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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9 月 26 日 

勞職授字第 1080203638 號 

主  旨：預告修正「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草案。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勞動部。 
二、修正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五十四條。 
三、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如附件，本案詳載於本部全球資訊網

路／勞動法令／最新動態（網址：http:www.mol.gov.tw）。 
四、 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隔日起 60 日內，依所

附意見表格向本部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 承辦單位：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綜合規劃及職業衛生組）。 
(二) 地址：242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 439 號南棟 12 樓。 
(三) 電話：02-8995-6666 轉 8201。 
(四) 傳真：02-8995-6665。 
(五) 電子郵件：ligiyi@osha.gov.tw。 

部  長 許銘春 請假 
政務次長 林明裕 代行 

  



 
 

依勞工安全衛生法訂定之勞工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本細

則）於六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發布施行，其間歷經多次修正。因勞工安

全衛生法於一百零二年七月三日經總統令修正公布為職業安全衛生法

(以下簡稱本法)，配合本法名稱之修正，本細則名稱修正為「職業安全

衛生法施行細則」。為因應國際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部分法制上之定

義、避免法令誤解及重複規定，並強化勞工安全衛生保障，基於滾動檢

討之原則，爰擬具本細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修正重點如下： 

一、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三百二十四條之一至之三已針對促發肌

肉骨骼疾病、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及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

體或精神不法侵害訂定雇主應採取預防措施，爰刪除本細則部分條

文。(修正條文第九條、第十條及第十一條)。 

二、本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三款雇主執行不法侵害預防之處理及釐清調

查認定權責。(修正條文第十一條之一)。 

三、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國際標準 ISO 45001，已於一百零七年三月

十二日公布，且經濟部於同年十二月十四日公布對應之國家標準

CNS 45001，修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定義。(修正條文第三十五

條)。 

四、增列原事業單位之協議組織所應協調之安全衛生管制事項，以強化

承攬安全管理。(修正條文第三十八條)。 

五、雇主於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發生職業災害時應即確認所有勞工安全

之責任。(修正條文第四十六條之一)。 

六、 為使事業單位有緩衝時間配合，本次修正發布之條文自一百零九年

一月一日施行。(修正條文第五十四條)。 

行政院公報 第 025 卷 第 184 期  20191001  衛生勞動篇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九條(刪除) 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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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條刪除。 

二、考量職業安全衛生設施

規則第三百二十四條之

一已針對重複性作業等

促發肌肉骨骼疾病，定明

雇主應採取之危害預防

措施，爰予刪除。 

 

第十條(刪除) 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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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條刪除。 

二、考量職業安全衛生設施

規則第三百二十四條之

二已針對輪班、夜間工

作、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

作負荷促發疾病，定明雇

主應採取之疾病預防措

施，爰予刪除。 

 

第十一條(刪除) 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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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辨識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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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條刪除。 

二、考量職業安全衛生設施

規則第三百二十四條之

三已針對執行職務因他

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

不法侵害，定明雇主應採

取預防措施之事項，爰予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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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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條之一  本法第六條第

二項第三款所稱執行職務因

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

法侵害之預防，指雇主為避免

勞工因執行職務，於勞動場所

遭受他人之不法侵害行為，造

成身體或精神之傷害，所採取

預防之必要措施。 

前項不法侵害行為之調

查或認定，由各該管主管機關

或司法機關依規定辦理。 

  

 一、本條新增。 

二、基於本法所定之執行職務

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

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課

予雇主採取預防作為之

義務，爰新增第一項規

定。 

三、考量不法行為可能涉及

傷害、誹謗、公然侮辱、

性騷擾、就業歧視…等情

事，有關個案違法事件之

調查、認定或後續處置，

應由各該管主管機關或

司法機關依權管法令規

定(如刑法、性別工作平

等法、性騷擾防治法及就

業服務法等)辦理，爰新

增第二項規定，以資明

確。 

第三十五條 本法第二十三條

第二項所稱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系統，指事業單位依其規

模、性質，建立包括規劃、實

施、評估及改善措施之系統化

管理體制。 

第三十五條 本法第二十三條

第二項所稱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系統，指事業單位依其規

模、性質，建立包括安全衛

生政策、組織設計、規劃與

實施、評估及改善措施之系

統化管理體制。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國際

標準 ISO 45001，已於一百零

七年三月十二日公布，且經濟

部於同年十二月十四日公布

對應之國家標準 CNS 45001，

爰修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

統定義。 

第三十八條  本法第二十七條

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協議組

織，應由原事業單位召集

之，並定期或不定期進行協

議下列事項： 

一、安全衛生管理之實施及

配合。 

二、勞工作業安全衛生及健

康管理規範。 

第三十八條  本法第二十七條

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協議組

織，應由原事業單位召集

之，並定期或不定期進行協

議下列事項： 

一、安全衛生管理之實施及

配合。 

二、勞工作業安全衛生及健

康管理規範。 

一、雇主使勞工使用危險物從

事作業前，應確認所使用

物質之危險性，並採取必

要之預防措施，爰修正第

四款，增列危險物作業環

境之作業管制。 

二、配合本法第七條及第八條

規定機械、設備及器具之

源頭自主管理機制，經勞

行政院公報 第 025 卷 第 184 期  20191001  衛生勞動篇 

 

  



 
 

三、從事動火、高架、開挖、

爆破、高壓電活線等危

險作業之管制。 

四、對進入局限空間、危險

物及有害物作業等作業

環境之作業管制。 

五、機械、設備及器具等入

場管制。 

六、作業人員進場管制。 

七、變更管理。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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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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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乙炔熔接裝置、

電弧熔接裝置、換氣裝

置及沉箱、架設通道、

上下設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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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其他認有必要之協調事

項。 

三、從事動火、高架、開挖、

爆破、高壓電活線等危

險作業之管制。 

四、對進入局限空間、有害

物作業等作業環境之作

業管制。 

五、電氣機具入廠管制。 

六、作業人員進場管制。 

七、變更管理。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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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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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其他認有必要之協調事項。 

動部指定應符合安全標準

或公告列入型式驗證者，

於進入工作場所使用前，

應確認已張貼安全標示、

驗證合格標章等識別證

明，而非僅辦理電氣機具

之入廠管制，爰修正第五

款。 

三、配合一百零八年四月三十

日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修正，新增「氧乙炔熔接

裝置」，另營造工地經常

為高處作業，亦應協調提

供安全之「上下設備」，

爰修正第九款。 

 

第四十六條之一  本法第三十

七條第一項所稱必要之急

救、搶救等措施，指除急救、

搶救等緊急應變措施外，應即

確認工作場所所有勞工之安

全，並使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

之勞工，退避至安全場所。 

   

 一、本條新增。 

二、對於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發

生職業災害時，雇主除採

取必要之急救、搶救等緊

急應變措施外，課予雇主

應即確認工作場所所有勞

工安全之責任，並使有立

即發生危險之虞之勞工，

退避至安全場所，爰增修

本條文，以資明確。 

 

第五十四條  本細則自中華民第五十四條  本細則自中華民為使業界有適當緩衝時間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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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一百零三年七月三日施

行。 

     本細則修正條文，自中華

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一日施

行。 

國一百零三年七月三日施

行。 

本細則之修正，爰規定本次修

正發布之條文，自一百零九年

一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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