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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營造作業_露天開挖) 

講師︰朱啓亮 本講義僅供本次上課

提升工作者安全衛生知識使用
朱麗麗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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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

(一)認知作業環境

(二)評估危害因子

(三)評估施工機具

(四)災害案例探討

(五)預知危險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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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認知作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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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業作業場所特性

危險性

天候因素 高架作業大型機具

高度風險

地質、地形變動性

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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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業作業性質特性

專業分工

多樣性 複雜性作業面變動性

人員流動性

臨時性移動性

承攬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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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工程作業環境

假設工程

認知 評估 控制

地理條件

天候變化

互相干擾

墜落

倒塌、崩塌

被夾、被捲

作業特性 危害因子

增加知識技能

加強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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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天開挖之定義

露天開挖︰

– 露天場所實施土、砂、岩石開挖(採人工或機械)，包

括

基礎開挖︰土木構造物、建築物

管溝開挖︰地下埋設物

整地

露天開挖作業︰指露天開挖與

– 開挖區及其鄰近處所相關之作業，包括

測量、鋼筋組立、模板組拆、灌漿、管道及管路

設置、擋土支撐組拆及搬運作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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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工程
露天開挖之工法

開挖作業

基礎開挖

導溝開挖

出土作業

套管基樁

基樁工程

鑽掘作業

地下室開挖

連續壁 鑽掘

預壘樁

擋土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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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估危害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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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天開挖危害因子

1. 墜落危害

2. 被撞危害

3. 被捲被夾危害

4. 物體飛落危害

5. 倒塌崩塌災害

6. 照明不良

7. 感電災害

8. 其他



11

墜落危害

1. 露天開挖所設置之上下設備不良

2. 開挖作業時，勞工於安全支撐上行走

3. 勞工於開挖區邊緣行走

4. 地下室開挖作業前，應於四周預先設置護欄

5. 地下連續壁鉆掘(開挖)作業時，未作業部分之導溝設置護蓋

6. 建築逆築工法之開挖取土口，有墜落危險

7. 開挖出土作業，支撐上清理廢土，有墜落之虞

8. 開挖出土作業，臨時拆除構台護欄，有墜落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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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災害防範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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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撞危害

危險狀況︰

–開挖作業時挖土機未設倒車或旋轉警示燈及蜂鳴器、未指派專

人指揮、未嚴禁操作人員以外之勞工進入營建用機械之操作半

徑內，勞工有被撞之虞。

違反法條︰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69條。

改善對策︰

1.挖土機應設倒車或旋轉警示燈及蜂鳴器。

2.指派專人指揮。

3.嚴禁操作人員以外之勞工進入營建用機械之操作半徑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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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捲被夾危害

危險狀況︰開挖作業時，進出工地車輛之清洗設備(空

壓機)傳動輪、帶未設護罩，勞工有被捲之虞

(上列左相片)。

違反法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43條。

改善對策︰空壓機傳動輪、帶應設置護罩(上列右相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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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體飛落危害

危險狀況︰開挖作業之挖土機未設頂蓬，勞工

有被物體飛落擊中之虞。

違反法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19條第1

項第3款

改善對策︰挖土機應設置堅固頂蓬，以防止物

體飛落之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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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塌崩塌災害

1. 露天開挖作業未作適當擋土支撐

2. 露天開挖未設置完整擋土支撐

3. 露天開挖作業鄰近圍牆變形破壞

4. 露天開挖作業因超挖造成擋土排樁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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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不良

危險狀況︰

–逆築工法開挖作業場所設置之照明設備隨意放置於地面，

光線分佈不均勻光線，易造成刺目、眩耀現象。

違反法條︰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13條。

改善對策︰

–設置之照明設備光線應分佈均勻，明暗比並應適當，避免

光線之刺目、眩耀現象。

–反光背心之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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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電災害

1. 臨時用電未確實設置漏電斷路器

2. 臨時用電設置之漏電斷路器不合格

3. 臨時用電臨時用電線路置於潮濕通道

4. 電焊作業線路未經自動電擊防止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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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電災害發生原因與防範方法
媒

介

物

發 生 原 因 對 策 防 範 方 法 備註

隔 離 設置開關箱

隔 離 變壓器架高或設護圍

誤送電或逆送電 絕 緣 開關箱上鎖及標示

濕手啟動電器開關 絕 緣 將手擦乾或戴橡皮手套

未穿戴防護具或活線作

業用具而進行活線作業
絕 緣 穿戴防護具或停電作業

隔 離 架空高壓線路設絕緣防護

隔 離 物料儲運遠離架空高壓線路

偵 測
架空高壓線路附近從事調運

物料應設監視人員

配筋作業碰觸施工架外

側高壓線路
絕 緣 施工架外側高壓線路應設護圍隔離

絕 緣 經樓梯處之線路應架高

隔 離 避免行經鋼筋上方

偵 測 通道線路應架高或設防護

設備露出帶電部份 絕 緣 裸線加絕緣被護

檢 測 使用前檢測

偵 測 電源處加裝漏電斷路器

接 地 設備接地

電焊機焊柄外殼絕緣劣 隔 離 換新外殼

電焊機焊條未電焊時電

壓過高
偵 測 加裝自動電擊防止裝置

電焊機二次側迴線離焊

接地點過遠
隔 離 二次側迴線應近接焊接處

設

備

線

路

電

源

行進或作業中碰觸電源
若

有

人

員

感

電

應

先

切

斷

電

源

再

施

以

急

救

移動式起重機吊運物體

或繩索調拉波浪鋼板，

碰觸上方高壓電線

設備因故障致外殼帶電

移動線路絕緣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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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空間作業六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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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評估施工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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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移動式起重機應注意之基本事項(1/2)

1. 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移動式或固定式起重機屬危險

性機械，應有合格證。

2. 危險性機械之操作人員及吊掛作業人員應有合格證。使

用起重機具從事作業應設置指揮人員。

3. 吊升荷重在未滿三公噸之固定式或移動式起重機操作人

員應使其受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4. 起重機應裝設過捲預防裝置，吊鉤吊具應有防止吊物脫

落之裝置。

5. 起重機於運轉時，應嚴禁人員進入吊舉物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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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移動式起重機應注意之基本事項(2/2)

6. 起重機吊掛用之鋼索必須注意其結構、纏繞情形及損傷狀

態。

7. 起重機車輛出入或有導致交通事故之虞之工作場所，應依

規定設置適當交通號誌、標示或柵欄。

8. 起重機具於高壓電路旁作業時︰

1) 請電力公司遷移高壓電線線路。

2) 將線路斷電並於工作現場實施接地。

3) 請電力公司在線路上加裝絕緣用防護裝備(防護線管)。

4) 設置護圍，保持起重機或吊物與線路間之安全距離。

5) 若採取前項措施有困難時，可設置監視人員監視作

業，以保持起重機或吊物與線路間之安全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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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土機作業注意事項(1/3)_1

1.挖土機之桁架及挖臂的運動必須遠離各種架空線路。

2.在挖掘之前，對地下之各項設施應予瞭解並標示出其正確位

置。

3.不要穿寬鬆的衣服，或戴珠寶在手上，因為這些東西會鉤住

操作桿或其他物體而發生危險。

4.操作時應戴安全帽，護目鏡及口罩。

5.瞭解各項警告系統所代表的故障意義，應遵照技術手冊上的

各項規定去做。

作業前測試及注意事項 作業中之注意事項 停機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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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土機作業注意事項(1/3)_2

6.在移動機具之前，應確定無人在機具上工作或走近機具。

7.測試引擎油門加減速動作是否正常。

8.檢查滅火器是否裝妥可用。

9.如有需修理之項目應報告。

10.測試各項操作桿的控制動作是否均正常。

11.傾聽有無不正常之雜音。

作業前測試及注意事項 作業中之注意事項 停機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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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土機作業注意事項(2/3)_1

1.不要讓任何人坐在機具上。

2.如果在挖坑或挖溝時，若發現坑牆或溝牆可能會有崩塌之現

象，立即警告工作人員離開。

3.確定有適當的迴旋間隔，以免碰到其他物體。

4.行駛時，應將桁架放於行進之前方。

5.對架空的高壓電線應保持安全距離。

6.不要從運動中的機具上跳下。

作業前測試及注意事項 作業中之注意事項 停機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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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土機作業注意事項(2/3)_2

7.遠離挖空的凸出土崖，以防崩落。

8.吊重時，不要超過額定荷重。

9.挖臂的挖掘角度約與地面成70度角時，挖土力量為最佳。

–挖斗的齒尖削與地面平行，且貼地切削時為最有效。

–挖土機履帶前端與邊坡之間的距離，如果太遠會使挖掘力

減少，若太近則易生危險，同時浪費挖臂內收的時間，故

必須以現場實際經驗做適當的選擇。

10.最佳挖掘範圍應在挖臂中心線兩側各15度角之內，挖土量為

最快速，因此增加產量。

作業前測試及注意事項 作業中之注意事項 停機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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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土機作業注意事項(2/3)_3

11.挖土機對傾卸車裝料時，彼此之間的位置應特別注意，中間

的距離應以桁架和挖臂的連結梢為準，其中心延長線必須落

在傾卸車內側牆板上。若距離太遠，則挖斗內之土易於溢

漏，太近則挖斗外伸浪費時間。

12.對傾卸車裝料時，其迴旋角度應在60度角以內，作業循環時

間最節儲，若大於60度角，則會浪費迴旋時間。

13.挖土機應停放在穩定而堅實的土坡上工作，離低凹地之高度

應等於換臂上兩個主梢間之距離，若停放之平台為較鬆的土

坡，則高度必須減小。

作業前測試及注意事項 作業中之注意事項 停機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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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土機作業注意事項(3/3)_1

1.將桁架及挖斗放置在履帶之側面。

2.推桁架操作桿到下降位置，使履帶逐漸升離地面，當下垂之跑板與

地面間存有小的間隙時，即停止操作桁架下降。

3.使離地之履帶做前後轉動，讓堆積在上之泥土震落地面，如此連續

運動，可使履帶達到清潔效果。

4.將此邊之履帶降落地面。

5.重復上述之步驟，使另一邊之履帶也能完成清潔工作。

6.清理支架滾輪之各處泥土。

7.如果引擎需要熄火，則先減速運轉五分鐘，使引擎各部零件能均勻

冷卻。

作業前測試及注意事項 作業中之注意事項 停機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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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土機作業注意事項(3/3)_2

8.將機具移動到安全位置，盡可能放置在較平坦的地面。

9.如果氣溫可能會達結冰溫度，應將泥土清理乾淨，並在履帶

與地面之間加墊厚木板，以防履帶凍結在地面上。

10.挖斗應放置在地面，挖臂內收，盡量放低桁架。

11.將手動安全桿推向朝下之位置。

12.引擎油門退回到低速位置約30秒鐘。

13.將引擎啟動開關放入熄火位置。

14.電源開關轉到切斷位置並取出鑰匙。

15.駕駛室內之門窗均需確實關妥及鎖牢。

作業前測試及注意事項 作業中之注意事項 停機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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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機械翻覆、翻落等危害防止

1.使用車輛卸貨作業時︰

(1)確認拉起手煞車。

(2)使用輪擋防止車輛移動。

(3)掀舉載貨台應提供安全支撐再於其下方檢修，避免

人員或車輛碰觸安全支撐。

(4)解纜繩時應確認貨物無掉落之危險。

(5)禁止無關人員進入卸貨區。

2.以貨車載運堆高機、挖土機裝卸作業時︰

(1)選擇平坦堅固地為之。

(2)使用道板長度、寬度、強度應足夠，且固定要穩固

不要滑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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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災害案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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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營造業重大職災實例
(2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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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從事挖溝機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

102年1月24日上午，罹災者駕駛挖溝機開挖自設

道路終點前方山壁，因操作時重心不穩，挖溝機

由自設道路旁左側邊坡翻覆後，連人帶車墜落至

下方約2.5公尺之邊坡上，翻落時罹災者閃避不及

被挖溝機壓住並遭邊坡旁樹幹刺中，造成罹災者

穿刺傷、頸部外傷及顱腦損傷導致休克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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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 罹災者被翻落挖溝機壓住並遭邊坡旁樹幹刺中，造成穿刺

傷、頸部外傷及顱腦損傷導致休克死亡。

(二)間接原因：

（1）勞工以機械從事露天開挖作業時，未事前決定開挖機械之

運行路線，並告知勞工。

（2）勞工以機械從事露天開挖作業時，未指派專人指揮，以防

止機械翻覆。

(三)基本原因：

（1）未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2）未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4）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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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從事土木工程發生墜落受傷致死災害

據目擊者勞工稱：當天（102年3月7日）早上7時40分

左右，上工時間還沒到，所以我先在別的地方跟挖土

機的司機聊天，聽到外勞在叫我，我就走過去後發

現，罹災者趴在高鐵橋墩旁地面下的斜坡，面貼斜

坡，雙手向上，我就跳到斜坡處，當時地面約到我的

肩膀處，高度約140公分，我試著叫他，人有沒怎麼？

罹災者回答腳沒辦法動，我就與外勞試著抬他到斜坡

上的地面，結果抬不上去，於是，我就叫挖土機過

來，用挖土機將罹災者抬上來後，並叫工程助理過

來，由他通知119救護車，送到台大醫院新竹分院急

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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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分析

１直接原因：滑落斜坡致頸椎受損。

２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高度在二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

口部分，未設有適當強度之圍欄、握把、覆蓋等防護

措施

３基本原因：

(1)危害意識不足。

(2)未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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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從事地樑模板組立作業發生墜落致死職業災害

據目擊者等人稱：102年4月10日作業至17時前地樑牆

之立模作業已全部完成，於17時準備收拾工具、材料

要下班時，罹災者從負責之筏基坑內，由合梯至寬40

公分第五撐擋土安全支撐上離開負責之作業區域，因

該行經動線上有一綑角材(計160支)，罹災者順便整理

及分配隔天作業要用角材(長120公分、斷面6公分×6公

分)，罹災者未使用安全帶手持5支角材往回負責之筏

基坑，罹災者於面寬40公分型鋼支撐上墜落基礎板

上，而罹災者所戴之安全帽則掉落於頭部旁，罹災者

由救護車送至新莊區思源路署立台北醫院後仍不治死

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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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分析

１直接原因：自高度340公分處之鋼樑上墜落致死

２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

(1)2公尺以上之工作台開口部分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

護設備。

(2)未使勞工正確戴用安全帽。

(3)未使勞工使用安全帶。

３基本原因：

(1)肇災單位未確實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致作業勞工危害認知不足。

(2)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3)未確實實施作業之協議、連繫、調整、工作場所巡視及未指

導、協助再承攬人之安全衛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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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從事水平支撐拆除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

據雇主稱：事發前一天102年9月16日晚上電話告知罹

災者於隔天9月17日前往本工地進行水平支撐鐵件拆除

作業，隔天早上10時進入本工地，罹災者在進行拆除

過程中，約上午11時20分於本工地擋土水平支撐地下2

撐位置上拆除鐵件時，在未使用安全帶情況下，跌落

地下3樓之樓梯梯間位置，當場昏迷。據目擊者表示聽

到蹦一聲通知工地主任並由其他工程師ㄧ同協助將罹

災者送新竹東元醫院急救，後來又轉送馬偕醫院急

救，當天罹災者狀況仍為昏迷（昏迷指數3），在馬偕

醫院加護病房急救治療數日，仍於102年9月23日上午

不治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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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分析

１直接原因：作業過程中高處墜落死亡。

２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

(1)未確實設置安全母索。

(2)未使作業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及正確配戴安全帽。

３基本原因：

(1)未設置擋土支撐作業主管現場監督作業。

(2)未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未告知工作環境及工程危害。

(4)未實施工作場所之連繫調整及巡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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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從事型鋼支撐配料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

據吊掛手稱：案發時我在現場。

 102年10月8日16時39分許，我在施工構台上從事型鋼

支撐配料工作，罹災者人坐在型鋼上組裝千斤頂(位於

第三撐支撐上，距開挖地面約3.6公尺)，我看見紀建安

於組裝千斤頂完成後，去拆卸千斤頂上之吊具，拆卸

完他站立於型鋼支撐上，可能他重心不穩，右手去抓

吊掛用之鋼索並有晃動了一下，然後罹災者頭朝下撞

擊放於地面之型鋼。隨即打電話叫救護車送醫急救。

又稱：罹災者工作中有使用安全帽但沒用安全帶。千

斤頂組裝作法為使用吊具勾於千斤頂上方之圓鐶內，

人座於型鋼之端部組裝。



44

原因分析

１直接原因：從事水平支撐型鋼千斤頂組裝作業墜落死亡

２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

(1)2公尺以上開口未依規定設置護欄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2)未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

３基本原因：

(1)未確實採協議、連繫、調整、巡視等防災作為。

(2)未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擋土支撐作業主管未於現場確認設備安全及監督勞工確實使用個

人防護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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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從事道路回填土滾壓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

陳○○（下稱罹災者）於工程範圍內駕駛壓路機

從事道路回填土滾壓作業，過程中因不熟悉操作

方法及行經路線，致連人帶車翻落於深達4公尺的

集水井內，並於送醫途中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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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壓路機翻覆後被壓。

(二)間接原因：未告知罹災者壓路機之操作方法及行經路線。

(三)基本原因：

1、未設置營造業丙種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2、未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3、依規定實施之車輛系營建機械自動檢查，未訂定自動檢查計

畫。

4、未使勞工接受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5、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6、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未將相關承攬人納入協議組織運作，

亦未連繫注意車輛系營建機械（壓路機）之作業危害並調整

相關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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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從事材料搬運作業發生物體飛落致死災害

 本災害發生於民國102年3月29日上午9時30分許。災害發生當日上午7時

30分許，謝○○至陳○○家協助搬運當日作業所需木作物料，2人接著

又到池上鄉鐵工廠將C型鋼搬至貨車載貨台上，載貨台上有兩堆木料圍

籬用南洋櫸木，C型鋼放置於載貨台右側南洋櫸木上，再用棉布索綁住

固定，再將棉布索兩端鉤掛於貨車載貨台兩側下方綁紮固定，上午9時

30分許抵達工地，陳○○與謝○○在貨車載貨台(東側)旁討論如何卸貨

後，陳○○先將C型鋼固定棉布索由載貨台下方固定處解開，再走向車

頭與載貨台間之吊臂操作處，另外謝○○由貨車後方攀爬上至載貨台行

走於C型鋼上，欲將C型鋼固定棉布索移除，此時突然整綑C型鋼滑動，

謝○○和C型鋼一起掉至地面，謝○○先著地後遭C型鋼壓住，陳○○

閃避不及右小腿遭C型鋼擊傷，陳○○大叫工地附近勞工協助，謝○○

當場死亡，陳○○經送關山鎮慈濟分院再轉送台東市馬偕醫院開刀，目

前在家休養中。（按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書所載勞工

謝○○死亡時間為102年3月29日上午9時4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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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 謝○○自距地面高度約1.95公尺之載貨台C型鋼上掉落又遭飛落200公斤C型鋼撞
擊，導致傷重死亡。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

1、對於載貨台物料之移動致危害勞工之虞，未提供勞工防止物料移動之適當設備，
並規定勞工使用。

2、使勞工於載貨台從事單一重量超越100公斤以上物料裝卸時，未指定專人決定作業
方法及順序，並指揮作業及從事解纜或拆墊之作業時確認載貨台上之貨物無墜落
之危險。

3、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未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確戴用。

(三)基本原因：

1、未設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2、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3、未辦理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4、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並向檢查機構報備。

5、原事業單位未於事前告知再承攬人有關模板作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勞工安全
衛生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

6、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人員，未使其受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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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從事模板組立作業發生倒塌致死災害
 災害發生於民國102年2月18日上午11時40分許。災害發生當日上午8時

許，勞工丁○○、薛○○、鄭○○及挖土機司機陳○○抵達本工程工地

進行護岸基礎模板組立作業，作業方式為：1.護岸基礎模板內側底部置

放貫材，2.吊運鋼鈑（作為護岸基礎側面模板）至定位並以挖斗將其壓

入土內約20~30公分深處，3.勞工丁○○、薛○○站於鋼鈑外側2端徒手

支撐鋼鈑，由勞工丁○○進行鋼鈑脫鉤（卸離吊掛用具），4.以挖土機

進行挖取土壤回填放置於鋼鈑外側約1公尺高，5. 勞工鄭○○以貫材支撐

於鋼鈑上方6.進行基礎內部鋼筋綁紮後灌漿7.最後再將側模鋼鈑抽離。約

上午11時40分許，作業持續至護岸編號0k+078處，已將鋼鈑吊至定位並

將其壓入土內約20~30公分深處，丁○○徒手將鋼鈑脫鉤後，鋼鈑則開始

向外側倒塌，丁○○及薛○○無法承受其倒塌的重量，薛○○則往旁邊

逃開，丁○○因旁邊有土堆緣故，且土壤泥濘無法馬上逃開而被倒塌之

鋼鈑壓住，薛○○見狀立刻喊叫挖土機司機協助將鋼鈑移開，隨即將丁

○○救出及移至工地旁鄰房並通知救護車，經救護車送往臺南○○醫院

急救，仍於102年2月18日下午1時54分許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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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遭倒塌之護岸基礎側模鋼鈑（重量約565kg）擊壓傷重死亡。

(二)間接原因：

1.對於模板支撐組配作業，未指定模板支撐作業主管於作業現

場決定作業方法，指揮勞工作業。

2.吊運垂直模板或將模反吊於高處時，在未設妥支撐受力處或

安放妥當前，不得放鬆吊索。

(三)基本原因：

1.未設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管理。

2.未實施自動檢查。

3.未辦理教育訓練。

4.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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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從事汙水下水道作業發生崩塌致死災害

據○○工程有限公司勞工吳○○所稱：事故當天(102

年9月3日)準備收工灌水泥，所以先回塡土，之後將擋

土支撐移除。因為回塡沙塞住管道，所以罹災者下去

準備用高壓水柱沖洗管道，當時因未設上下設備，故

罹災者直接由地面跳入開挖底面，不久因管溝近道路

中央側土石發生崩塌壓住罹災者，我隨即跳下去搶

救，先把他的頭挖出，那時罹災者已無意識。之後消

防隊員加入搶救，過程中發生第二次崩塌(住戶側)，罹

災者整個身體被崩塌土石壓住，之後地下水湧出，然

後開始插鋼板施作擋土支撐，繼續搶救，一直到晚上9

時救出罹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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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遭崩塌之土石壓傷致死。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

– 垂直開挖深度在1.5公尺以上之露天開挖作業，未設置擋土支

撐。

(三)基本原因：

1、未實施自動檢查。

2、未實施作業環境之危害告知。

3、未實施指揮、協調、連繫、調整及工作場所巡視等防災積極作

為。

4、施工單位危害認知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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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從事模板組立作業發生開挖面土石崩塌致死災害

災害發生於民國102年9月10日上午11時分許。本工程

於102年9月6日由工地負責人陳○○駕駛挖土機先將既

有坡面開挖，於102年9月7日開挖至預定基礎面，陳

○○於102年9月10日率領該公司勞工邦○○、陳

○○、黃○○及林○○共5人至本工程進行梳子壩止滑

榫鋼筋模板組立之工作，約至上午11時，勞工邦○○

正在進行組立模板時，於勞工邦○○站立處側邊已開

挖邊坡土石突然崩落，邦○○下半身被埋在土石堆

中，陳○○聽到呼救立刻跟其他3名勞工以徒手人工方

式將邦○○挖出來，並由陳○○開車將邦○○送往屏

東恆春旅遊醫院急救，但仍因傷重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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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分析(1/2)

(一)直接原因：

–勞工邦○○於進行模板組立作業時，遭開挖面崩塌之土石擊壓，導致傷重死
亡。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

1、雇主僱用勞工從事露天開挖作業，其垂直開挖最大深度在 1.5公尺以上者，
未設擋土支撐。

2、於開挖場所有地面崩塌之虞時，未依地質及環境狀況設置適當擋土支撐、邊
坡保護等方法或張設防護網等設施。

3、雇主對罹災者進入工作場所作業時安全帽未使其正確戴用。

4、雇主僱用勞工從事露天開挖作業，為防止地面之崩塌及損壞地下埋設物致有
危害勞工之虞，未事前就作業地點及其附近，施以鑽探、試挖或其他適當方
法從事調查，其調查內容，應依下列規定：一、 地面形狀、地層、地質、鄰
近建築物及交通影響情形等。二、 …地下水位狀況…等…。

5、雇主僱用勞工從事露天開挖時，作業前未指定專人確認作業地點及其附近之
地面有無湧水、土壤含水狀況及其地層變化等，並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開
挖出之土石未清理及未設置排水設備，隨時排除地面水及地下水。

6、從事模板組立作業未設置模板支撐作業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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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分析(2/2)

(三)基本原因：

1、未實施勞工安全衛生管理。

2、未訂定自動檢查計劃實施自動檢查。

3、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向檢查機構報備。

4、未於事前以書面告知相關承攬人有關露天開挖、鋼筋綁紮及

模板組立作業之工作環境、危害因素及勞工安全衛生相關法

令規定應採取之措施。

5、原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對於露天開

挖、鋼筋綁紮及模板組立作業場所之安全措施，雖有實施

「協議」但未確實「指揮協調」、「連繫調整」、「工作場

所巡視」及未指導協助安全衛生教育以防止職業災害之發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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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從事模板支撐作業發生倒塌墜落致死災害

據貿弘公司挖土機司機賴○○稱述：102年9月○○日

15時50分許，蕭○○率領陳○○等3人進行沈澱池壁體

施工，先由賴○○駕駛挖土機開挖至距地面5公尺（水

溝底約4公尺）處，蕭○○當時站在高處，指揮挖土機

吊掛鐵板至施工正確位置，陳○○與蔡○○一人拿一

支木樁作為鐵板支撐，陳○○在木樁撐好後大喊好

了，陳○○則於鐵板另一側將吊鉤卸除，陳○○及蔡

○○轉身離開數步後，該片鐵板隨即倒塌壓住陳

○○，當時立刻用挖土機挖斗將鐵板鉤起，將陳

○○、蔡○○救出，送往大甲○○醫院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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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 罹災者陳○○遭豎立鐵製模板倒塌壓傷，造成頭胸腹部及背腰部外

傷合併雙側多處肋骨骨折致急性呼吸衰竭、氣血胸、心臟及腹內器

官損傷休克死亡不治死亡。

(二)間接原因：

– 不安全狀況：模板支撐作業，支柱未視土質狀況，襯以底板且腳部

未予以固定。

(三)基本原因：

1、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未實施自動檢查。

2、未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3、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4、未確實辦理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5、未置模板支撐作業主管於現場指揮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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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從事水泥田埂扶正工程發生倒塌被壓致死災害

 102年11月26日，雇主駕駛挖溝機開挖北、中段水泥田埂

東側土溝，接著由罹災者與勞工甲輪流持打石機將水泥田

埂切成北、中、南三段，並持鐵撬由北往南將田埂底部土

壤掏出橫溝，水泥田埂東側底部土壤因橫溝作業而被挖

除，使得田埂東側因掏空之橫溝（高度約5公分）而懸空

對田埂整體形成往東側之傾覆力矩，促使中段田埂往東側

土溝翻轉倒塌並壓住正在東側土溝作業的罹災者，造成罹

災者胸腹壓迫傷致胸廓塌陷導致創傷性休克，經送醫急救

不治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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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 罹災者遭重約13.5公噸之倒塌水泥田埂壓住，造成胸腹壓迫傷致胸
廓塌陷導致創傷性休克死亡。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

（1）使勞工於鄰近構造物之工作場所作業，未有防止構造物倒塌之設
施。

（2）於接近水泥隔牆等構造物之場所從事開挖作業前，未採取地盤改
良及構造物保護等有效預防構造物損壞之設施。

(三)基本原因：

（1）未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2）未辦理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4）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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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從事管路開挖作業遭挖土機動力鏟挖掘致死災害

罹災者於102年1月4日從事管路開挖並擔任露天開挖作業

主管，專人指揮黃大展挖土機之作業，黃大展於操作挖土

機時未有人指揮，且蔡盛隆於用戶自備管挖掘口內採蹲姿

側視勘查時，未遠離挖土機作業半徑，致被挖土機動力鏟

挖掘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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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罹災者被車輛系營建機械(挖土機)動力鏟挖掘致死。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未禁止人員進入車輛系營建機械(挖土機)

動力鏟作業時之操作半徑內或附近有危險之虞之場

所。

(三)基本原因：

–未實施露天開挖作業前檢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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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從事拆除物分類作業發生被撞致死災害

黃○○站在張○○所駕駛之挖掘機 (即挖土機)後

方從事拆除物分類工作作業時，黃○○被張○○

所駕駛之挖掘機旋轉時撞擊倒地，災害發生後立

即叫救護車將黃○○送往彰化縣員林鎮○○醫院

急救後再轉彰化縣彰化市○○○○○醫院急救後

仍不治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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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 罹災者黃○○遭挖掘機(即挖土機)撞到，致腹部創傷造成腹腔內出

血，經送醫急救後不治死亡。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

– 車輛系營建機械(挖掘機)作業時，未禁止人員進入操作半徑內或附近

有危險之虞之場所。

（三）基本原因：

1.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2.未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未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4.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未實施自動檢查。

5.未辦理承攬管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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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從事機械檢查保養作業發生被撞致死災害

據挖土機司機甲稱：於102年2月27日7時許我到○○隧道

南洞口工區，我先檢查挖土機（PC-300）的水量及油量然

後熱車10分鐘，7時25分許我駕駛挖土機從降挖後下方平

台，自空壓機旁之邊坡開到上方平台，沿著邊坡邊緣右

轉，當挖土機右轉後，我感覺挖土機後方地面有鬆動，右

方履帶有滑動的感覺，瞬間挖土機就往右方翻覆，之後我

從駕駛室爬出來，看到勞工乙已被同事移到地面，我就過

去幫忙作CPR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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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遭挖土機挖斗擊中致死。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未於事前決定挖土機之運行路線。

2、未指派專人指揮挖土機，以防止翻覆。

（三）基本原因：

1、危害認知不足。

2、自動檢查未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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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從事整地作業發生被撞致死災害

 據「營業貨運曳引車」(車號：4○○-HK)駕駛潘○○稱述：102年

3月2日○○時30分許，潘○○前往南投縣南投市○○山段137-

○○、137-○○地號工地將載運之砂石卸料，以倒車方式停妥車

輛後，當時李○○駕駛挖土機(Komatsu PC-○○0型)於定位(位於

曳引車左側約6公尺處，高差約2公尺)等待潘○○卸料，潘○○停

妥車輛後，確認周遭情形準備開始卸料。當時李○○已經將挖土

機鏟斗置於「營業半拖車」(50-○○)車斗上方待命(未接觸到該營

業半拖車)，潘○○將「營業半拖車」車斗緩緩升起，待升至約5

公尺處(經量測至地面約7.8公尺左右)，潘○○發現有「營業半拖

車」車斗有傾斜現象後，隨即失去平衡倒向挖土機，駕駛李○○

則被壓在操作室內。潘○○隨即自翻覆車輛駕駛室爬出前往呼

救，由○○公司派員使用另乙輛挖土機將「營業半拖車」車斗提

起，將李○○救出送往署立南投醫院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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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罹災者李○○駕駛之挖土機操作室遭潘○○所駕駛之營業貨

運曳引車附掛之營業半拖車翻覆壓毀，造成李員頭部挫裂傷

致中樞神經性休克不治死亡。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車輛系營建機械作業時，未於事先調查該作業

場所之地質、地形狀況等，適當決定車輛系營建機械之作業

方法。

(三)基本原因：

1、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未實施自動檢查。

2、未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3、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4、未確實辦理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5、未落實承攬管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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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從事軌道補碴作業發生被撞致死災害(1/3)

災害發生於102年3月4日下午1時10分許（依據臺東縣消防

局於當日下午1時13分執行本案緊急救護案件所示）。

災害發生當天下午1時許，勞工盧○○、趙○○、罹災者張

○○及賴○○等四人至本工程北工區東正線約148K+260處

負責軌道補碴作業。

當時作業方式係由賴○○操作挖土機，罹災者張○○擔任吊

掛手，負責將放置於軌道旁，裝7、8分滿道碴的太空包吊

耳勾於挖土機挖斗背面之掛鉤上，賴○○操作挖土機吊升太

空包後，沿著鐵軌吊運至需要填補道碴的位置，再由盧○○

負責將太空包底部之繩子解開，將道碴卸料於軌道上後，再

由賴○○操作挖土機將道碴整平，另瞭望員趙○○在附近負

責火車警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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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從事軌道補碴作業發生被撞致死災害(2/3)

當罹災者張○○將第二層道碴太空包(第一層有四包，第

二層僅有一包置於第一層由北起算第二包的上方)吊耳勾

於挖土機挖斗吊勾上，並以手勢指揮可以往上吊升，此

時，時間約下午1時10分，當賴○○操作挖土機將太空包

往上吊升時，太空包有晃動的現象，罹災者張○○欲以雙

手要協助穩定晃動中的太空包，賴○○及盧○○卻發現罹

災者張○○向後傾倒，賴○○立刻將怪手朝南北向挪正，

從駕駛座上下來，盧○○也趕快跑過去，發現罹災者張

○○已頭下腳上仰躺於斜坡下方，頭上戴用的安全帽已經

脫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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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從事軌道補碴作業發生被撞致死災害(3/3)

盧○○、賴○○及趙○○馬上將罹災者扶坐於地面

上，發現罹災者左後腦有破皮流血以及嘴角、鼻腔有

血絲流出的現象，馬上以衛生紙擦拭，並由盧○○用

手機打119聯絡救護車，及聯絡○○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員黃○○，約20分鐘後救護車抵達

現場，即由盧○○陪同將罹災者護送至台東榮民醫院

急救，隨後轉診至台東馬偕醫院，發現顱內出血有擴

散現象，經聯絡家屬同意後，隨即開刀。

手術後在加護病房治療，情況好轉穩定後，院方建議

轉至普通病房(3月18日轉至普通病房)，但於3月23日凌

晨全日看護電話通知○○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勞工安全

衛生管理員黃○○，張○○情況轉劣，經醫生與家屬

聯絡後放棄急救，於3月23日凌晨03時50分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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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分析(1/2)
(一)直接原因：

– 遭吊升中晃動的道碴太空包反作用力撞擊，造成重心不穩而向後傾

倒，頭部撞擊地面後沿斜坡滑落至邊坡底部，造成顱內出血，經送

醫救治仍傷重不治。

(二)間接原因：

1.使車輛系營建機械供為主要用途以外之用途。該挖土機製造廠原設計

非可供起重用途，且其挖斗後方之吊具未經檢測符合。

2.勞工於機械、器具或設備之操作、修理、調整及其他工作過程中，未

有足夠之活動空間，使得因機械、器具或設備之原料或產品等置放

致對勞工活動、避難、救難有不利因素。

3.未檢視荷物之形狀、大小及材質等特性，以估算荷物重量，或查明其

實際重量，並選用適當吊掛用具及採取正確吊掛方法。

4.對於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之勞工，當荷物起吊離地後，以手碰

觸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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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分析(2/2)
(三)基本原因：

1.原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對

於道碴鋪設工程作業場所之安全措施，未實施「指

揮協調」、「連繫調整」、「工作場所巡視」及

「指導協助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以防止職業災害之

發生。

2.對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人員，未使其接受特

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未確實執行勞工安全衛生管理。

4.未確實執行自動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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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從事整地作業發生被撞致死災害

 102年○○月○○日○○時○○分許，A駕駛KOMATSU牌

PC-200挖土機，罹災者B駕駛卡車共同進行整地作業，作

業進行約3分鐘後，A突然聽到慘叫一聲，遂將挖土機迴旋

約90度，跳下挖土機來查看，看到B站立在卡車車尾處，

表情痛苦，並發現B的腹部有壓傷痕跡，A立即大聲呼

救，由監工C打電話聯絡救護車，將B送往○○醫院急

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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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 罹災者遭夾擊於挖土機與卡車間，致腹部挫傷併內出血，引發出血

性休克，經送醫急救後仍不治死亡。

(二)間接原因：

– 不安全狀況：車輛系營建機械(挖土機)作業時，未禁止人員進入操作

半徑內或附近有危險之虞之場所。

(三)基本原因：

1、未置安全衛生人員。

2、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3、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4、未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5、未落實承攬管理事項。

6、未訂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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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從事鋼軌樁打設作業發生被撞致死災害

 據目擊者兼打樁機機身操作手稱：102年8月11日大概早上8時我本

人及罹災者等3人頭部未戴安全帽、身上未戴安全帶下進入工

地，現場機身運轉操作及施工由我本人負責，而罹災者等2人則

為協助我施工，一開始先對打擊鋼軌樁位置修整邊坡為45度斜

面，隨後再以鏟斗於欲打設鋼軌樁之位置，開挖出長約15公尺、

寬約1公尺平台，罹災者等2人於平台上協助被吊起之鋼軌樁定

位，使位於上邊坡之本人操作機身從事打擊作業，約於11時許開

始進行第2支鋼軌樁打設作業，將鋼索套環掛於打樁機上，並使

該鋼軌樁定位再由樁帽頂住，本人眼見罹災者等2人離開樁身

處，再以打樁機打擊鋼軌樁，因鋼軌樁底部立於石頭上，該石頭

上反作用力造成鋼軌樁滑移，突然鋼軌樁由樁帽脫落倒褟，致使

打樁機上之鋼索瞬間拉住鋼軌樁，鋼軌樁頂部則朝向罹災者腹部

撞擊，罹災者倒地後經送台北榮民醫院桃園分院急救仍不治死

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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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分析

１直接原因：遭鋼軌樁撞擊致死。

２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

(1)車輛系營建機械操作作業半徑內未採安全措施且未禁止人員

進入。

(2)使車輛系營建機械供為主要用途以外之用途。

３基本原因：

(1)未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致

作業勞工危害認知不足。

(2)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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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從事抽水機安裝作業發生感電致死災害

據現場○○工程行現場負責人黃○○稱：102年7月20日早

上10時左右我與蕭○○各分二端整理警衛亭端，檔土支撐

壓樑上方電線，突然我聽到異聲轉頭向右看，看到蕭○○

倒臥在H型鋼內電線是垂下來，我直接走到蕭○○倒臥之

處，查看他發生何事？當時蕭員穿著長褲、短袖上衣、腳

穿雨鞋，查看後馬上呼叫工地其他人幫忙移蕭員到施工橋

台上同時聯絡救護車，送到新竹台大監院急救經急救不治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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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分析(1/2)
據災害現場人員所述、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相驗

屍體證明書及現場勘查，研判本災害發生之可能原因

如下：

罹災者腳穿雨鞋與大地電阻隔絕良好情形，整理白扁

線時左胸部接觸到白扁線接續處露出帶電之一條金屬

銅線，右手掌接觸到白扁線尾端露出帶電之另一條金

屬銅線，造成罹災者身體電阻與電磁開關激磁線圈成

為串聯有220伏特回路電壓而感電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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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分析(2/2)

1、直接原因：工作中接觸到帶電之金屬銅線感電致死。。

2、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

–勞工於作業中，接觸絕緣被覆配線未有防止絕緣被覆

破壞或老化之設施。

3、基本原因：

（1）罹災者危害認知不足。

（2）未協議調整使用抽水電動器具等之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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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營造業重大職災實例
(2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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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預知危險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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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擋土柱作業
潛在危害，災害類型，災害防止對策

(1)崩塌

(2)卵礫石飛落

(3)感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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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市麵館氣爆 蔣經國御廚開的
【聯合報╱記者張弘昌、李奕昕／台中報導】 2011.08.21

 台中市「小山西麵館」昨天中午傳出濃濃瓦斯味，瓦斯公司搶修員先到場關閉

輸送氣閥，未料工程車還在途中，麵館即發生氣爆。麵館少東梁棉雄全身百分

之八十嚴重燒灼傷，急救尚未脫險。

 警方調查，卅歲梁棉雄當時從三樓浴室洗完澡，疑在三樓通往二樓時開啟樓梯

間電燈開關，瞬間引爆瓦斯。小山西麵館的老客人說，梁姓老闆曾是故總統蔣

經國的御廚。

 台中市消防局火災調查科長黃春癸表示，天然瓦斯主要成分為甲烷，氣體密度

比一般空氣輕，會往上方飄散，輸送氣閥當時雖已關閉，但是麵館三樓已溢滿

瓦斯。

 欣中天然氣公司人員表示，一周前麵館附近民眾反映瓦斯外漏，經檢測，前天

中午懷疑是麵館廚房瓦斯管線老舊，需暫停供氣，挖開路面搶修更新；但麵館

表示做生意要用到瓦斯，約定下午兩點再搶修。

 沒想到昨天近中午，麵館員工聞到瓦斯味道越來越濃，趕緊通知欣中瓦斯，搶

修員到場關閉瓦斯輸送氣閥在旁警戒，等工程車前來搶修，三樓就傳出氣爆。

 梁棉雄全身燒傷脫皮，忍痛走到一樓求援，麵館員工趕緊拿滅火器上樓滅火，

氣爆高溫威力把三樓浴室塑膠門燒得變形，雜物堆的瓦楞紙箱外皮也被高溫燒

掉一層外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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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天開挖作業災害與防止對策(1/7)

摘自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營造業勞動檢查宣導摺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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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天開挖作業災害與防止對策(2/7)

摘自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營造業勞動檢查宣導摺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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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天開挖作業災害與防止對策(3/7)

摘自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營造業勞動檢查宣導摺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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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露天開挖作業災害與防止對策(4/7)

摘自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營造業勞動檢查宣導摺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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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天開挖作業災害與防止對策(5/7)

摘自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營造業勞動檢查宣導摺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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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天開挖作業災害與防止對策(6/7)

摘自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營造業勞動檢查宣導摺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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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天開挖作業災害與防止對策(7/7)

摘自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營造業勞動檢查宣導摺頁



91

參考及引用資料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網站(含相關所屬中心)—職災案例、機械安全

作業標準參考手冊、機械危害預防改善參考例、機械危害預防手冊工

程師版(勞工版)、捲夾危害安全指引、宣導會教材及職業安全衛生相

關資料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露天作業安全技術管理、機械、感電安

全裝置及職業安全衛生相關資料

 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職業安全衛

生相關資料

 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營造業作業主

管教育訓練教材

 中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學會-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教育訓練教材

 工業安全衛生技術輔導網站職業安全衛生相關資料

 蘋果日報電子報、聯合報電子報、自由時報電子報

 YouTube網站安全影片



92

謝謝

朱麗麗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