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專校院互助聯盟交流會暨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教育訓練

政令宣導

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 1



壹、職業安全衛生基礎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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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其施行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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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災害定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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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上原因：指隨作業活動所衍生於就業上一切

必要行為及其附隨行為而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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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

職業災害定義(二)

➢ 因執行職務而致傷害者，為職業傷害(作業前中後等)。

➢ 於勞工保險職業病種類表規定適用職業範圍從事工作，
而罹患表列疾病者，為職業病。

➢ 於適當時間，從日常居、住處所往返就業場所，或因
從事二份以上工作而往返於就業場所間之應經途中，
發生事故而致之傷害，視為職業傷害。(通勤)

➢ 被保險人疾病之促發、惡化或罹患精神疾病，該項疾
病與作業或執行職務有相當因果關係者，視為職業病。

◆上、下班、雇主同意之公差、參加活動、職傷病醫療、
外出用餐等，如有私人行為、酒駕、吊扣或吊銷駕照、
吸毒駕駛、路肩、危險駕駛、駛入來車道者，不得視為
職業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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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實務

業務遂行性：

在勞工執行職務(業務)的過程

中所發生

業務起因性：

伴隨勞工提供業務時所可能發生

之危險已經現實化

台灣高等法院 90年勞上字第 60號判決
最 高 法 院 86年台上字第1580號判決

86年台上字第 479號判決
95年台上字第2542號判決

職業災害定義(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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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責任

職業災害
雇主責任

行政責任

刑事責任

民事責任

民法

勞基法

損害賠償

災害補償

職安法

刑法

自由刑、拘役
、罰金

業務過失

罰鍰

停工

停止
使用

職業災害雇主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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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院校實驗室，竟是工傷重災區！
17年來發生34起意外，研究助理卻無勞保職災
賠償！
 17年間發生32起大學實驗室意外，實驗室就是工傷的重災區！根據高教工會統計，

自1997年以來，17年間，光在大專院校實驗室發生的意外就高達34筆，當中確認
導致學生兼任助理受傷的工傷案件高達10起、輻射外洩事件1起、致死案件3起。
事故發生所在校園，更是遍及台灣各公私立大專院校：光台灣大學就佔了5 起、
清華大學3起、成功大學3起、中興大學2起。而這些於工作場所發生的意外事故
致傷、致死案件，校方竟然都以工傷者為「學生」而非勞工身分，因而便宜行事、
未幫其納保，使得這些工傷者未能得到完整的職災賠償與撫卹。

 資料來源：苦勞網 https://www.coolloud.org.tw/node/78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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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案例

 日期：108.6.21

 時間：13時許

 地點：成大化學館10樓93A56實驗室

 事發經過：23歲的男大生將含有30％
鈉的甲苯倒入化學廢液桶（含有機溶
劑），引起化學反應，致右臉右手灼
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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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案例

 日期：107.11.5

 時間：9時許

 地點：台大電機二館4樓東側的實驗
室

 事發經過：該實驗室進行老舊砷化氫
氣管拆卸，疑似管線中殘存的微量氣
體外洩引發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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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案例

 日期：102.5.10

 時間：17時許

 地點：中興大學化學館

 事發經過：研究所二年級汪姓、劉姓
男學生，在進行異丙醇純化實驗時，
疑因加入速度過快，致燒杯瞬間爆破，
碎片四射割傷臉部、手部，劉生右眼
有失明之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HGLppJ-Vq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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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校園實驗/實習場所災害案例」

 https://www.safelab.edu.tw/News/News_View.aspx?NewsID=20190911134754

9C2B

 共127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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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漫談承攬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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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管理之法定義務體系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法

第 2 5 條

第 2 6 條

第 2 7 條

第 2 8 條

（1）承攬人之法律應為作為

（2）職業災害補(賠)償連帶責任

告 知 義 務

共同作業時原事業
單 位 應 有 之 作 為

共 同 承 攬 之 災 害 之 防 止

（1）共同作業之意義

（2）工作場所負責人
之選任

（2）協議組織之成立

（3）協議組織之協調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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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關係之認定（1）

一.民法第四百八十二條 ：

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
服勞務，他 方給付報酬之契約

二.民法第四百九十條：稱承攬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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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方
不具從屬關係）

三.民法債編中承攬人之特徵：

負品質保證、瑕疵修補、解約或減少報酬、損害賠償、危險負
擔之責任

28



承攬關係之認定（2）

勞動（僱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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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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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僱傭關係者具指揮監督管理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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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關係之認定（3）

事業單位將工程部分工作，以代工不帶料方式交付
自然人施工，勞動檢查機構應調查該自然人是否以
提供勞務為主，及事業單位對該工程是否具統籌規
劃、管理及指揮監督權限。調查事實及證據時，應
就整體工程範圍之統籌規劃、管理及指揮監督權等
層面認定之，且勞務給付部分，只要存在有部分從
屬性，即可從寬認定為勞動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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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關係之認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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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業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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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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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關係之認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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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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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關係之認定（6）

民法承攬關係

職安法承攬關係

（本業承攬）

業主（定作人） 承攬人

承攬人原事業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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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事業

 事業係指「反複從事一項經濟活動」、「以一定之場所為業，
從事營運之一體」，而事業單位係指「僱用勞工從事工作之
機構」。

 事業單位將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有關是否屬其
「事業」之認定，以該事業單位之實際經營內容、經常業務
活動及所必要之輔助活動為範圍，且不以登記之營業項目為
限；亦即事業單位本身之能力客觀上足以防阻職業災害之發
生，係其所熟知之活動，對於作業活動伴隨之危險性亦能預
先理解或控制，並依下列原則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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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原則

事業單位將其工程交付承攬，視該事業單位之實際
經營內容、規模、組織、人員能力及機具設備等，
整體綜合考量是否與其經營內容專業有關或為其專
業能力所及者，實施個案認定。

事業單位將其設備之維修、保養、安裝、清潔及廠
房修繕等交付承攬，應就該事業單位之實際經營內
容、規模、組織、人員能力及機具設備等，整體綜
合考量是否與其經營內容專業有關或為其專業能力
所及者，實施個案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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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態樣範例

 （1） 某製造工廠將機械、設備維修工程及廠房修繕交付承攬，
因其設有專責組織負責維修工作，該等機械、設備維修工程及廠
房修繕作業為「其專業能力所及者」，前開交付承攬應認定為
「以其事業交付承攬」。

 （2） 業主將土建工程、機電工程、空調工程……等平行分包，
且各承攬人共同作業時，依現行法令規定，只能認定各平行分包
為其所屬承攬人之原事業單位。

 （3） 某電力公司輸配電工程之配電管溝工程、電桿新設工程、
電塔工程、變電所及電廠之機電及發電設備 安裝工程等，均為其
電力事業之一部分，如交付承攬時，電力公司應認定為原事業單
位，不得以輸配電前之前置作業為由，認定為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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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態樣範例

 （4） 某工廠興建辦公室、員工宿舍或廠房，如使用前全部交付
他人承攬興建，且施工亦非在該廠工作場所範圍內，可認定該等
興建工程非其事業一部分。

 （5） 專責養護之工務機關（構）將其路面補修、邊坡整坡工程
及號誌維護等事業經常性活動交付承攬，因與其經營內容專業有
關，且為其專業能力所及，該工務機關（構）認定為原事業單位，
如交通部公路總局各區養護工程處、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各區養護
工程分局、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養護工程隊及高雄市政
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等。

 （6） 台電公司所屬區處之輸配電工程，為其電力事業之一部分，
如交付承攬時，該區處應認定為原事業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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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態樣範例

 （7） 自來水公司所屬區處之給水工程，為其自來水供應事業之
一部分，如交付承攬時，該區處應認定為原事業單位。

 （8） 某電視傳播業將電纜佈設及收視設備安裝交付承攬，因其
設有專責組織負責相關硬體佈設及安裝等施工業務，該等電纜佈
設及收視設備安裝為「其專業能力所及者」，前開交付承攬應認
定為「以其事業交付承攬」。

 （9） 某醫院將清潔作業暨傳送服務交付承攬，因院區之醫療設
施（診間、治療室、檢查室等）及醫療物品（檢體、血袋、藥品
等）為其事業經營所必需，而有關該醫療設施之清潔及醫療物品
之傳送作業為「其專業能力所及者」，前開交付承攬應認定為
「以其事業交付承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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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態樣範例

（10）某汽車貨運業將理貨作業交付承攬，因該理
貨作業「與其經營內容專業有關」，前開交付承攬
應認定為「以其事業交付承攬」。

（11）某鋼鐵公司係從事鋼鐵冶鍊、鋼鐵鑄造、鋼
鐵軋延及擠型等業務，將工程鋼構架製造工作交付
承攬，因工程鋼構架製造工作「與其經營內容專業
有關」，前開交付承攬應認定為「以其事業交付承
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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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之要求（1）

1. 不論其承攬人是否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即應負危害告知之
責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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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告知方式：以書面（如合約、備忘錄、安衛日誌、工程會
議紀錄等）或協議組織會議紀錄於事前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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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之要求（2）

4. 告知內容：工作環境、危害因素、該法安全衛生規定之措
施

⚫ 為原事業單位既存已知或預期可知，且可能造成主要危害及其預防
事項

⚫ 非鉅細靡遺事項

⚫ 為交付承攬範圍內，原事業單位作業活動所提供相關之設備、器具、
危險作業、有害作業環境、危害因素及相對應之法定設施等訊息

⚫ 承攬人作業自行造成之危害、不安全環境，則不能苛責於原事業單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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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之要求（1）

1. 原事業單位之認定

⚫ 要件：

1) 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之事業單位

2) 將其事業之部分或全部交付承攬

⚫ 事業之認定：

1) 反覆從事一項經濟活動，以一定場所為業從
事營運之一體

2) 事業單位實際經營內容及其所必要補助活動
均為其事業

⚫ 事業交付承攬之認定原則：

1) 應就事業單位之經營內容、規模、組織、人
員及機具設備等綜合考量

2) 與其經營內容事業有關或其事業能力所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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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共同作業之認定
• 認定標準：上、下包勞工於「同一期間」、「同一工作場

所」工作，彼此作業具有相互干擾

• 同一工作場所：工程施工所及之範圍

• 同一期間：同一工程之期間而不論其作業之工期是否一致

• 原事業單位勞工有否參與共同作業：

1) 以該單位有否實施工程施工管理論斷（包含勞務管理、工程
管理、施工管理）

2) 原事業單位派員僅作規劃、設計、監督及指導（工程進度、
檢驗工程品質及規範）等之設計管理，則非屬共同作業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之要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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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作業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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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條所稱之共同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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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作業態樣

 3.事業單位如於其工作場所內之空地，劃出一部分供承攬人使用，其間
隔離區分，其勞工不致與承攬人之勞工混同工作，且相互間無作業干擾
影響之情形，則非屬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二十七所稱之共同作業。

 4.專責養護之工務機關（構）將其路面補修、邊坡整坡工程及交通號誌
維護等事業經常性活動交付承攬，採自辦監造者，依契約須對承攬商所
提施工計畫、施工詳圖、品質計畫及預定進度表實施審核及管制，且對
施工計畫（或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之安全衛生設備、措施及施工程
序等實施查驗，屬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二十七所稱之共同作業；另工務機
關（構）將執行監造作業之監督、查證、督導與檢查事項等工作委託監
造者，單純派員對承攬人、再承攬人所僱用勞工作業從事監督，或維護
其事業場所之安全秩序管控，此種監督及控管並非從事該事業單位之業
務活動或必要之輔助活動，非屬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二十七所稱之共同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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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之要求（3）

3. 為防止職業災害，原事業單位應採取之必要措施

• 設置協議組織，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指揮協調工作

• 工作之聯繫與調整

• 工作場所之巡視

• 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與協助

• 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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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之聯繫與調整

一. 實施時機與方式：每日的安全施工程序協調會
中辦理

二. 高危險作業的聯繫與調整
1. 前後作業的工作時間調整

2. 保養方法、停/復機、停/復電之聯繫

3. 機具、設備組拆時間之調整及危害防止措施之聯繫

4. 營建機械、物料吊升、裝/卸貨作業、周邊作業人員作
業時間調整

5. 使用同一設備（如施工架）進行作業時間調整

6. 爆破作業時間之預告、警示方式及相關作業程序之聯繫

7. 工作場所標示、有害物容器存放場所、危險性機械設備
操作信號等之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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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管理事項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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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實施的安全衛生管理項目
●文書

 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勞工人數在30人以下，得以安全衛生管理執行紀錄

或文件代替。(管辦12-1)

 對於危險性較高之設備及作業訂定自動檢查計畫，並實施自動檢查與檢點。(管

辦13~63、79)

EX：一般車輛、高空工作車、堆高機、固定式起重機、移動式起重機、升降

機、吊籠、乙炔熔接裝置、高/低壓電氣設備、鍋爐/小型鍋爐、第二種壓力

容器(ex空氣儲氣筒)……

 會同勞工代表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勞動檢查機構備查。(職安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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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實施的安全衛生管理項目
●受訓、證照、體格/健康檢查

 設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僱用勞工人數30人以上之事業單位應陳報檢查機構

備查。(管辦3、86)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含回訓)。(教育3~16、17~17-1)

 EX：業務主管、管理員、有機溶劑作業、缺氧作業、屋頂作業、移動式起重機、吊籠

、鍋爐/小型鍋爐、堆高機、吊掛作業、乙炔熔接作業、急救、一般勞工、 ……。

 每班次設置合格之急救人員，每一輪班次應至少置1人；其每1輪班次勞工總人數

超過50者，每增加50人，應再置1人。(健9)

 僱用勞工時，應施行一般或特殊體格檢查；對在職勞工應施行一般健康檢查，從

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者之特殊健康檢查。(健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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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實施的安全衛生管理項目
●發生職災時

 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發生職業災害，雇主應即採取必要之急救、搶救等措施，並會同

勞工代表實施職災調查。(職安37)

 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一時，雇主應於8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

(google：職災通報/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職災通報專線03-333-3305)(職安37)

1. 發生死亡災害者。

2. 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3人以上者。

3. 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1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

4.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

 勞工人數在50人以上之事業，按月填載職業災害內容及統計(職災月報表)。(職安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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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災通報
路徑：便民服務>常用服務>職業災害統計填報
Google：職災通報
https://insp.osha.gov.tw/labcbs/dis000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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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災通報
路徑：便民服務>常用服務>職業災害統計填報
Google：職災通報
https://insp.osha.gov.tw/labcbs/dis000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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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災調查
Google：工作場所職業災害調查結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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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實施的安全衛生管理項目
●其他

 危險性之機械或設備，非經勞動檢查機構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代行檢查機構檢查

合格，不得使用；其使用超過規定期間者，非經再檢查合格，不得繼續使用。(職

安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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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網站
https://oli.tyc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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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路徑：便民服務>檔案下載>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得依事業單位之實際需要，訂定適用於全部或一部分事業，且得依
工作性質、規模分別訂定。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41條規定：「本法第34條
第1項所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之內容，參酌下列事項定之：

1. 事業之安全衛生管理及各級之權責。

2. 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維護及檢查。

3. 工作安全及衛生標準。

4. 教育及訓練。

5. 健康指導及管理措施。

6. 急救及搶救。

7. 防護設備之準備、維持及使用。

8. 事故通報及報告。

9. 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即工作守則的基本內容應包含這9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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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路徑：便民服務>檔案下載>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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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路徑：便民服務>檔案下載>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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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路徑：便民服務>檔案下載>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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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工作守則>>>>注意事項
路徑：便民服務>檔案下載>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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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工作守則>>>>注意事項
路徑：便民服務>檔案下載>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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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工作守則>>>>注意事項
路徑：便民服務>檔案下載>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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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工作守則>>>>注意事項
路徑：便民服務>檔案下載>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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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備查查詢
路徑：便民服務>常用服務>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查資料登錄訊息...(另開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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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備查查詢
路徑：便民服務>常用服務>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查資料登錄訊息...(另開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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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備查查詢
路徑：便民服務>常用服務>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查資料登錄訊息...(另開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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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備查查詢
路徑：便民服務>常用服務>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查資料登錄訊息...(另開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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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路徑：業務資訊>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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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單位查詢
路徑：業務資訊>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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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單位查詢
路徑：業務資訊>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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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教育訓練>>>>開課查詢
路徑：業務資訊>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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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個人受訓紀錄查詢
路徑：業務資訊>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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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格/特殊/健康檢查
路徑：業務資訊>勞工健康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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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體格/健康檢查
路徑：業務資訊>勞工健康保護
●報備：系統報備，107年7月1日起，線上通報，不用再寄紙本至勞動檢查機構。
●保存年限：特殊健康檢查紀錄10年以上或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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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體格/健康檢查
路徑：業務資訊>勞工健康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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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體格/健康檢查
路徑：業務資訊>勞工健康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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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災月報表
路徑：便民服務>常用服務>職業災害統計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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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災月報表
路徑：便民服務>常用服務>職業災害統計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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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職災實錄：

1. 勞檢處網站 > 業務資訊 > 職災實錄

2. 職安署網站 > 便民服務 > 檔案下載

3. 職安署網站 > 新聞與公告 > 職災訊息

 宣導手冊、摺頁、宣導影片：

1. 勞檢處網站 > 便民服務 > 檔案下載 > 職業安全衛生宣導手冊

2. 職安署網站 > 便民服務 > 影音專區 > 線上影片

 線上報名

1. 勞檢處網站 > 便民服務 > 線上報名

2. 職安署網站 > 便民服務 > 線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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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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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限期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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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限期改善+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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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限期改善+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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