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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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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1.不知如何執行? 
    是無法執行 
2.未更新資訊 
    職安人員掛牌所 
    以未回訓 
3.看不懂 
    未能理解法規規 
    範之目的 
     



~職安署推動 “職安法 6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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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啥米???? 
你~政府是在說

啥??? 
這營造業怎麼
可能做!!!!! 



讓我們繼續聽下去~~~~ 

為什要要推動?營造業能做嗎?
如何做?危害有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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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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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冷 

高粱(熱量) 



突然暴露於低溫環境或浸漬於低溫水或液體中，而
無法逃離。低體溫容易導致神經靈敏度降低、判斷
力降低、意識喪失、甚至死亡。 

人體正常體溫37.6Ｃ，體心溫度如降至31至32Ｃ
時意識模糊、難以測出血壓、瞳孔放大、顫抖停止
。降至29至30Ｃ時意識喪失、肌肉逐漸僵硬、脈
搏血壓難以測出、呼吸速率減慢。降至20Ｃ時心
跳停止。 

預防方法：避免體心溫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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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溫危害 



環 境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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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溫 

 

啤酒(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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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高溫作業 



職安法健康促進應用於營造業之探討與
解析 

10 



戶外高溫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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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危害 原因 症狀或徵候 急救處理方法 

熱痙攣 大量流汗，致
使鹽分過度流
失。 

肌肉疼痛性的痙攣，
體溫仍正常或稍低。 

適當休息，給予生理食
鹽水。輕微按摩痙攣部
位。 

熱衰竭 心血管功能不
足，大量失水
(脫水)引起虛
脫現象。 

極度疲勞、頭痛、臉
色蒼白、眩暈、心跳
快而弱，體溫正常或
稍高，失去知覺。 

陰涼且通風場所休息，
採頭低腳高姿勢仰臥，
按摩四肢，並注意體溫
及生命現象。 

熱中暑 體溫調節機制
失能，無法維
持體溫平衡。 

通常停止流汗，皮膚
乾熱、潮紅，體溫急
劇昇高，脈博快而強
烈。 

利用冰水或酒精擦拭或
浸泡，迅速降低體溫，
必要時脫去衣物，但要
注意維持體溫並送醫急
救處理。 

熱暴露誘發的主要疾病與處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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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環境所致熱危害 

失水 

出汗量過多導致體內水分大量流失，而影響細

胞功能，使體內新陳代謝物與體熱無法有效排

出造成細胞功能異常，嚴重時會死亡。 

 預防方法：多喝水。 

職安法健康促進應用於營造業之探討與解析 



14 

熱環境所致熱危害 

其他熱環境可能引起之危害 

 熱疲勞而降低工作效率、增加發生災害 

 產生熱疹 

 導致熱浮腫 

 男性精子活動力降低而致不孕 

 因紅外線暴露而引起白內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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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露天作業 

        從事建築、捕漁、耕種、運動等行業，太陽是主要高

溫及熱輻射的來源。太陽輻射的強度會按季節、雲霧的厚

薄以及一日中不同的時間而有所改變。夏季露天作業的工

友除暴露於太陽的直接照射，還受到地面和周圍物體二次

熱輻射源的附加熱作用。露天工作中的熱輻射強度可能較

高溫廠房為低，但其持續暴露時間可能較長，且頭顱常受

到陽光的直接照射，加上中午時份溫度特別高，如果工作

時所需的體力要求過大，人們便很容易因過度蓄熱而中暑。 

高溫作業基本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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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324-6條 

雇主使勞工於夏季期間從事戶外作業，為防範高氣溫環境引
起之熱疾病，應視天候狀況採取下列危害預防措施： 

– 一、降低作業場所之溫度。 

– 二、提供陰涼之休息場所。 

– 三、提供適當之飲料或食鹽水。 

– 四、調整作業時間。 

– 五、增加作業場所巡視之頻率。 

– 六、實施健康管理及適當安排工作。 

– 七、留意勞工作業前及作業中之健康狀況。 

– 八、實施勞工熱疾病預防相關教育宣導。 

– 九、建立緊急醫療、通報及應變處理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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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熱天須要水.wmv


不法侵害(職場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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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員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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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情緒失控

原因 

1.天氣熱 

2.因為找不到 

   工具，而拿 

   其他人工具 

3.作業順序溝 

   通不良 

4.出口成“章” 



職場暴力類型  

身體層面，心理層面  

暴力攻擊形式:身體攻擊、言語侮辱、虐待
、霸凌、性騷擾、歧視、威脅  

調查研究分類  

• 肢體暴力 (如：毆打、抓傷、拳打、腳踢等)。 

• 言語暴力 (如：霸凌、恐嚇、干擾、歧視等)。 

• 心理暴力 (如：威脅、欺凌、騷擾、辱罵等)。 

• 性騷擾 (如：不當的性暗示與行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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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暴力高風險行業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16.0%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12.4%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12.4%  

支援服務業:11.8%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11.8% 

運輸及倉儲業:10.8% 

金融保險業: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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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2010 年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工作環境安全衛生狀況認知調查」 



工作環境安全衛生狀況認知調查 

男性 女性 

職安法健康促進應用於營造業之探討與解析 22 

資料來源:2010 年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 



職 場 暴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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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場 霸 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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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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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則第11條 說   明 

本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三款所定預防
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
神不法侵害之妥為規劃，其內容應
包含下列事項： 
一.危害認知及評估。 
二.  作業場所之配置。 
三.  工作適性安排。 
四.  行為規範之建構。 
五.  危害預防及溝通技巧之訓練。 
六.  事件之處理程序。 
七.  成效評估及改善。 
八.  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雇主應妥為規劃之事項，如： 

1.危害認知及評估、作業場所之配置
規劃（如通道、空間、設備或擺設、
監視器及警報系統等）。 

2.工作適性安排。 

3.職場行為規範之建構（如制定政策或
相關管理規章以利遵循）。 

4.危害預防及溝通技巧之訓練。 

5.事件之處理程序（如申訴受理或因
應事件發生之通報、調查、處理及
紀錄等程序）。 

6.成效評估及改善。 

7.其他安全衛生事項（如管理政策、
員工協助、心理諮商專業人員參與
及內、外部資源之提供等）。 

職場暴力危害預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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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原因對於疾病之貢獻度 

 氣喘 (male) 

 肺癌 

 下背痛 

 腦心血管疾病 

 聽力損失 

 職業相關癌症 

29% (Karjalainen 2001) 

25-30%(Axelsson2001) 

50%   (NAS 2001) 

23%（ILO 2005） 

16%（WHO） 

至少4%（EU）、8.4%（I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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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危害(肌肉骨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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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料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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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則第9條 說   明 

 本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一款所定
預防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
骼疾病之妥為規劃，其內容應
包含下列事項： 
一、作業流程、內容及動作之
分析。 
二、人因性危害因子之確認。 
三、改善方法及執行。 
四、成效評估及改善。 
五、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1.職業促發肌肉骨骼傷害之危
險因子，主要包括因重複性
工作、施力負荷過大及不當
工作姿勢等，因長時期之暴
露，引起累積性之職業傷病。 

2.中央主管機關發布一般性之
人因工程肌肉骨骼傷病預防
指引供業界參考，並鼓勵相
關產業合作發展其共通性之
參考指引。 

人因危害預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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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常見的肌肉骨骼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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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常見的肌肉骨骼傷害 

職安法健康促進應用於營造業之探討與解析 35 



工地常見的肌肉骨骼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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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是50歲男性，從事板模工作約33年。每天搬模板約5 小時，釘模板(

組裝模板)約3 小時，搬大模板每片重量約(25-30公斤)，一次搬運2片，

每天40-50片；中模板每片重量約(20-25公斤)，一次搬運2片，每天20-

30片；小模板每片重量約(15-20公斤)，一次搬運2片，每天15-20片；

搬鐵管1 支重量約20公斤，每天搬運40-50 支：搬木頭1 支重量約5公斤

，一次搬運6支，每天30 次；每天搬運總重量近4,550公斤(4.55噸)。  

腰椎椎間盤突出症(案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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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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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從事營造業之模板工工作滿20年後開始出現腳麻以及無法彎腰等症狀，

約工作30年左右，開始出現下背痛，症狀持續3年之久，曾至醫院之一般門診

接受藥物與復健治療，然症狀並未緩解反而加劇，故轉介至職業傷病診治中

心就診，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就其職業暴露等資料進行評估，診斷其疾病與

工作之因果關係。  

 

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依據職業病診斷原則進行評估， 經評估個案於工作中，

需長期負重，符合長期在工作中從事搬抬重物，重量男性每次超過25公斤(女

性每次超過15公斤)之參考值，個案每天總搬運重量近4,550公斤亦符 合每日

負重超過4-5公噸的負重標準；因此判定其腰椎椎間盤突出與工作有相當程度

之相關性。  

腰椎椎間盤突出症(案例一) 

發病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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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醫學資料--診斷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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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是52歲男性，從事貨運司機約10年，隨著服務於不同公司工作內容略有不
同，工作內容區分如下：（1）駕駛3.5噸貨車，每天駕駛約9小時，計約有100
公里里程數，每週工作約6天，共約6年；（2）駕駛大型水泥車，每天駕駛約9
小時，計約有40-50公里里程數，每週工作約6天，共約半年；（3）駕駛15噸大
貨車，每天駕駛約9小時，計約有100 公里里程數，每週工作約6 天，共約1.5 年
。  

 

個案長期(8-10年)駕駛會全身性振動之交通工具，因一次工作時不慎跌坐後，開
始出現無法忍受的下背痛及右腳酸麻現象，遂至醫院診治並接受核磁共振檢查，
經診斷為椎間盤突出且疑似為職業所引起，遂轉至職業傷病診治中心，請職業醫
學科專科醫師就其職業暴露等資料進行評估，診斷其疾病與工作之因果關係。  

 

  
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依據職業病診斷原則進行評估，經評估個案長期(8-10年)駕
駛載運貨物之交通工具，因而暴露於全身垂直振動之作業，致腰椎椎間盤突出，
因此判定其腰椎椎間盤突出與工作有相當程度之相關性，為職業病。  

 

腰椎椎間盤突出症(案例二) 

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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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醫學資料--診斷過程 

發病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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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方法：  

• 對於從事重物處理的勞工，應於職前與就業中，教育
各種物品抬起搬運、放下、卸貨、疊上貨物的適當方
法，及預防下背痛發生的各種注意事項。  

• 重物處理的工作應儘量使用機械協助人力操作，亦應
標示重量，使工作者知道預期重量，減少傷害發生的
機會。  

治療方法：  

• 依嚴重程度分為固定腰椎、復健、藥物及手術治療等
。  

 

腰椎椎間盤突出症之預防與治療  

40 職安法健康促進應用於營造業之探討與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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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部椎間盤突出 



腰部椎間盤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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頸椎椎間盤突出 



 個案是44歲女性，擔任拋光技術工約25年，工作內容為拋光磨亮加工石
材，工作時視拋光石材大小，決定是否搬運至工作檯進行拋光。若為小

型拋光石材(30*45公分或5-10公斤)，則搬至工作檯，產品如小茶盤、小
尊佛像、小型石藝品等，平均一件拋光需2-3小時；若為大型拋光石材(1
公尺以上或超過10公斤)，則就地拋光石材，產品如大茶盤、大尊佛像、

大型石藝品，平均一件拋光需2-3天不等，拋光器具以振動平磨機為主，
但仍須視石材決定平磨機轉頭上需使用砂紙或砂布拋光物品。  

 

肌腱炎(案例三) 
肩部旋轉肌肌腱炎 

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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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從事加工修飾、拋光磨亮石材的工作17年後，開始出現肩膀、雙手酸
麻疼痛症狀，曾至中醫診所進行熱敷和電療，但肩膀仍有疼痛感覺，進而
轉至一般門診就醫，接受電療拉背復健以及開立貼布和止痛藥，但症狀並
無緩解，左肩膀疼痛加劇甚至疼痛感輻射至腰部，無法往後拉舉，另併有
左手發麻、腰椎酸以及左腳麻等症狀，至骨科進行左肩注射以及藥物治療
後，轉介至職業醫學科診治，經神經傳導與超音波診斷檢查，診斷為右肩
旋轉肌肌腱炎。因其疾病疑似為工作所引起，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就其職
業暴露等資料進行評估，診斷其疾病與工作之因果關係。  

 
 

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依據職業病診斷原則進行評估，經評估個案長期(25年
)以不符合人體工學之姿勢進行拋光石材工作，工作時長時間彎腰、雙手高
舉過肩、反覆扭腰加工修飾以及拋光磨亮物品，暴露於重覆性關節肌肉工
作之人因危害，因此判定其旋轉肌腱斷裂與工作有相當程度之相關性，為
職業病。  

 

肌腱炎(案例三) 
肩部旋轉肌肌腱炎 

發病過程 

45 

相關醫學資料--診斷過程 

職安法健康促進應用於營造業之探討與解析 



異常工作負荷(過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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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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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作

息 

• 菸 

• 酒 

• 賭 

• 毒 

工程進

度 

• 雇主成本 

• 雇主利益 

責任制 
• 承攬工期勞工 

• 縮短工期 

賺錢 • 加班 
勞工解決
的方式: 

熱 

吃不下 

啤酒
(提神
飲料) 

過量 

習慣 



過勞死之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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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則第10條 說   明 

本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二款所定預
防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
等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之妥為
規劃，其內容應包含下列事項： 
一.高風險群之辨識及評估。 
二.  醫師面談及健康指導。 
三.  工作時間調整或縮短及工作

內容更換之措施。  
四.  健康檢查、管理及促進。 
五.  成效評估及改善。 
六.  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1.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為本身具有
腦血管或心臟基礎疾病，因工作異常事件或
負荷過重而促發病變，超過自然病程而明顯
惡化者。 
2. 雇主應妥為規劃之事項，包括：高風險群
之辨識及評估(如本身具有腦心血管疾病及工
作負荷較大者)、醫師面談及健康指導、工作
時間調整或縮短及工作內容更換之措施、健
康檢查、管理與促進、成效評估及改善與其
他有關之安全衛生事項（如管理政策、評估
及審議機制、人力配置及醫護專業資源之提
供等）。 
3.中央主管機關訂有「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
臟疾病（外傷導致者除外）之認定參考指引」 

過勞引起危害之預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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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體格(健康)檢查紀錄 

修正一般體(健)檢紀錄項目，強化身心健康管理 

附表九新增: 
•過去1個月與6個月每週平均工時 
•睡眠評估項目 
•檢驗項目： 
     新進-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 
     在職-高、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 
•｢應處理及注意事項」增列： 
      建議不適宜從事之作業 
      工作調整建議及說明 

提供醫師進一步評估
之依據，強化｢過勞｣
預防及管理 

提供雇主採行措施之
依據，強化｢過勞｣預
防及管理 

紀錄至少保存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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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力量表-評估10年內心血管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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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諮詢標準 

職安法健康促進應用於營造業之探討與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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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雇主保護勞工身心健康之義務 
 

第6條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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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防新興職業危害： 

 防重複作業危害 

 防過勞 

 防暴力、防精神疾病 

 心理健康 

其他

9%
腦心血管

6%

皮膚病

3%

手臂頸肩

52%

下背痛

26%
塵肺症

4%

100年 勞保職業病給付 

（本法第6條第2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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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性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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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  
母性健康保護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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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禁止女性勞工工作與ILO、歐盟 
母性保護規定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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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  

懷孕者禁止從事危險或有害工作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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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  

產後女性禁止從事危險有害工作範圍  

妊娠與分娩後女性及未滿十八歲勞工禁止從事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認定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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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155條 
雇主對於物料之搬運，應儘量利用機械以代替人力，凡四十公斤以上物品 
，以人力車輛或工具搬運為原則，五百公斤以上物品，以機動車輛或其他 
機械搬運為宜；運輸路線，應妥善規劃，並作標示。 

 重體力勞動作業勞工保護措施標準 第2條 
本標準所定重體力勞動作業，指下列作業： 一、以人力搬運或揹負重量在
四十公斤以上物體之作業。 二、以站立姿勢從事伐木作業。 

 雇主不得使未滿十八歲者從事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認定表 

 

 

 

 

四大計畫執行及臨場服務 

重物處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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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雇主不得使妊娠中之女性勞工從事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認定表 

 

 

 

 

 雇主不得使分娩後未滿一年之女性勞工從事危險性或有害性工
作認定表 

四大計畫執行及臨場服務 

重物處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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勞工不願意配合工作調整

，該如何處理 ? 

Q&A 

職安法健康促進應用於營造業之探討與解析 63 



 一、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1條規定之目的係為保護妊娠中及分娩後母

體、胎兒及哺乳間嬰兒之安全與健康，故經醫師評估，勞工之健康

狀況異常，經採取危害控制及管理等措施仍無法改善者，雇主應依

醫師適性評估建議，採取工作調整或更換等健康保護措施。 

 二、至有關經採納醫師適性評估建議，因工作調整而影響勞動條件

部分，仍應依勞動基準法之規定，由勞資雙方協商並徵得勞工同意

，方符合法令規定。 

 三、考量適性評估涉及醫學專業，爰本辦法規定須由醫師與勞工面

談。為避免勞資雙方因本辦法之相關規定而引發 勞資爭議，建議雇

主可將安全衛生、健康管理等應遵循事項納入工作守則，俾利勞工

遵行。  職安法健康促進應用於營造業之探討與解析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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勞工不願意配合接受面談或

指導 ，該如何處理 ?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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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查職業安全衛生法施行細則第42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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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得依工作性質、規模分別訂定，先予敘
明。 

二、有關雇主不得使未滿18歲者、妊娠中或分娩後未滿
1年之女性勞工從事之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及職業安
全衛生法第6條第2項所規定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
全衛生措施，係屬雇主之法定責任與義務。雇主依法所
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有關勞工需配合事項，得納
入工作守則，俾利勞雇雙方共同遵行。 

職安法健康促進應用於營造業之探討與解析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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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營造業的健康危害難推動? 

路橋米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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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