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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我國職業災害現況

近年我國職業災害死亡人數統計

(資料來源「勞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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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我國職業災害死亡人數統計

(資料來源「勞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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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勞保職災死亡百萬人率

(資料來源「勞工統計年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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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各國職業災害死亡千人率比較

(資料來源「勞工統計年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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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認識職業災害(一)

 職業災害「
  勞工作業場所之建築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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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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職業災害(二)

 安全意外損失的控制︾預防︾使降低
        至極限〈
 勞工安全指對勞工造成立即傷害〈

 勞工衛生指對勞工造成健康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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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安全衛生範圍

 範圍「安全衛生法適用範圍內僱用勞工從事工作之
             機構〈
 危害作業「包括設備︾製程︾機械︾器具︾化學
             品︾環境條件︾作業程序︾場所設計〈
 災害類型「墬落︾滾落︾感電︾物體倒塌︾崩塌︾

             中毒︾聽力受損等-- 〈
 危害消除「

確認 評估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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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損失及影響(一)

 勞工「生命安全或身體健康被侵害〈
        罹災人員一個美滿家庭破碎︽家庭生計陷入
        困境形成社會問題〈
 企業「 
   1.直接損失「支付罹災勞工之醫療及補償費〈
    2.傷害損失「現場處理︾傷者送醫︾事故調查︾報告

                           文件等費用〈
3.工資損失「作業中斷及復工的工資︾受損設備修復

                           費用︾緊急處理及參與救護人員之薪資
         

2014年4月2日星期三



職業災害損失及影響(二)

   4.生產損失「受損之建築物設備材料罹災人員訓練及
             新手低效率︾影響生產延期交貨違約罰
             鍰等失〈
   5.關聯損失「受損設備及勞工替代費︾保險給付︾工
                         程中斷管理費及家屬補償金等〈
  6.其他損失「勞工士氣低落︾勞工間及勞資關係破
                         壞︾罹難家屬索賠及政府依規定之罰鍰
                         等的損失︽但最主要為企業形 象及商譽
                         的損失難以彌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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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jury Iceberg 損害冰山模式

直接成本 
 醫療損失
 工資賠償

間接成本
 設備製程損失
 效率減低
 產品損失
 人員復訓
 行政費用

意外事故中︽間接成本在表面上看不
到︽但可能超過直接成本 5~5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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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病

 急性容易判定
 慢性潛伏期長判斷不容易
 職業病判定條件「

    --勞工有確實病徵

    --必須有暴露在有害因子的環境

    --發病期間與症狀及有害因子暴露有時序相關

    --病因不屬於非職業上之因素所引起

    --文獻記載症狀與危害因子之關係

 職業病判定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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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的責任

 雇主「發生重大職災雇主須負刑事責任〈
 主管及相關人員「可能涉及刑法傷害罪或業務過失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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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的成因

 不安全狀況--10％
 不安全行為--88％
 天然災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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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ous or disabling----------
嚴重傷害

Minor injury--------------
輕傷害

Property Damage-----
財產損失

Near Misses---
虛驚事故

1

10

30

600

      不安全行為?

Accident Ratio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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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原因

Basic Cause

   間接原因

Indirect Cause

   直接原因

Direct Cause

不良管理

       不安全行為

     Unsafe Acts

           不安全狀況

     Unsafe Condition

非預期的能失控或為害物外洩

Unplanned Release of energy or 
Hazardous Material

        意外事故「人員傷亡︾財產損失

ACCIDENT

Fatality and Injury Property Loss

 災害與管理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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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危害因子

 確認工作場所潛在危害
 危害可能衍生的影響
 判定人員暴露及可能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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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職業災害之因子

    人員因素

 知識缺乏
 技能欠缺
(營造業墜落︽工作經驗不足

一年者︽佔80.5％)

 不適當的激勵
 身體問題
 壓力

  工作因素

 不適當的管理系統

   (公司規模30人以下事故︽佔26.4㎡)

 不適當的工程
 不妥善的保養
 不適當的工具和設備
 不正常磨損和撕裂

基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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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全狀況

  

   ≒不安全機器︾設備
     保養不當︾未定期檢查︾不適當防護︾過
     度噪音和振動〈
   ≒未提供適當個人防護具
   ≒不安全環境
     通風照明不良︾廠房設計及設
     備佈置不
     當︾髒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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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全行為(一)

     ≒使用有缺陷之機具〈  
     ≒使用機具方法不當〈
     ≒未使用個人防護具〈  
     ≒未使用適當工具〈
     ≒在工作中開玩笑〈    
     ≒不正確之提舉〈
     ≒不正確之裝載具或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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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全行為(二)

    ≒使用防護具失效〈
    ≒不正確之操作機具〈  
    ≒向運轉中機械進料或維修〈
    ≒未經受權或許可逕行操作機具〈
    ≒不正確之工作姿勢〈  
    ≒酗酒或吸食麻醉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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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造成不安全行為原因如下

1.不知》2.不顧 

3.不能 4.不理 
5.粗心 6.遲鈍

7.失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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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統計(一)
 1.台灣政府統計

 1.1.失能傷害頻率(Frequency Rate,FR)
            

        FR=                                               
             

   1.2.失能傷害嚴重率(Severity Rate,SR)
                 
      SR=                                                          
                                                                                 
 1.3.失能傷害平均損失日數=                  
                                                     

失能傷害人次數 ×1,000,000 

總經歷工時

總計傷害損失日數×1,000,000
總經歷工時

 SR
 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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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計內容「
  受傷部位 災害類型 媒介物
 失能傷害種類
  死亡︾
  永久全失能︾
  永久部分失能︾
  暫時全失能

職業災害統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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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職場潛在危害因子的資料

 工作場所檢查紀錄
 勞工申訴案調查

 物質安全資料表(MSDS)
 職災補償申請紀錄
 醫療單位診療紀錄
 安全衛生組職人員報告
 工作安全分析
 作業程序︾特別操作紀錄
 設備之操作手冊及維修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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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危害因子評估

一︾非系統性的評估
   利用已知的潛在危害因子或現有檢查表︽研判發生事故

或災害的機率︽參考員工反應︽加以改善〈
二︾系統化的安全評估
   利用災害發生頻率和嚴重率計算風險值判定是否可接受

或需加以改善控制〈
   安全評估方法「
   失誤樹分析(FTA) ︾失誤型式及其影響分析 (FMEA) ︾事

件樹分析︾危害及操作特性分析(HAZOP)︾ What-If ︾
檢查表(Check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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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場所潛在危害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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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環境測定

      依據�勞工作業環境測定實施辦法�︾�勞
      工作業空氣中有害物容許度標準�實施

      --物理性測定

      --化學性測定

      --其他臨時性測定
     環境測定資料納入安全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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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職業災害預防

一︾建立制度

    1︾設置專責單位及人員

     2︾整理整頓

     3︾自動檢查

     4︾環境檢測

     5︾檢核(查核或稽核)制度

二︾加強勞工安全衛生教育
       提升安全衛生意識︾危害
       因子認知及防災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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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環境管理

1︾控制危害來源
a.本質安全

b.低危害物取代高危害物

c.無害或低危害製程取代高危害製程

d.減少器材設備上的銳角

e.隔離危害源

f.排氣

g.落電斷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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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危害路徑控制

a.熔接作業屏蔽保護

b.動力能源上鎖掛卡(Lock out/Tag out)
c.設備使用安全裝置(如轉動設備護罩；Interlock)
d.整體換氣或局不排氣

e.操作自動化

f.侷限空間強制通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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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業管理

    1︾製程

    2︾暴露時間

    3︾防護具

    4︾工作安全分析與安全作業標準

    5︾確認危害及監測

    6︾緊急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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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健康管理

 體格檢查
 健康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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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伍︾結語

破除安全文盲(了解危害因子)

充分知己知彼（認識物質特性）

確實妥善控制（處理失當、造成災害）

避免應變錯誤︽災害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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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伍︾結語

破除安全文盲(了解危害因子)

充分知己知彼（認識物質特性）

確實妥善控制（處理失當、造成災害）

避免應變錯誤︽災害擴大〈

相識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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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伍︾結語

破除安全文盲(了解危害因子)

充分知己知彼（認識物質特性）

確實妥善控制（處理失當、造成災害）

避免應變錯誤︽災害擴大〈

相識很久 認識不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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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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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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