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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近年來雖然國人對環保、安全、衛生等議題的認知度迭有提昇，但危及產業安全

的事件仍時有所聞。這一方面乃科技進步引發產業製程複雜化、高度化與生產規模的

大型化，使得安全的確保越來越難，另一方面也顯示安全科技的研發、安衛專業人才

的質與量、乃至於經營管理階層對安全確保之認知等均仍有提昇之空間。

所幸，國內大專院校相繼設立相關科系以培養專業人才，而有志於維護職業安全

工作的社會新鮮人、對產業安全領域有興趣的社會人士也有增加的趨勢。但是，如果

要從事職業安全相關工作的話，必須通過檢定考試，取得規定的資格，即－必須考取

勞動部的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相關證照。這就使得不少人望之卻步或勞煩了不少心力卻

仍難以如願。

為了幫助有心投入職業安全相關工作的人取得「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的資格，

幾位在職業安全衛生領域有多年工作經驗或相關教學輔導經驗的專家共同編撰了這本

「職安一點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乙級檢定完全掌握」。本書的內容與編排完全針對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乙級技術士所應具備的知識、技能，蒐集歷屆考題，並依據技

能檢定考試的規範彙整、分類，讓讀者可以立即一窺其全貌。

由於產業科技的日新月異，維護產業安全所需的知識、技能也相當廣泛，使得準

備考試的工作相當吃力。作者群不但分析歷屆題型分佈，還貼心的提供記憶的方法、

口訣以及答題的技巧等。另外，在考題精華解析的部分，作者們針對每一題選擇題均

提供詳細的解說，讓讀者可以理解其意義或法規出處。在術科的部分則除了依技能種

類將蒐集之歷屆精選試題分門別類並提供詳細解答之外，還提供「使用法規」、「考

題重點」、「考題趨勢」等說明，讓讀者更容易掌握應試的準備方向。

雖然這是一本考試用書，但因為作者群的用心，所以即使已經取得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員的資格，仍然可以在需要的時候拿出來複習或查詢資料。對於還在學的相關科

系的同學，在準備學校考試的時候，本書也應該有所幫助。期待更多人關心產業安全，

共同維護每位工作者的安全與健康。

許宏德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副教授

兼工學院副院長

2017.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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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從事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與研究工作近 25 年來，非常樂見許多的先進前輩與後起之

秀能積極投入此一領域，受邀為此書寫序時，才領悟到「青出於藍，勝於藍」的道理。 

從我個人的整理分析資料發現，在乙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術科測驗題型中，職業

安全衛生相關法規及其計畫與管理部分佔考試配分達 35%以上，以「職業安全衛生設

施規則(9.22%)」與「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自動檢查辦法，8.73%)」出現比例最高，

專業課程部分則以「化學性危害預防(7.73%)」、「物理性危害預防(5.78%)」、「通風

與換氣(4.78%)」、「機械安全防護(4.71%)」、「職業災害調查處理與統計(4.42%)」、

「電氣安全(4.21%)」與「危險性機械設備安全管理(3.92%)」出現的機率較高。但是自

民國 91 年起，「營造業安全衛生設施標準」與「墜落災害防止」兩部份的出現機率總

和超過 8%的水準。所有與職業安全衛生法規有關的題目分數平均高達 54.1%以上；並

且自民國 97 年以後，除民國 100 年第一梯次法規相關的題目分數佔約 40%外，全部都

超過 60%的配分比例，有關「職業道德」部分與專業課程部分「教學技巧」的題型則

從來都未出現過。 

目前市面上有關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的技能檢定考試用書雖多，然而能讓初學者快

速掌握整體架構與應考技巧的參考書籍則不多見。本書分析精闢、內容完整並提供作

者群多年來參加考試的經驗與技巧，可以讓初學者一窺堂奧，報考技能檢檢定者更快

速掌握考試重點與孰悉考試作答方式，是一本相當用心整理歸納的考試用書，絕對值

得為想踏入職業安全衛生領域的人士推薦。 

 

 

莊侑哲  博士 

長榮大學職業與安全衛生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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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榮幸可以幫宗凱還有一些在職業安全衛生工作上，長期用心努力的專家們寫

這份序。也祝賀這本書能夠嘉惠所有想要在職業安全衛生管理領域盡一份心力的人。

這一群聯合撰稿人長期在職業安全衛生管理體系上面的努力，他們的成就及貢獻老早

就在各行各業中留下的不少可貴的足跡。這群人當中有一些是擔任顧問、教授還有在

產業中主管安全衛生衛生工作的傑出人員。相信彙總他們的實務經驗及專業知識，可

以讓這本書的使用者，不只是成功應用在考試，而且也可以務實的應用在日常管理工

作上。 

根據我個人的經驗，這本書不僅是提供準備考試的重點及方向，也讓讀者可以很

清楚的掌握到法規要求的重點，以及如何將這些要求務實、有效的應用到日常的管理

工作上。特別是作者群基於工作經驗及專業知識所縮濃縮萃練出來的一些秘訣及思

路，例如用魚骨圓所展開的人機料法環、5W1H 及心智地圖、因果關係法，甚至於「亂

七八糟答題法」，都是非常實戰好用的一些技巧，除了可以應用在考試答題以外，也

可以應用在日常工作上，解決一切疑難雜症，非常實用。 

 

 

英商勞氏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區總經理 
台灣產業競爭力協會 常務理事 

APEC 認可 BCP(營運持續計畫)講師 
環境管理協會理事 

品質學會驗證人員登錄審查委員 
 

黃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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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版序與致謝  
 

承蒙各界厚愛，職安一點通發行滿一周年，也獲得讀者們的熱烈迴響、批評指教

與建議，因此我們針對內容做了新的修正與改善，二版修正包括： 

一、學科部分：107 年勞動部公告了最新學科試題約 900 餘題，因此請考生不要再以

往年舊的考古題為複習方向，學科命題範圍皆在本書中完整收錄。與第一版不同

的是，二版將學科試題做逐題詳解，解析的程度皆以術科完整詳細回答，並非僅

挑難題解析，目的是希望讀者可以完全理解、融會貫通，並可做為研讀術科內容

的前哨站。 

二、納入最新的法規修正：職安衛相關法條約 70 餘項，且與時俱進，新增法規不但常

常是考試重點，更常是回答題目的根源，答題時要以最新的法規為準，才不會白

白錯失分數。例如近年推行之 ISO 4500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二版中也將重

點一併納入，期盼對讀者而言，本書不僅僅是一本考試書，更是一本有用的工具

書。 

三、術科試題更新：本版納入最新 107 年三梯次及 108 年第一次的學術科考古題及參

考解答，在內容完整性的部分也將許多讀者反映之難題運用「魔法棒一點通口訣、

提示與解說」，讓內容更臻完善。 

四、計算機操作：本版仍保留了十分受到讀者肯定的計算題章節，更納入了計算機操

作，讓讀者不僅知道理論公式，熟練計算機操作使用，考試時才不會臨場緊張慌

亂而失誤。 

五、納入了時事趨勢與更完整的答題技巧：為了讓讀者能夠一點就通，此次改版內容

更納入了近年時事趨勢與更完整的答題、讀書技巧以及最新的錄取率，期盼讀者

能在茫茫的職安衛資訊中快速掌握重點。 

唯考試之勝敗乃兵家常事，在此要特別鼓勵多次挑戰的考生絕對不可以輕易放

棄，將本書的重點掌握，定可讓您一點就通，順利通關！ 

本書作者群在此特別感謝職安一點通系列叢書作者群的余佳迪技師、徐英洲技

師、鄭榮德技師為本書提供許多寶貴意見，以及碁峰資訊企畫編輯郭季柔(Jessi)小姐的

大力支持與認真用心，還有其他文編、排版人員及美編的辛勞，才能催生此書順利付

梓，在此要特別感謝對這本書付出的每一位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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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作者群更要在此鄭重感謝各界先進、技師、專家學者、講師與愛用讀

者的肯定與支持，在第一版上市後，不斷的給予建議，本次改版亦將這些意見適時的

納入。雖然撰寫過程作者群皆兢兢業業不敢大意，但疏漏難免，若本書之中尚有錯誤

或不完整之處，請各位讀者多多包涵並繼續提供指正或建議予出版社或作者群，在此

致上十二萬分的感謝！ 

 

 

作者群 

        

         

 

謹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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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隨著國內工業日益發展進步，職業安全與衛生也越來越受到重視，更多的事業單

位也迫切的需要專業的職業安全與衛生管理人才。目前職業安全衛生與管理的考試由

勞動部辦理技術士之檢定考試負責，每年也都有數萬人參加此考試，競爭激烈。為了

幫助讀者與考生用最短的時間、最有效率的準備考試並順利摘金，筆者匯集了數十年

來教學、輔導的經驗與重點筆記，特別將精華呈現於此。 

筆者在這要建議各位讀者有關於本書的最佳準備模式，本書依照勞動部所公告之

乙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命題大綱所編製，所以一開始必須掌握出題的方向，方能知己

知彼、百戰百勝。考試分成學科【選擇題】與術科【簡答/申論題】兩部分，準備方式

也略微不同。 

學科部分本書納入了 107 年勞動部公告之最新學科參考試題，讀者只要讀熟學科

定能過關。除此之外，更蒐集了近三年來近十次的歷屆考題彙整，發現有部分的試題

重複出現，也針對大部分的試題詳細解說答案，考生準備時必須知其然及其所以然才

能融會貫通，不能死記答案。在學科的解說部分，研讀時可以順便複習相關之內容，

建立許多相關的之概念，對於術科考試也有相當幫助。 

接著內容分成三個部分【法規】、【計畫與管理】與【專業科目】： 

第一部分：法規乃職業安全衛生的重點精華所在，尤其許多基本法規不論是考試或實

務中皆不斷出現，也是重要的基本功，本書法規章節中的試題幾乎是精華

中的精華，請讀者不要大意失荊州。法規的內容建議以條列式關鍵字記憶，

考試時才能以不變應萬變。 

第二部分：計畫與管理中包含計畫書的製作與組織管理等較為實務的內容，在學習時

若有不明白之處，可以上網搜尋相關的表單、計畫書來參考，只要看過實

際的東西對於記憶也是有很大的幫助。 

第三部分：專業科目內容較為廣泛，但關於【職業災害】與【職業病】的相關規定與

預防也都是考試重點，【物理性危害】、【化學性危害】與【人因性危害】

的內容也是常考的計算題重點。 

在乙級技術士檢定考中，每梯次計算題考題大約會出一至二題，所以這本書特別

以專章方式以及公式重點提示展現。計算題重點彙總分【物理性危害因子-噪音】、【物

理性危害因子-溫濕環境、輻射危害】、【化學性危害因子-有害物容許濃度】、【化學

性危害因子-通風換氣】、【職業災害統計與工作安全觀察分析】、【機械、設備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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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安全防護】等六種類型，內含有歷屆考古題解答和例題，希望能幫助考生縮短整理

時間，計算題需要理解公式含義以及常常作演練，才能在應考時順利解題。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的考試範圍廣泛，也常讓人感到無所適從，但只須掌握 80/20
原則，利用有效率的讀書方法掌握住 80% 的考試重點，考試絕對可以迎刃而解。最後

本書附錄有三大法寶提供給讀者參考使用，第一是 50 天上榜讀書計畫表，可以讓您準

備時更有所依循根據計劃按部就班成功達陣。第二項是術科答題的空白試卷樣張，搭

配第三項收錄的歷屆試題，可以自我檢驗學習狀況，並實際動手感受考試時的狀態，

遇到不清楚不明白之處可以再找出自己不熟之處。 

謹在此以『有心』、『用心』、『決心』、『專心』、『細心』五心共勉讀者、

考生朋友們，願心想事成 ，預祝順利通過考試。 

 

 

作者群 

        

         

 

謹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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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歷  
蕭中剛 

職安衛總複習班名師，人稱蕭技師為蕭大或方丈，是知名職業安全

衛生 FB 社團“Hsiao 的工安部屋家族”版主、Hsiao 的工安部屋部

落格版主。多年來整理及分享的考古題和考試技巧幫助無數考生通

過職安考試。 
【學  歷】 
健行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專業證照】 
工業安全技師、工礦衛生技師、通過多次甲級職業安全管理、甲級

職業衛生管理、乙級職業安全與衛生管理證照 

謝宗凱(Luke Hsieh) 
佑民工礦安全衛生聯合技師事務所執業技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

統輔導顧問，並於大專院校及教育訓練機構擔任安全衛生課程講師。 
【學  歷】 
交通大學產業安全與防災學程碩士、雲林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工程系 
【專業證照】 
工業安全與職業衛生技師、甲級職業安全管理、甲級職業衛生管

理、乙級職業安全與衛生管理、製程安全與施工安全評估人員及勞

工作業環境監測暴露評估訓練合格、TOSHMS 驗證稽核員、

ISO45001、ISO14001、ISO9001、OHSAS18001 主導稽核員 

劉鈞傑 
大專院校工安/工礦技師班具有多年教學經驗，對於近年來環境、職

安、衛生、消防等考試皆有研究，目前服務於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學  歷】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國防科學研究所博士 
【專業證照】 
工業安全技師、工礦衛生技師、消防設備士、甲級職業安全管理、

甲級職業衛生管理、乙級職業安全與衛生管理、乙級物理性作業環

境測定、甲級廢水處理專責人員 

陳正容 
環安衛工作經驗超過 10 年以上，曾於大專院校教授職安衛法規、

作業環境測定、人因工程等課程。 
【學  歷】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系研究所 
【專業證照】 
工業安全技師、工礦衛生技師及環境工程技師、甲級安全與衛生雙

證照、ISO9001、50001、OHSAS 18001 及 ISO14067 及 PAS2050
主導稽核員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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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秋琴(Sherry Lai) 
知名職業安全衛生部落格 Sherry Blog 版主，內容包含衛生、計算

題解題，目前服務於崇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經理。 
個人部落格：http://sherry688.pixnet.net/blog 
【學  歷】 
國立空中大學管理與資訊學系 
【專業證照】 
甲級職業安全管理、甲級職業衛生管理、乙級職業安全與衛生管

理、就業服務乙級、升降機裝修乙級等證照 

崔財銘 
於某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環安部門從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工作經歷

25 年以上，同時也於大專院校擔任職業安全衛生系兼任講師。 
【學  歷】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工程系 
【專業證照】 
甲級職業安全管理、甲級職業衛生管理、乙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堆高機、固定式起重機、移動式起重機、甲級鍋爐、第一種壓力容

器、高壓容器及高壓特等技術士證照 

陳坤志 
目前任職於高雄長庚紀念醫院環管課課長，同時也講授職安衛相關

課程，為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工管系講師。 
【學  歷】 
義守大學管理研究所 
【專業證照】 
甲級安全衛生管理、乙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教育部校園職業安全

衛生種子師資、OHSAS 18001 內部稽核員、甲級廢棄物處理 

江軍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諮詢委員、曾任台北市政府、宜蘭縣政府之青年

諮詢委員，輔導國際認證及國內技術士證照多年經驗，曾於多所大

專院校及推廣部授課，相關領域著作十餘本，證照百餘張。 
【學  歷】 
英國劍橋大學跨領域環境設計研究所在學中、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

程碩士 
【專業證照】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乙級、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認可證、建築物室內

裝修專業技術人員登記證、推高機技術士、鏟裝機技術士、消防設

備士、ISO14046、50001 主導稽核員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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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00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乙級 

工作項目 01：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 

1. ( 3 ) 勞動基準法計算職業災害補償引用「平均工資」一詞，係指災害發生之當

日前多久期間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 

①1 個月 ②3 個月 ③6 個月 ④1 年。 

勞動基準法第 2 條用詞定義： 
平均工資：謂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六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

得之金額。工作未滿六個月者，謂工作期間所得工資總額除以工作期間之總日數所

得之金額。工資按工作日數、時數或論件計算者，其依上述方式計算之平均工資，

如少於該期內工資總額除以實際工作日數所得金額百分之六十者，以百分之六十計。 

2. ( 3 ) 依勞動基準法規定，勞工每幾日中至少應有一日休息作為例假？ 

①5 ②6 ③7 ④14 日。 

勞動基準法第 36 條：  
勞工每七日中應有二日之休息，其中一日為例假，一日為休息日。 
雇主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一、 依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變更正常工作時間者，勞工每七日中至少應有一日之例

假，每二週內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四日。 
二、 依第三十條第三項規定變更正常工作時間者，勞工每七日中至少應有一日之例

假，每八週內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十六日。 
三、 依第三十條之一規定變更正常工作時間者，勞工每二週內至少應有二日之例

假，每四週內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八日。 
雇主使勞工於休息日工作之時間，計入第三十二條第二項所定延長工作時間總數。

但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雇主使勞工於休息日工作之必要者，其工作時數不受

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規定之限制。 

3. ( 1 ) 依勞動基準法規定，勞工遭受職業災害後，雇主之職業災害補償原則為下

列何者？  

①不論雇主有無過失責任，均應予以補償  

②視雇主有無過失決定補償與否  

③視勞工有無過失決定補償與否  

④視勞工是否提出要求決定補償與否。 

勞動基準法職業災害補償規定係採雇主無過失補償責任。亦即勞工一旦發生職業災

害，無論雇主對於職業災害之發生有無故意或過失，雇主均應支付職業災害補償費

用。依勞動基準法第 59 條規定，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殘廢、傷害、疾病或死亡

時，雇主應依規定予以補償。另勞工請假規則第 6 條規定，勞工因職業災害而致殘廢、

傷害或疾病者，其治療、休養期間，給予公傷病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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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 ) 依勞動基準法規定，勞工因職業災害死亡，雇主除給與 5 個月平均工資喪

葬費外，並應一次給予其遺屬多少個月平均工資之死亡補償？ 

①30 ②40 ③50 ④60 月。 

依勞動基準法第七章第 59 條職業災害補償中規定： 
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殘廢、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左列規定予以補償。

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

得予以抵充之： 
一、 勞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職業病之種類及其

醫療範圍，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 
二、 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但醫療期間屆

滿二年仍未能痊癒，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為喪失原有工作能力，且不合第

三款之殘廢給付標準者，雇主得一次給付四十個月之平均工資後，免除此項工

資補償責任。 

5. ( 2 ) 依勞動基準法規定，勞工遭遇職業災害死亡，其死亡補償受領之遺屬第一

順位為下列何者？ 

①父母 ②配偶及子女 ③祖父母 ④兄弟姊妹。 

勞工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而死亡時，雇主除給與 5 個月平均工資之喪葬費外，

並應一次給與其遺屬 40 個月平均工資之死亡補償。其遺屬受領死亡補償之順位如下： 
一、 配偶及子女。 
二、 父母。 
三、 祖父母。 
四、 孫子女。 
五、 兄弟姐妹。 

6. ( 1 ) 依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規定，勞工因職業災害死亡，雇主應於幾日內給予

其遺屬喪葬費？ 

①3 ②5 ③10 ④15 日。 

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 33 條： 
雇主依本法第五十九條第四款給與勞工之喪葬費應於死亡後三日內，死亡補償應於

死亡後十五日內給付。 

7. ( 2 ) 依勞工請假規則規定，下列何者有誤？ 

①婚假 8 日工資照給  

②養父母喪亡喪假 6 日工資照給 
③普通傷病假未住院者 1 年內合計不超過 30 日  

④事假不給工資，1 年內合計不超過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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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喪假依下列規定： 
一、 父母、養父母、繼父母、配偶喪亡者，給予喪假八日，工資照給。 
二、 祖父母、子女、配偶之父母、配偶之養父母或繼父母喪亡者，給予喪假六日，

工資照給。 
三、 曾祖父母、兄弟姊妹、配偶之祖父母喪亡者，給予喪假三日，工資照給。 

8. ( 3 ) 依職工福利金條例規定，有關職工福利金之提撥，每月於每個職員工薪資

內各扣百分之多少？ 

①0.1 ②0.2 ③0.5 ④1.0。 

工廠、礦場或其他企業組織提撥職工福利金，依下列之規定： 
一、 創立時就其資本總額提撥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五。 
二、 每月營業收入總額內提撥百分之 0.05 至百分之 0.15。 
三、 每月於每個職員工人薪津內各扣百分之 0.5。 
四、 下腳變價時提撥百分之二十至四十。 
依第二款之規定，對於無營業收入之機關，得按其規費或其他收入，比例提撥。 
公營事業已列入預算之職工福利金，如不低於第二款之規定者，得不再提撥。 

9. ( 2 ) 依職工福利金條例施行細則規定，工廠或企業組織應將書表送職工福利委

員會備查，下列何者有誤？ 

①每月職員薪津計算表  

②每月職工離職統計表  

③每月營業收入及其他收入之報告表 
④向董事會提出之業務報告書。 

依職工福利金條例施行細則第 3 條： 
工廠、礦場或其他企業組織，應將左列書表以一份送職工福利委員會備查： 
一、 每月職員薪津計算表。 
二、 每月工資報告表。 
三、 每月營業收入或規費及其他收入之報告表。 
四、 向董事會提出之業務報告書。 
五、 向監察人提出之財務狀況報告書。 

10. ( 4 ) 依勞工保險條例規定，普通事故保險之分類及其給付種類，不包括下列何者？ 

①生育 ②傷病 ③失能 ④醫療。 

依勞工保險條例第 2 條： 
勞工保險分下列二項： 
一、 普通事故保險：分生育、傷病、醫療、殘廢、失業、老年及死亡七種給付。 
二、 職業災害保險：分傷病、醫療、殘廢及死亡四種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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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2 ) 依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規定，下述何者有誤？ 

①被保險人因遭遇傷害在請假期間者，不得退保  

②被保險人離職時，投保單位應於離職第 2 天填具退保申報表送交保險人  

③保險人應至少每 3 年精算 1 次普通事故保險費率  

④同時具備參加勞工保險及公教人員保險條件者，僅得擇一參加之。 

勞保條例規定： 
依照勞工保險條例第 11 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14 條規定，各投保單位應於其所屬勞工

離職、退會、結(退)訓之當日填寫退保表寄(送)至本局辦理退保，其保險效力於投保

單位將退保表送交本局或郵寄之當日 24 時停止。投保單位非於勞工離職、退會、結

(退)訓之當日辦理退保者，其保險效力於離職、退會、結(退)訓之當日 24 時止。 

12. ( 3 ) 勞工保險之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於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施行後，

因職業災害致身體遺存障害，喪失部分或全部工作能力，適合勞工保險失

能給付標準附表之何種等級規定，得請領失能生活津貼？ 

①第一等級至第三等級  ②第一等級至第五等級 

③第一等級至第七等級  ④第一等級至第九等級。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 8 條： 
因職業災害致身體遺存障害，喪失部分或全部工作能力，適合勞工保險殘廢給付標

準表第一等級至第七等級規定之項目，得請領殘廢生活津貼。 

13. ( 4 ) 依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規定，因職業災害致喪失全部或部分生活自理能

力，確需他人照顧，且未依其他法令規定領取有關補助，得向勞工保險局

申請何種補助？ 

①生活津貼 ②殘廢生活津貼 ③器具補助 ④看護補助。 

依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 8 條： 
因職業災害致喪失全部或部分生活自理能力，確需他人照顧，且未依其他法令規定

領取有關補助，得請領看護補助。 

14. ( 1 ) 依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規定，因歇業或重大虧損，報經主管機關核定者，

雇主得預告終止與職業災害勞工之勞動契約，並應依勞動基準法之規定，

發給職業災害勞工何種費用？ 

①資遣費 ②慰問金 ③生活津貼 ④退休金。 

歇業或重大虧損，報經主管機關核定者(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 23 條第 1 款)，此時

雇主應預告並發給資遣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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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 

一、勞動法簡介(含勞動檢查法規) 

【勞動法規至今只考過 2次，1次是考「職災補償」，5次是考立即危害之虞類型。】 

(一)職災補償 
職災補償部分要注意勞動基準法第 59 條內容，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殘

廢、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左列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

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 

一、 勞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職業病之種類及其醫

療範圍，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 

二、 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但醫療期間屆滿

二年仍未能痊癒，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為喪失原有工作能力，且不合第三款

之殘廢給付標準者，雇主得一次給付四十個月之平均工資後，免除此項工資補償

責任。 

三、 勞工經治療終止後，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其身體遺存殘廢者，雇主應按其平

均工資及其殘廢程度，一次給予殘廢補償。殘廢補償標準，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

之規定。 

四、 勞工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而死亡時，雇主除給與五個月平均工資之喪葬費

外，並應一次給與其遺屬四十個月平均工資之死亡補償。 

其遺屬受領死亡補償之順位如下： 

(一) 配偶及子女。 

(二) 父母。 

(三) 祖父母。 

(四) 孫子女。 

(五) 兄弟姐妹。 

 條文中有數字的部分需要記，如：40 個月的死亡補償，5 個月的喪葬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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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工廠勞工人數 580 人，某日於其工作場所發生勞工遭堆高機翻覆壓傷致死之職

業災害，請問：依勞動基準法規定，雇主應給與罹災勞工之遺屬幾個月平均工資

之喪葬費？(2 分)以及幾個月平均工資之死亡補償？(2 分) 【79-02-02】 

依據「勞動基準法」第 59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勞工遭遇職業傷害或罹患職業病

而死亡時，雇主除給與 5 個月平均工資之喪葬費外，並應一次給與其遺屬 40 個月

平均工資之死亡補償。 

(二)立即危害之虞 
需注意「勞動檢查法第二十八條所定勞工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認定標準」第 2 條

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之類型如下： 

一、 墜落。 

二、 感電。 

三、 倒塌、崩塌。 

四、 火災、爆炸。 

五、 中毒、缺氧。 

另外，職業安全衛生施行細則中亦有提及立即危害之虞的規定，亦有可能考出，

需要特別注意：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 25 條：本法第十八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所稱有立即發生

危險之虞時，指勞工處於需採取緊急應變或立即避難之下列情形之一： 

一、 自設備洩漏大量危害性化學品，致有發生爆炸、火災或中毒等危險之虞時。 

二、 從事河川工程、河堤、海堤或圍堰等作業，因強風、大雨或地震，致有發生危險

之虞時。 

三、 從事隧道等營建工程或管溝、沉箱、沉筒、井筒等之開挖作業，因落磐、出水、

崩塌或流砂侵入等，致有發生危險之虞時。 

四、 於作業場所有易燃液體之蒸氣或可燃性氣體滯留，達爆炸下限值之百分之三十以

上，致有發生爆炸、火災危險之虞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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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於儲槽等內部或通風不充分之室內作業場所，致有發生中毒或窒息危險之虞時。 

六、 從事缺氧危險作業，致有發生缺氧危險之虞時。 

七、 於高度二公尺以上作業，未設置防墜設施及未使勞工使用適當之個人防護具，致

有發生墜落危險之虞時。 

八、 於道路或鄰接道路從事作業，未採取管制措施及未設置安全防護設施，致有發生

危險之虞時。 

九、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有發生危險之虞時之情形。 

一、依勞動檢查法規定，勞動檢查機構之勞動檢查員到廠場實施安全衛生檢查時，

發現勞工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時，得就該場所以書面通知逕予先行停工。【66-01】 
(一) 請列出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之 5 種災害類型。(5 分) 
(二) 勞動檢查員執行那 3 項檢查事項，得事先通知事業單位？(3 分)  

(一) 依據「勞動檢查法第 28 條所定勞工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認定標準」第 2 條規

定，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之類型如下： 

1. 墜落。 

2. 感電。 

3. 倒塌、崩塌。 

4. 火災、爆炸。 

5. 中毒、缺氧。 

(二) 依據「勞動檢查法」第 13 條規定，勞動檢查員執行下列檢查事項，得事先通

知事業單位： 

1. 危險性工作場所之審查或檢查。 

2. 危險性機械或設備檢查。 

3. 職業災害檢查。 

 

 

 



6-5

勞動檢查法中違反那些規定會有刑責或被停工處份？

法條依據 說明

勞動檢查法第 34條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

五萬元以下罰金：

一、 違反第二十六條(未經檢查合格之危險性工作場所)規定，使勞工在
未經審查或檢查合格之工作場所作業者。

二、 違反第二十七條至第二十九條停工通知者。

勞動檢查法第 27條 

勞動檢查機構對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發生重大職業災害時，應立即指派

勞動檢查員前往實施檢查，調查職業災害原因及責任；其發現非立即

停工不足以避免職業災害擴大者，應就發生災害場所以書面通知事業

單位部分或全部停工。

勞動檢查法第 28條 
勞動檢查機構指派勞動檢查員對各事業單位工作場所實施安全衛生檢

查時，發現勞工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得就該場所以書面通知事業單

位逕予先行停工。

勞動檢查法第 29條 
勞動檢查員對事業單位未依勞動檢查機構通知限期改善事項辦理，而

有發生職業災害之虞時，應陳報所屬勞動檢查機構；勞動檢查機構於

認有必要時，得以書面通知事業單位部分或全部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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