指定專人負責與承攬人負責人及職業安全衛生
管理人員進行每日開工前及施工期間之溝通及協調工作。
(如：工具箱會議)

4.事業單位應適時強化員工一個觀念：遇承攬人及其勞工有
不安全行為時，應及時勸阻，並與其溝通相關安全衛生之
知識或方法，且適時向直屬主管或承辦單位反映。
(如：集中辦理安全衛生講習會)



（七）入廠之管理

1.事業單位應訂定承攬人之門禁管制規定，
以有效控制承攬人之人員、機具設備及物
料等入廠後可能引起之危害及風險。

2.應指導協助及督導承攬人實施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確保入廠工作之人員已受過必要
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承攬人每日工作前應先通知或取得該工作
地點轄區主管之同意或核准，對於高後果
嚴重度或高風險之作業則須先取得書面核
准之工作許可。



勞工進場管制



施工機具進場管制







1.事業單位應要求承攬人提報承攬期間在廠(場)內所發
生之各類事件，包括職業災害、火災、爆炸等事件，
並於一定期限內提出事件之處理及調查報告。

2.事業單位應依承攬作業之危害嚴重性或風險程度分別
採取不同之監督及查核機制，以確保承攬人落實遵循
相關安全衛生管理規定。

3.事業單位在規劃緊急應變計畫及執行演練時，與承攬
人有關之緊急狀況及須配合辦理之事項，應一併納入
考量。

4.事業單位應要求承攬人在施工期間應確實執行相關安
全衛生事項，並藉由巡視、檢查及稽核等方式確保承
攬人確實執行，如下說明：

（八）施工中之管理





每日協議、巡視及處理紀錄表（範例）



（九）施工後之管理

1.事業單位應要求承攬人於每日離廠
前應完成施工作業現場之整理整頓
及安全檢點等工作，並確認所屬人
員已安全離廠。

2.事業單位應指派專人確認承攬人已
完成離廠前須完成之相關工作。





（十）安全衛生績效之監督與
量測

1.事業單位應依承攬作業危害嚴重性或風險採取不同之監
督機制，以確保承攬人落實遵守安全衛生相關規定。
2.事業單位應建立各級主管應有之共識：承攬人之安全衛
生設施有缺失而有危及人員安全健康之虞時，須停工改
善者即應停工，待改善完成且經確認無危害之顧慮時，
方可重新開工。
3.事業單位應要求承攬人之負責人及職業安全衛生人員負
起監督所屬遵守相關安全衛生管理規定之責，且須藉由
定期或不定期查核或稽核方式確認其是否確實負起監督
之責。
4.事業單位應定期評估承攬人於承攬期間之安全衛生績效，
評估結果應納為後續承攬資格之考量要素。



稽核驗收與廠商評價管理



稽核驗收與廠商評價管理(續)



（十一）結案及紀錄管理

1.事業單位於承攬人完成其所承攬之作
業時，除須確認符合契約要求外，尚
須確認其離廠前之安全衛生相關事相
亦已完成，方可結案，並將相關紀錄
歸檔備查，包含危害告知、溝通協調、
監督查核、安衞績效考核等紀錄。
2.事業單位應定期檢討承攬管理計畫之
適用性，必要時應加以修正。
3.第一類三百人以上之事業單位，執行
紀錄應保存三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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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