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簡介

江軍

學歷： 英國劍橋大學碩士

國立台灣大學碩士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建
築與營建工程雙學士

經歷： 力信建設集團董事長
特助

職安一點通系列作者

大專院校講師

徐英洲

學歷： 明志科技大學化工科

經歷： 新科光電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職安一點通系列作者

證照： 職業衛生技師

工業安全技師

職業安全管理師

職業衛生管理師



iii

職安法規隨身讀 使用說明

親愛的讀者，您好：

非常感謝您購買本系列套書。對於職安領
域的考生或是從業人員來說，職安法規的
系統不僅多且繁雜，內容牽涉到許多數字
與時間的記憶，更是常常讓人無所適從。
因此，我們特別開發了本系列「隨身讀」
法規叢書，讓您不論是工作上的需求或是
考試需要記憶，都可以放在口袋中隨時翻
閱，不再需要厚重的法規叢書，定可讓您
一舉摘金。

本書設計特色，請您務必詳閱，定能使本
書發揮最大功效：

1. 依照專業類別分冊設計，您不需要一次
攜帶全部的法規書。

2. 重點分別以一~三顆星，表示法規之重
要程度。

3. 法條文字以橘色字體搭配紅色遮色片，
讓您加強關鍵字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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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符號與標示說明：

NEW  = 新修法條，根據本書出版年份最新修
正的法條在前面已此符號表示。

★ = 重要度，本書以星號數作為重要度指
標，三顆星為最重要，星號越少代表重要
程度越低。

 = 參考法規附件，由於本書只收錄最重
要之法規表格與附件，其他附表與附件請
自行至全國法規資料庫下載。

重點 = 重要關鍵字，搭配書後紅色遮色片
遮住後關鍵字即會消失。

(刪除 ) = 法條刪除，已刪除的法條為了避
免遺漏，還是會標註於後方。

補充重點用框表示，中間可能有編者的
額外補充說明。

敬祝 平安順心 試試順利

編者  江軍 徐英洲 謹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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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
職安法

民國108年05月15日  

第 一 章  總則

第1條 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安
全及健康，特制定本法；其他法
律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2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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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勞工：指受僱從事工作獲致
工資者。

三、 雇主：指事業主或事業之經
營負責人。

四、 事業單位：指本法適用範圍
內僱用勞工從事工作之機構。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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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heck

★★★
check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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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
病、傷害、失能或死亡。

第3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勞
動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在縣 (市 )為縣 (市 )政府。
本法有關衛生事項，中央主管機
關應會商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辦
理。

第4條 本法適用於各業。但因事業規模、
性質及風險等因素，中央主管機
關得指定公告其適用本法之部分
規定。

第5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應在合理
可行範圍內，採取必要之預防設
備或措施，使勞工免於發生職業
災害。
機械、設備、器具、原料、材料
等物件之設計、製造或輸入者及
工程之設計或施工者，應於設計、
製造、輸入或施工規劃階段實施
風險評估，致力防止此等物件於
使用或工程施工時，發生職業災
害。

check

check

★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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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安全衛生設施

第6條 雇主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
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
一、 防止機械、設備或器具等引

起之危害。
二、 防止爆炸性或發火性等物質

引起之危害。
三、 防止電、熱或其他之能引起

之危害。
四、 防止採石、採掘、裝卸、搬

運、堆積或採伐等作業中引
起之危害。

五、 防止有墜落、物體飛落或崩
塌等之虞之作業場所引起之
危害。

六、 防止高壓氣體引起之危害。
七、 防止原料、材料、氣體、蒸

氣、粉塵、溶劑、化學品、
含毒性物質或缺氧空氣等引
起之危害。

八、 防止輻射、高溫、低溫、超
音波、噪音、振動或異常氣
壓等引起之危害。

九、 防止監視儀表或精密作業等
引起之危害。

★★★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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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防止廢氣、廢液或殘渣等廢
棄物引起之危害。

十一、 防止水患、風災或火災等
引起之危害。

十二、 防止動物、植物或微生物
等引起之危害。

十三、 防止通道、地板或階梯等
引起之危害。

十四、 防止未採取充足通風、採
光、照明、保溫或防濕等
引起之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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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二項必要之安全衛生設備與措
施之標準及規則，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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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設施規則

民國109年03月02日  

第 一 章  總則

第1條 本規則依職業安全衛生法 (以下簡
稱本法 )第六條第三項規定訂定
之。

第2條 本規則為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之
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之最低標
準。

第3條 本規則所稱特高壓，係指超過
二萬二千八百伏特之電壓；高
壓，係指超過六百伏特至二萬
二千八百伏特之電壓；低壓，係
指六百伏特以下之電壓。

第4條 本規則所稱離心機械，係指離心
分離機、離心脫水機、離心鑄造
機等之利用迴轉離心力將內裝物
分離、脫水及鑄造者。

check

check

★★★
check

check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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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條 本規則所稱過負荷防止裝置，係
指起重機中，為防止吊升物不致
超越額定負荷之警報、自動停止
裝置，不含一般之荷重計。

第6條 本規則所稱車輛機械，係指能以
動力驅動且自行活動於非特定場
所之車輛、車輛系營建機械、堆
高機等。
前項所稱車輛系營建機械，係指
推土機、平土機、鏟土機、碎物
積裝機、刮運機、鏟刮機等地面
搬運、裝卸用營建機械及動力鏟、
牽引鏟、拖斗挖泥機、挖土斗、
斗式掘削機、挖溝機等掘削用營
建機械及打椿機、拔椿機、鑽土
機、轉鑽機、鑽孔機、地鑽、夯
實機、混凝土泵送車等基礎工程
用營建機械。

第7條 本規則所稱軌道機械，係指於工
作場所軌道上供載運勞工或貨物
之藉動力驅動之車輛、動力車、
捲揚機等一切裝置。

第8條 本規則所稱手推車，係指藉人力
行駛於工作場所，供搬運貨物之
車輛。

★
check

★★
check

check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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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條 本規則所稱軌道手推車，係指藉
人力行駛於工作場所之軌道，供
搬運貨物之車輛。

第10條 (刪除)

第11條 本規則所稱爆炸性物質，指下列
危險物：
一、 硝化乙二醇、硝化甘油、硝

化纖維及其他具有爆炸性質
之硝酸酯類。

二、 三硝基苯、三硝基甲苯、三
硝基酚及其他具有爆炸性質
之硝基化合物。

三、 過醋酸、過氧化丁酮、過氧
化二苯甲醯及其他過氧化有
機物。

第12條 本規則所稱著火性物質，指下列
危險物：
一、 金屬鋰、金屬鈉、金屬鉀。
二、 黃磷、赤磷、硫化磷等。
三、 賽璐珞類。
四、 碳化鈣、磷化鈣。
五、 鎂粉、鋁粉。
六、 鎂粉及鋁粉以外之金屬粉。
七、 二亞硫磺酸鈉。

check

★
check

★★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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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其他易燃固體、自燃物質、
禁水性物質。

第13條 本規則所稱易燃液體，指下列危
險物：
一、 乙醚、汽油、乙醛、環氧丙

烷、二硫化碳及其他閃火點
未滿攝氏零下三十度之物質。

二、 正己烷、環氧乙烷、丙酮、
苯、丁酮及其他閃火點在攝
氏零下三十度以上，未滿攝
氏零度之物質。

三、 乙醇、甲醇、二甲苯、乙酸
戊酯及其他閃火點在攝氏零
度以上，未滿攝氏三十度之
物質。

四、 煤油、輕油、松節油、異戊
醇、醋酸及其他閃火點在攝
氏三十度以上，未滿攝氏
六十五度之物質。

第14條 本規則所稱氧化性物質，指下列
危險物：
一、 氯酸鉀、氯酸鈉、氯酸銨及

其他之氯酸鹽類。
二、 過氯酸鉀、過氯酸鈉、過氯

酸銨及其他之過氯酸鹽類。

★
check

★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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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過氧化鉀、過氧化鈉、過氧
化鋇及其他無機過氧化物。

四、 硝酸鉀、硝酸鈉、硝酸銨及
其他硝酸鹽類。

五、 亞氯酸鈉及其他固體亞氯酸
鹽類。

六、 次氯酸鈣及其他固體次氯酸
鹽類。

第15條 本規則所稱可燃性氣體，指下列
危險物：
一、 氫。
二、 乙炔、乙烯。
三、 甲烷、乙烷、丙烷、丁烷。
四、 其他於一大氣壓下、攝氏

十五度時，具有可燃性之氣
體。

第16條 本規則所稱乙炔熔接裝置，係指
由乙炔發生器、導管、吹管等所
構成，使用乙炔 (溶解性乙炔除
外 )及氧氣供金屬之熔接、熔斷或
加熱之設備。

第16-1條本規則所稱氧乙炔熔接裝置，指
由乙炔及氧氣容器、導管、吹管
等所構成，供金屬之熔接、熔斷
或加熱之設備。

★★★
check

check

NEW

★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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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
起升安規

民國103年06月25日  

第 一 章  總則

第1條 本規則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六條
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2條 本規則適用於下列起重升降機具：
一、 固定式起重機：指在特定場

所使用動力將貨物吊升並將
其作水平搬運為目的之機械
裝置。

二、 移動式起重機：指能自行移
動於非特定場所並具有起重
動力之起重機。

三、 人字臂起重桿：指以動力吊
升貨物為目的，具有主柱、
吊桿，另行裝置原動機，並
以鋼索操作升降之機械裝
置。

check

★★★
check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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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升降機：指乘載人員及 (或 )
貨物於搬器上，而該搬器順
沿軌道鉛直升降，並以動力
從事搬運之機械裝置。但營
建用提升機、簡易提升機及
吊籠，不包括之。

五、 營建用提升機：指於土木、
建築等工程作業中，僅以搬
運貨物為目的之升降機。但
導軌與水平之角度未滿八十
度之吊斗捲揚機，不包括之。

六、 吊籠：指由懸吊式施工架、
升降裝置、支撐裝置、工作
台及其附屬裝置所構成，專
供勞工升降施工之設備。

七、 簡易提升機：指僅以搬運貨
物為目的之升降機，其搬器
之底面積在一平方公尺以下
或頂高在一點二公尺以下
者。但營建用提升機，不包
括之。

第3條 本規則所稱中型起重升降機具如
下：
一、 中型固定式起重機：指吊升

荷重在零點五公噸以上未滿
三公噸之固定式起重機或未

★★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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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一公噸之斯達卡式起重
機。

二、 中型移動式起重機：指吊升
荷重在零點五公噸以上未滿
三公噸之移動式起重機。

三、 中型人字臂起重桿：指吊升
荷重在零點五公噸以上未滿
三公噸之人字臂起重桿。

四、 中型升降機：指積載荷重在
零點二五公噸以上未滿一公
噸之升降機。

五、 中型營建用提升機：指導軌
或升降路之高度在十公尺以
上未滿二十公尺之營建用提
升機。

前項第一款所稱斯達卡式起重
機，指以鋼索或吊鏈懸吊起重機
之駕駛室 (台 )，且能與貨物同時
升降之起重機。

第4條 下列起重升降機具不適用本規則：
一、 吊升荷重未滿零點五公噸之

固定式起重機、移動式起重
機及人字臂起重桿。

二、 積載荷重未滿零點二五公噸
之升降機、營建用提升機及
簡易提升機。

★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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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升降路或導軌之高度未滿十
公尺之營建用提升機。

前項所定起重升降機具依職業安
全衛生設施規則辦理。

第5條 本規則所稱吊升荷重，指依固定
式起重機、移動式起重機、人字
臂起重桿等之構造及材質，所能
吊升之最大荷重。
具有伸臂之起重機之吊升荷重，
應依其伸臂於最大傾斜角、最短
長度及於伸臂之支點與吊運車位
置為最接近時計算之。
具有吊桿之人字臂起重桿之吊升
荷重，應依吊桿於最大傾斜角時
計算之。

第6條 本規則所稱額定荷重，在未具伸
臂之固定式起重機或未具吊桿之
人字臂起重桿，指自吊升荷重扣
除吊鉤、抓斗等吊具之重量所得
之荷重。
具有伸臂之固定式起重機及移動
式起重機之額定荷重，應依其構
造及材質、伸臂之傾斜角及長度、
吊運車之位置，決定其足以承受
之最大荷重後，扣除吊鉤、抓斗

★★★
check

★★★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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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吊具之重量所得之荷重。
具有吊桿之人字臂起重桿之額定
荷重，應依其構造、材質及吊桿
之傾斜角，決定其足以承受之最
大荷重後，扣除吊鉤、抓斗等吊
具之重量所得之荷重。

第7條 本規則所稱積載荷重，在升降機、
簡易提升機、營建用提升機或未
具吊臂之吊籠，指依其構造及材
質，於搬器上乘載人員或荷物上
升之最大荷重。
具有吊臂之吊籠之積載荷重，指
於其最小傾斜角狀態下，依其構
造、材質，於其工作台上乘載人
員或荷物上升之最大荷重。
僅供下降使用之吊籠之積載荷
重，指依其構造、材質，於其工
作台上乘載人員或荷物所能承受
之最大荷重。

第8條 本規則所稱額定速率，在固定式
起重機、移動式起重機或人字臂
起重桿，指在額定荷重下使其上
升、直行、迴轉或橫行時之各該
最高速率。

★★★
check

★★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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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降機、簡易提升機、營建用提
升機或吊籠之額定速率，指搬器
在積載荷重下，使其上升之最高
速率。

第9條 本規則所稱容許下降速率，指於
吊籠工作台上加予相當於積載荷
重之重量，使其下降之最高容許
速率。

★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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