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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經過將近一年半的時間，利用僅有的公餘空檔，終於

勉力完成本考察研究報告。

承蒙郝龍斌市長不棄，於民國��年�月任命我為臺北市

政府勞動局（原勞工局）局長，讓我有機會在勞動事務領

域服務並更深入地瞭解相關議題，繼而在�00年向財團法人

孫運璿學術基金會推薦成為當年度傑出公務人員，整個過

程根本不在我原來人生規劃之中。但也因為這一連串的意

外，才有這本考察報告的誕生。

過去這幾年來，勞工問題在全球都形成重大的政經衝

擊。從大學生失業率高漲引發的社會運動，引爆一波蔓延

北非及中東的茉莉花革命，造成突尼西亞、埃及、葉門政

權更迭，利比亞、敘利亞陷入內戰、暴亂局面；新加坡執

政的人民行動黨面對工人黨強力挑戰，大選得票創歷史新

低；中國大陸各地工人抗議工資過低罷工風潮不斷，富士

康工人連十二跳造成社會強烈震撼，各地紛紛調升基本工

資；連老牌民主國家英國也因外來移民及年輕人失業問

題，引發大規模暴動。

除了失業率高漲及勞動條件惡化外，非典型僱用盛行

亦形成對勞工就業環境重大衝擊。企業為增加用人彈性，



� 我國人力資源政策之借鏡

降低用人成本，以派遣、定期契約工方式進用勞工，使勞

工處於不穩定就業環境，對國家、社會安定造成負面影

響。

另外，勞工工時過長及職場壓力過大，戕害勞工身心

健康，引發之過勞議題，以及勞動環境安全問題，亦為社

會大眾所矚目。凡此，均須借鏡先進國家之對策及處理方

式，制訂政策，修正法規，以利我國勞動安全機制之提

升。

有鑑於勞動法制傳承、勞動文化近似等因素考量，許

多在臺灣出現之勞工問題，均有因循日本之脈絡。不管在

法制環境或勞動環境上面臨的新挑戰，如派遣之非典型雇

用、高學歷青年失業、高房價擠壓、工時過長、職場壓力

造成之心理、精神疾病、過勞、勞動安全、身心障礙者就

業促進、職業訓練、勞資爭議處理等，均先於臺灣數年出

現，當地勞工主管機關亦因此發展出相關因應對策，期望

能解決類此新型態勞動問題，以日本首都東京作為標竿，

學習其施政經驗，以利改善臺北勞動環境。

臺北作為首都，許多施政作為不能僅滿足於國內各大

都市評比，應放眼東亞地區，借鏡各大先進都市作法，提

出創新作為，始能帶動全國向上提升。因此以香港及新加

坡二都市為比較對象，檢視臺北與各該城市在勞動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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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發展等，以多元之參考座標，建構完整之勞動安全網

絡，是本考察報告之重要目標。

感謝家人及臺北市政府勞動局、臺北市勞動檢查處同

仁支持協助，讓我能無後顧之憂地完成考察行程及報告撰

寫。我國駐新加坡、日本代表處同仁、株式會社日本熊谷

組及在臺子公司、香港工會聯合會、建造業總工會相關人

員，在我前往考察各國相關政策制度時，在行程聯繫及接

洽事宜上給予之協助，亦一併致謝。期望本報告能對提升

臺北乃至於全臺灣勞動安全有所助益，讓我國勞工得享有

理想幸福之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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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受到十幾年前教育當局廣設大學錯誤決策影響，加以

人口結構面臨「老齡化」、「少子化」之衝擊，新一代進

入勞動市場的社會新鮮人面臨低薪、高學歷高失業率、學

非所用的問題。

臺灣的高等教育急速擴張，始於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

等民間教育改革團體，於����年�月�0日發起「��0」大遊

行，訴求「廣設高中大學」，教育部乃在同年�月召開第七

次全國教育會議，以「推動多元教育、提升教育品質、開

創美好教育遠景」為主題，隨後行政院於同年�月��日通過

「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同年�月��日教育改革

審議委員會正式成立，由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擔任召集

人。在����年至����年運作期間，共提出四期諮議報告書

及總諮議報告書，作為臺灣教育改革的依據。其中，「廣

設大學」、「消滅高職」的政策，可說是目前大學畢業生

進入職場面對低起薪、就業不穩定、高學歷高失業情況的

主要原因。

事實上，有識之士早在�00�年�月即發表「重建教育

宣言」（又稱「教改萬言書」），其中即直指「廣設高中

大學」、「廢除高職」為錯誤政策，將帶來無可彌補之

傷害。時至今日，此一錯誤政策已嚴重影響我國人力資源

結構及勞動力市場之健全，連中央研究院於�0��年發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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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及科技政策建議書」都明白坦承，近二十年前

教育政策推動「廣設大學」後，大學院校由��所增為���

所，入學後幾無淘汰機制，人才素質日趨低落，更因少子

化衝擊，預估��年後將有四成大學倒閉。

更嚴重的問題是，在廣設高中大學的同時，一連串教

改政策對技職教育體系傷害，讓原屬於技職教育體系的專

科學校，在毫無準備或準備不充分之情形下，貿然大量升

格為學院，尤其技職體系師資多由國內外一般大學研究所

培育，普遍缺乏實務經驗及實用技能，所培育之人才無法

符合企業用人之需求。如此一窩蜂升格、改制之結果，造

成��分也可以上大學、大學畢業生學力不足之怪象，更造

成前述就業市場扭曲問題。

除了大學生就業問題外，不當的教改政策更造成幾個

世代的集體失落。原為國家社會未來希望的青年人，將��

歲至��歲人生學習能力最精華的歲月浪費在無用的課程

中，畢業後所學不為就業市場認同，僅能面對低薪、高失

業之威脅，且如就讀學費較為昂貴之私立學校，未出校門

即揹負龐大學貸，豈能不對國家、社會失望甚至憤怒？

加以�00�年金融海嘯發生後，臺灣經濟面臨新的挑

戰，從全球金融風暴可知，臺灣經濟受到國際經濟景氣波

動的影響既深且遠，而全球化趨勢下的世界是多變的，出

現許多跨產業整合的趨勢，且國際分工及競爭態勢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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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地有創新的利基和發展方向出現，使未來產業發展軌

跡的不可預測性大幅提高。

由於全球經濟結構轉型快速且無定向，人力供需鏈也

隨著產業發展分工更趨專業細緻，且開始以大規模的跨國

形式出現，使勞動者無可避免將面臨更多元化的勞動型

態。然而人力資源受到年齡、培育方式、工作經驗及法令

規範等影響，有其僵固性；因此，如何使人才培育及人力

運用效率能與產業發展緊密合作，藉由新的產業發展創造

出更多的工作機會，並設計更具彈性化的勞動市場制度，

兼顧勞動者在參與勞動過程中，能受到合理的對待，包括

可以維持基本生活的報酬、保障、福利基本尊重等，以及

更安全、更健康的勞動環境，是全球化趨勢下人力政策規

劃的主要挑戰所在。

因此，從產業的需求出發，擬定切合就業市場需要的

人力資源政策，整合教育、勞政部門資源，打造產學訓用

合一之職能發展政策，讓教育與職業訓練能針對學生、學

員畢業、結訓後之就業需求結合。為此，臺北市政府勞工

局於�0��年�月�日改制為臺北市政府勞動局，所屬職業訓

練中心亦同步改制為職能發展學院，希望在兼顧企業需求

與個人性向、工作態度、興趣情況下，為企業及受訓學員

量身打造職業訓練課程，深度且精緻地結合業界資源打造

職業訓練課程，讓學員都能在「即訓即用」、「訓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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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課程中獲得企業提供職缺所需的技術及就業能力。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即將改制為勞動部，潘世偉主委在揭櫫

改制為勞動部之目標時，強調過去勞委會以保護勞工政策

為重心，勞動部未來將關注整個勞動過程之利害關係人。

由於臺灣經濟相當仰賴出口導向環境下，全球化的快速變

遷將迅速影響國內之就業市場，雇主及勞工應自主培養相

對應之調適能力，具備全球性競爭思維，以因應日益複雜

之勞資關係及集體協商議題。

為強化並整合勞動力發展及運用，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職業訓練局亦將改制為勞動力發展署，整合就業服務、職

業訓練、技能檢定及創業協助體系。亦即未來勞動部之政

策將從保護勞工轉為培養、提升臺灣勞工之國際競爭力，

體認沒有競爭即無就業機會，也不會有薪資成長的現實環

境，提供我國勞動者更佳之勞動環境。

除了解決學用落差及培養勞動者進入就業市場所需之

職能外，提供勞動者更安全、更健康之職場環境，以及工

作、生活能更加平衡之公平勞動條件，亦為吸引優質勞動

力進入特定職場不可或缺之手段。由於我國人口結構已開

始面對高齡化社會及少子化衝擊，缺乏天然資源的我國，

欲進一步追求經濟成長並達成產業升級之目標，非從提升

珍貴人力資源之運用下手不可。以營造業及製造業等較為

辛苦、危險、骯髒之�K產業為例，長期面臨缺工困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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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人不願加入相關產業，故與經濟發展及教育現場提供之

價值觀有關，惟相關產業雇主未營造較優良之職場文化，

以及提供較安全、清潔、整齊之工作環境，亦為勞動者卻

步之原因之一，如能效法職業安全健康成績優良之先進國

家作法，或能提升青年加入相關產業之誘因，擺脫�K之

惡名，降低職業災害發生率及死亡率，保護勞動者珍貴生

命、健康，減少相關醫療、照護費用，降低社會成本，避

免家庭破碎，減少社會問題，並提高我國在國際勞工安全

健康領域之聲望，有助於爭取國際人才來台服務之誘因。

另除安全健康之工作環境外，現代社會強調均衡之生

活型態，長工時、高壓力之工作環境導致之各種身心疾病

及社會、家庭功能失調，亦漸為勞動者及輿論重視。因

此，如何透過基本法制之規範，以及集體協商、社會對話

機制，在兼顧勞動者需求及全球化競爭下帶來之外部環

境，建構勞資雙方可接受之勞動條件，尤其「工會」在此

機制下，扮演團結勞工及面對資方集體協商之組織性力

量，更是不可忽視。

面對前述歷史遺緒及外部環境挑戰，如何定義我國人

力資源政策需回應之問題，並予以合理之資源配置，建構

可執行之機制，為當前最急切之課題。以下將分別依據

「滿足產業需求」、「精緻的技職教育及職能發展」、

「安全健康之工作環境」、「合理的勞動條件」剖析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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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勞動市場面對之問題，澄清需求內涵，借鏡東亞諸城

市如新加坡、香港、日本東京等人力資源及勞動政策執行

之經驗，歸納總結我國可採行之方針，以期建構面對未來

我國經濟環境更加貿易自由化、全球化挑戰之可行人力資

源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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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人力資源政策規劃面向

一、滿足國家社會產業需求

任何教育及人才培育的目標，均應以培養學生具有充

分職能滿足未來進入就業市場時的需要。因此，在我國職

司人才培育與職業訓練的教育部門及勞政部門，制訂政

策、分配預算時，應全盤瞭解勞動市場需求狀況，並對國

家未來經濟發展走向加以研究、預測，就各部門各產業人

力資源需求予以精確評估，作為制訂教育、職業訓練政策

及分配相關預算之參考。

依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委託臺灣綜合研究院對我

國未來產業及人力結構調整之研究顯示，在資源最適配

置的情況下，在�0�0年服務業的附加價值占比將由�00�

年��.0�%提升至�0�0年��.��%，平均年成長率�.��%，

至�0��年成長速度雖趨緩，但GDP占比仍進一步提升至

�0.��%。反觀農業及工業部門的GDP占比則持續萎縮，其

中製造業由�00�年的��.��%降至�0�0年的��.��%，�0��年

進一步降至��.��%；而就製造業的結構來看，將持續以電

子資訊業為發展主力，GDP占比由�00�年的��.��%提升至

�0�0年的��.�0%，�0��年則進一步微幅成長至��.��%，其

他三大類製造業的GDP占比均呈現萎縮趨勢，尤其民生工

業持續呈現負成長。服務業部分，涵蓋最廣的批發零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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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持續作為服務業主體，GDP占比維持在��%~��%之間，

而在未來產業迅速朝高科技智慧化發展趨勢下，�00�年至

�0�0年專業科技服務業（年成長率達�0.��%）與資訊服務

業（年成長率�.��%）都將有大幅度躍進。至於藝術娛樂

休閒及醫療保健社會工作服務也將因應高齡化社會的發展

趨勢而有較大的成長空間，�00�年至�0�0年年均成長率分

別為�%及�.0�%。

以就業人數估算，�0�0年全國就業人數約為����萬

人，�00�年至�0�0年就業人數成長率為0.�0%，�0��年就

業人數約為����萬人，�0�0年至�0��年就業人數成長率為

0.��%。至於�00�年至�0��年就業人數成長率則為0.�0%。

在就業人口結構三大層級占比方面，�0�0年所需要

的就業人數分別為高級管理及專業人力約為���萬人（占

比��.��%），中級人力約為���萬人（占比��.��%），基

層人力約為���.�萬人（占比��.��%），至�0��年則分別

為���萬人（占比��.��%）、���萬人（占比��.��%）、

���萬人（占比��.�0%）。進一步分部門類別來看，�00�

年至�0�0年就業人數成長率較高部門分別為汽車及其零件

�.��%、住宿及餐飲�.��%、資訊服務�.�0%、專業、科學

及技術服務�.��%、教育服務�.��%、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

服務�.00% �。

� 吳再益，未來產業及人力結構調整之研究，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委託財團法人臺灣

綜合研究院研究報告，民國�00年�月，第�頁至第�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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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之各產業、各部門未來人力資源需求狀況，應作

為教育、勞政、經濟建設乃至於國科會制訂關於勞動力政

策及分配預算之重要參考。

二、精緻的技職教育及職能發展體系

長期以來，我國技職教育承擔國內專業及技術人才培

育之重責大任，更牽動產業發展，對國家經濟發展始終扮

演重要角色。近來因經濟全球化之影響，不僅加劇國家間

之交流及競爭，也帶動各國形塑自我特色。我國教育部亦

在外界批評教改亂象之呼聲後，自�00�年起推動「技職教

育再造方案」，就技職教育體制、課程完整規劃等進行全

面性的檢討，隨著高等教育泡沫化及人口結構少子化的衝

擊，對技職教育徹底的檢討再造已是刻不容緩，尤其強化

技職教育產學合作及提升師資實務經驗，進而厚植技職體

系學生就業力，勢為技職教育再造之重點。

在過去臺灣經濟起飛的年代，技職教育體系供應產

業發展不可或缺的優質人力資源，畢業生均能順利就業

或創業，為我國經濟建設寫下輝煌的一頁。但隨著產業

轉型，實行廣設大學政策之影響，技職教育體系從實務轉

向一般大學之學術研究路線，技職教育體系師資不注重實

務經驗。依教育部��學年度調查顯示，技專院校具有實務

經驗之教師人數僅占專任教師數��%，由於教師缺乏產業

實務經驗，在教學上可能無法將課程中較為艱深或抽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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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引導學生瞭解在產業實務上應用層面。加上現代科

技日新月異，產業環境瞬息萬變，教師縱使原有實務工作

經驗，但如不維持與產業脈動同步，很快會與現行實務脫

節。更嚴重的是，在家長期望及選票壓力下，教育部大量

開放技職體系的專科學校升格為技術學院，進而改名科技

大學。高等技職學校快速擴充，如能引入更多資源，吸引

更多優秀學子就讀，原是好事。但教育部政策另科技院校

比照普通大學，一樣設立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評鑑標

準亦與普通大學相同，使得技職教育學術化，原先務實致

用之精神漸漸消失。

技職教育日益學術化，逐漸流失技職教育原有特色與

優勢，也惡化包括技職院校在內之大學畢業生就業狀況。

依據行政院主計處�00�年人力資源統計資料顯示，青年失

業率為��.��%，較全體失業率�.��%高出�.��倍，青年失業

者又以大專及以上程度者為最多。由此可知，我國高等教

育由菁英化邁向普及化之際，大專入學率提高，失業率也

同步上升，促使社會大眾高度關注高等教育能否培養畢業

生充分之就業力。監察院甚至在�0��年�月��日為此通過

糾正案，認定教育部及行政院放任學用落差，致使年輕人

及大學生失業率增加。相對於此，企業界則反映勞動市場

「人才荒」現象，技職學校紛紛升格，朝向學術化發展，

導致「學用落差」日益嚴重，導致國內基層技術人才短



貳、人力資源政策規劃面向 ��

缺。

為矯正此一現象，提升技職教育品質，教育部於�00�

年�月��日提出「技職教育再造方案－培育優質專業人

力」，該方案中強化學生實務能力之策略有二：一、「強

化教師實務教學能力」，讓教師走到業界學習；二、「引

進產業資源協同教學」，請業界專家進入學校授課，採用

「雙師制度」。

在 學 生 方 面 ， 提 升 技 職 教 育 學 生 就 業 力

（employability），讓學生於學校受教育時，充分學習產

業界所需之職能，為必須面對之課題。過去廣設大專院校

的政策雖然暫時滿足學生升學需要，但人力素質似未相對

提高，生產力亦未因此增加。對此，如何延長高職就學階

段至技專，透過三年加四年的學習銜接，使專業職能加

值，再創六零年代技職教育支援經濟發展之功能。

過去，高職教育是以經濟發展為主軸，以人力規劃為

指導，培育無數各級產業的技術人才，促進社會階層流

動，提升人力素質及產業競爭力，為臺灣的經濟建設與國

家發展，提供了充分優質的基層人力，是國家經濟發展的

命脈，產業升級的推手，更是社會進步的重要動能，高職

教育是我國技職教育體系中非常重要的根基。近年來，由

於全球化的趨勢與國際化的變革，社會與產業技術的變

遷，促發了知識經濟、文創產業及服務產業的興起，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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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結構早已由勞力與技術密集，轉型為以服務業和高科

技為主的知識密集產業，未來社會需要的是具有創新、統

整與跨領域的人才，才能帶動產業升級，提升國家競爭

力。社會結構亦轉向高齡社會、終身學習、少子化的變

動，因此，高職教育的功能逐漸從就業準備的終結教育型

態，快速轉向強化基礎學力、繼續學習的預備教育型態。

高職教育也從單位行業的技術專精訓練，轉向跨領域整合

能力的培育，高職教育不再以培育產業基礎人才或就業人

力為目標，而是以整合能力、終身學習為準備。

就業力是個人受僱工作所需具備的就業技能與能

力，包含專業技能，更涵蓋一般能力，是每個人生涯

發展過程初次就業、保持就業與獲得新就業機會的關鍵

能力（key competencies）。就業力包含「一般能力」

（generic competence）與「專業能力」（professional 

competence）。一般能力泛指「聽」、「說」、「讀」、

「寫」、「算」、「運算科技」、「問題解決」、「職場

態度」等能力，是各種工作職場共同需要的基礎能力。專

業能力則指特定職業完成工作所需的專門知識、技術、職

能等，不同職業所需的專業能力也就不同。因此，「整合

能力」特別重要，只談職務技能、任務能力以不能滿足現

代社會產業變革急遽、科技發展快速、顧客要求複雜的需

求。所以，未來社會的就業力，應是適應能力、應變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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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學習能力的整合能力，是知識、技能、價值觀、態度

共同組成的素質結構�。

現行高職與高中學制功能不分、教師專業能力養成不

足、專業實務課程弱化、教育目標升學與就業混雜、多元

培育效能不彰，衍生考試領導教學、學習只為升學、高職

特色模糊的窘狀。教育當局宜清楚定位高職教育功能，適

切制訂高職及技專院校課綱，除強調專業能力與實務技能

外，更應深化學生問題解決、創造思考、讀寫算、溝通合

作、資訊應用、終身學習等關鍵能力學生問題解決、創造

思考、讀寫算、溝通合作、資訊應用、終身學習等關鍵能

力培育，並結合勞委會職訓局「全民共通核心職能課程」

強化技術職能、行為職能、知識職能與動機職能之養成，

全面深化高職學生就業力之培育。再者，教育當局應與勞

委會主管之證照檢定機構密切合作，大力強化證照檢定機

制與功能，參照產業需求之就業力與國際能力標準，發展

資歷架構，以檢核方式取代考試來認證資歷與能力。且應

修訂現行證照檢定機制、檢定方式與題目內涵，使能符合

社會變遷與產業變革之需求，接軌國際能力標準，並要充

分結合就業能力認證、技術能力檢定、受雇資格檢核等功

能，落實推動能力本位教育，體現證照檢定考用結合、學

用合一之技職特色，全面強化高職學生就業力之培育。

� �0��全國技職教育研討會會議手冊，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主辦，國立臺北科技大
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承辦，�0��年�0月，第���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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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

就國家人力資源規劃而言，面對少子化衝擊，人力資

源愈形珍貴。尤其臺灣本就缺乏天然資源，經濟發展仰賴

充沛且高素質之勞動力。但培養不易的勞動者投入職場

後，若雇主未能提供安全、健康之工作環境，非但無法成

為產業發展之動力，更可能因職業災害或職業疾病造成勞

動者生命、身體、健康之危害。因此，提供安全健康的工

作環境，是雇主不可推卸之責任，亦為國家規劃人力資源

政策應考慮之重要環節。

近年來，由於經濟全球化趨勢，對勞工安全水準提升

帶來機遇及挑戰。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引發對工作環境危

害健康、安全因子進一步擴散的關切。世界貿易加速自由

化及新科技的散布，形成許多新的工作型態組織，帶來新

型態的職業災害風險。與此同時，某些國家及區域則從新

的、較佳的工作環境及機會中，得到勞工安全水準改善的

契機。透過全球化帶來的壓力，促使各國進一步改善勞工

安全標準。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有些國家視全球化為負

面因素�。

相較於全球化經濟主要是由少數、大型跨國企業為發

動機，中小企業則扮演區域經濟主力，並且是目前及未來

提供就業機會主要來源。在全球化壓力驅使下，大型企業
� Safety in numbers—Pointers for global safety culture at work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0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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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專注於核心領域，放棄其他非核心領域。因此，大型

企業必須將工作大量委外，創造為數眾多的微型、中小型

企業，乃至於自營作業者、承攬包商。

中小企業的職業災害風險比較大型企業而言，相對偏

高。中小企業擁有的資源、技術有限，尤其在發展中國

家，勞工安全衛生體制多數不完備，且多數中小企業從事

地下經濟，無法以勞動檢查及勞工安全衛生網涵蓋，這種

情形在農業部門尤其嚴重，加上職業災害通報機制不完

備，更使職業災害風險被低估。因此，我們必須瞭解，發

展中國家官方發佈的數字，無法正確反映實際狀況。

在高職業災害風險產業中，農業、礦業、漁業、拆船

業、非典型雇用勞工及營造業均名列前茅。就臺北市、東

京都、香港及新加坡產業狀況而言，非典型雇用及營造業

有較大探討價值。以營造業為例，全球每年至少有六萬名

勞工死於職業災害，數�0萬勞工則因職業災害重傷或致

殘。事實上，此一估計可能還稍嫌保守。在許多國家，只

有不到百分之二十的營造業職業災害被通報，極少數的職

業病案例被追蹤。營造業的死亡職業災害原因，主要是墜

落、撞擊、物體飛落及感電。職業病部分主要有職業性皮

膚炎、聽力障礙、振動症候群、背傷、肌肉傷害、肺塵症

等，心理壓力也是職業災害、職業疾病的主要原因，尤其

是勞工對墜落的恐懼。另外，營造業工人往往是離鄉背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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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住在低於住家水準平均甚多的居住環境，對其健康

產生負面影響�。

就非典型雇用之勞動關係而言，此部分在開發中國家

提供許多就業機會，但因在勞工與雇主間缺乏正式之僱傭

關係，其中許多工作類型暴露於高度的職業災害風險中－

例如拾荒者及資源回收工作者。非典型僱傭勞工往往也面

對較差之工作環境及福利措施。以我國及日本而言，目前

以派遣、非繼續性工作之新興非典型勞動型態亦極為常

見，加以傳統上存在為數眾多之自營作業者、無一定雇主

勞工，確實因勞動檢查機構難以掌握此部分勞工動態，法

律規範介入密度嚴重不足，使此部門勞工面臨較高之職業

災害風險，對主管機關形成重大挑戰。

以上所舉對於勞工安全之負面因素，多可透過妥善之

勞動檢查制度加以防治。國際勞工組織的會員國均確認同

意就勞工安全政策採取門戶開放態度，採取有效之預防職

業災害發生政策，以技術合作及推廣方式，打造注重勞工

安全健康的工作文化。在經濟急速成長的國家中，人們往

往低估甚至忽視人身安全保障及環境破壞的代價，導致勞

動檢查機構缺乏充足經費、人員設備及有效的運輸工具。

因此，若要有效改善一國的勞工安全水準，勞動檢查機構

扮演關鍵的角色。

� Jukka Takala,Global Estimates of Fatal Occupational Accidents,Epidemiology,September 
����,Vol.�0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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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理均衡的勞動條件

勞動條件（Labour  Conditions），指雇主與勞動者締

結之勞動契約中，勞動者得享有之權利，包含工資、工

時、休息、休假、退休金、資遣費、職業災害補償等權

利、福利事項。欲使國家人力資源充分發揮生產力，提升

經濟發展及產業運作效率，應給予公平合理的勞動條件。

如前所述，以工時、工資、休息、休假等事項為核心之勞

動條件，是維持其有效率生產力之必要條件。工資乃是給

予勞動者合理的收入以維持甚至改善其生活之對價；適當

休息、休假時間及合理之最高工時限制，是維護勞動者身

心健康的必要手段。

不過許多雇主，尤其競爭力較低、僅能倚靠價格競爭

之企業，一般傾向將勞動條件事項視為「成本」，而非

「投資」。此迷思在臺灣的產業界尤其嚴重。事實上，低

薪、長工時的勞動型態，在全球化知識經濟的競爭環境

中，已經無以為繼。尤其對於有國際移動能力的勞動者而

言，如果臺灣的雇主提供的勞動條件不能滿足其需求，自

然會往能提供較優渥勞動條件的國家、地區移動。長此以

往，對於缺乏天然資源，僅能倚靠優質人力資源發展經濟

的臺灣而言，十分不利。

具有國際移動能力的勞動者，往往是比較有競爭力的

高素質人才，而且這樣的人才往往帶資金、技術、人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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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貴資源一起移動。如此高素質的人力資源外移，意味消

費、稅收的損失，更可能因此錯失了一整個產業鏈的發

展，例如近來引起各界討論的金融業人才外流及低薪現

象，如不能徹底且迅速解決，不僅可能讓人才繼續外流，

甚至會讓整個產業競爭力持續下降，不僅金融主管當局希

望的人民幣離岸中心無從建立，有朝一日如保護傘撤除，

恐怕外商金融機構長驅直入，本土金融業者不但走不出

去，只能等著被併購了，這等於是一整個產業的瓦解危

機。

反之，願意提供公平合理乃至於優良勞動條件的雇

主，往往是具備較佳競爭力的企業。二十一世紀的企業競

爭優勢，已不再是傳統的資金、天然資源取勝，而是以高

素質人才帶來的技術、管理能力為憑藉，建築競爭優勢，

以提高獲利能力。企業提供良好勞動條件予高素質人力的

作法，乃是將之視為「投資」而非「成本」。二者差異在

於：視為「投資」者，將員工當作資產，而且是會增值、

有回報的高價值資產；視為「成本」者，則是將員工當成

耗材，用過即丟，能省則省。富比士雜誌報導指出，臺灣

自�00�年至�0�0年的單位實質勞動成本，下滑�.�%，降幅

遠大於美國�.�%，日本�.�%的下降幅度。富比士雜誌報導

進一步指出，臺灣企業的競爭力，是來自於相對較低且持

續降低的勞動成本。這說明了我國企業長久以來，是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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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予員工之勞動條件視為「成本」，而非「投資」，將員

工視為「耗材」，而非「資產」。

如何改善這樣的思維及產業結構？這將是臺灣經濟發

展能否再更上一層樓的關鍵。當中國大陸、南韓的企業都

開始有組織有計畫地挖角我國的高科技人才，而且連中國

大陸都開始準備產業轉型，提出所謂「騰籠換鳥」政策，

鼓勵甚至強迫勞力密集產業升級，要求不轉型的台商南遷

至東南亞的越南、印尼、柬埔寨等國甚至回流臺灣時，我

們絕對不能坐以待斃，一定要面對並解決臺灣受薪階級長

久以來低薪甚至薪資負成長的問題。畢竟此一問題，牽涉

到眾多臺灣勞工未來薪資的成長可能性，以及整體產業的

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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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東亞各國的借鏡

一、日本東京都

日本勞動安全健康管理體制、政策法令、作業流程及

防災系統向為亞太地區首屈一指，在國際勞工組織ILO各

國勞動安全評比上時常名列前茅，而東京都為該國首都，

就都會型勞動安全健康政策之推展，極有同為首都且為現

代都會之臺北借鏡之處，乃有向東京學習勞安降災、安全

健康科技、勞動檢查、勞動安全健康教育訓練等策略規劃

及推動之必要，希望汲取日本東京都相關政策、法令制度

及實務運作之經驗，作為提升臺北勞動安全健康水準之重

要參考。

(一) 東京地下鐵株式會社

由於臺北捷運頂溪站於�0��年�月�日曾發生國

內首宗利用電扶梯搬運器具導致勞工死亡之重大職

業災害，副站長郭政杰於當日凌晨進行「防洪擋板

組裝測試」時，獨自搬運三公尺長的金屬擋板搭電

扶梯，不料行進間因擋板過長頂到天花板，只能承

受三百公斤的電扶梯踏板被擋板底部重壓而掀開，

不到二秒，郭政杰即摔入運轉的機坑中，被拖絞造

成全身多處切割傷、雙腿股動脈斷裂，二小時後被

發現時已血流過多殉職。加以臺北捷運路網日益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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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每日運量亦成長至兩百萬人次，路網長度已達

���公里，中運量與重運量系統交錯，地面段、地下

化與高架段並行，營運管理介面非常複雜，因此安

排參訪自����年營運迄今之東京地下鐵株式會社，

借鏡其勞動安全健康政策及實務措施，作為臺北捷

運勞動安全健康管理之重要參考。

東京都地下鐵系統（如附圖�）係由東京地下

鐵Tokyo Metro及都營地下鐵Toei Subway組成。東京

地下鐵自����年起開始營運，目前有銀座線、東西

線、丸之內線、千代田線、日比谷線、有樂町線、

半藏門線、南北線、副都心線等九線，全長���公

里，設有���個車站，每日營運旅次達到���萬人；

都營地下鐵則自���0年開始營運，目前有淺草線、

三田線、新宿線、大江戶線等四線，全長�0�公里，

設有�0�個車站，每日營運旅次為���萬人。東京都

目前常住人口約九百萬人，其中大約��%日常均利

用大眾運輸系統作為通勤工具。東京都捷運建設以

走路十分鐘內能進到捷運站為原則，因此在八十餘

年的積極建設發展之後，整個捷運系統已經發展至

飽和狀態。整個捷運網路在半徑�0公里範圍內皆為

東京地下鐵及都營地下鐵營運，�0-�0公里範圍內則

為與其他鐵道公司合作之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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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東京都地下鐵路線圖�

日本交通主管機關國土交通省對於捷運之管理

及維修訂有管理規範及檢查標準，要求負責捷運營

運之事業單位自主管理，主管機關平均一年檢查一

次其勞動安全健康措施有無符合法令規定。針對軌

道維修部分，不同鐵道營運公司介面協調有一套完

整機制，東京地下鐵與都營地下鐵軌道交接點非常

清楚，營運路段即其維護路段，並無介面責任歸屬

不清問題。雖然東京捷運系統有�家不同公司經營，

薪資結構也各自不同，但各公司工會每年都會定期

開會檢討，相關從業人員責任感及向心力非常強，

甚少發生員工跳槽及互相挖角狀況。東京地下鐵母

� 參閱日本東京都交通局官網首頁/お出かけ施設/都内地下鉄路線図，網址：http://
www.metro.tokyo.jp/SUB/SUB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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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是正職員工，在諸多子公司，包括鐵路事業

業務集團中，負責清潔、警衛業務之地鐵服務公

司，紀念品及周邊商品販賣之地鐵商務公司，車輛

維修業務之地鐵車輛公司，工務相關維護業務的地

鐵軌道設備公司，高架化路線下方空間的營運管理

及建設相關業務的地鐵開發公司，電氣設備相關維

修業務的地鐵維修公司；關連事業業務集團中，負

責辦公大樓營運管理的地鐵物業公司，飲食業相關

的地鐵食品服務公司，體育設施營運業務的地鐵體

育設施公司，車站內商店、商業大樓等商業設施營

運管理的地鐵資產公司，廣告媒體管理及廣告代理

業務的地鐵廣告代理公司，還有其他類別中負責建

築物清掃業務的地鐵清潔公司，地鐵博物館等公益

事業營運的財團法人地鐵文化財團等，與安全無關

部分事業單位有進用派遣勞工，如與安全、技術有

關則一律用正職員工�。

在與營運安全相關事項，東京地下鐵以「綜合

調度中心」統合管理調度整個東京都地下鐵系統，

中心內以「對策會議」為最高決策機關，負責車輛

調度、設施調度、電力調度、信息調度及運輸調

度，將來自東京都警視廳、消防廳、防災中心、氣

� Tokyo Metro OutlineInternational Affairs of Tokyo Metro Co.Ltd.Mar.��,�0��,p�0.



參、東亞各國的借鏡 ��

象廳、東京電力公司、新聞媒體、各現場運行狀況

監視器的信息統整，密切監控列車狀況，以熱量、

運動、噪音檢測，地震儀、風速計、水位監視器、

橋樑監視系統、火災警報器、信號設備連動盤、消

防水栓、車站裝置、排水管、隧道排煙機、通風排

煙設備、緊急發電機、站台門、電氣室、緊急停車

按鈕、車輛分支裝置、電熱融雪器等，嚴密確保行

車安全，包括工作人員安全�。

東京地下鐵平時定期對工作人員實施防災訓

練，所有員工均須定期接受防災訓練，以防備人為

事故及自然災害，而為了防止電源故障影響車站內

之場所光源不足，導致民眾於該場所發生危險，車

站照明設備以數個獨立系統設計，當其中一座電源

故障時，立即由其他電源備援，應急蓄電池後備系

統能夠向列車及地鐵、車站提供至少一小時以上的

照明。又因日本地處環太平洋地震帶，東京地下鐵

所有隧道全部具備抗震性，安全係數高，為了預防

大地震，東京地下鐵對隧道及高架橋等耐震度重新

進行檢測，對必要之處進行加固。沿線有六處設置

地震儀，根據綜合調度中心接收的數據發送指令。

此外，為了掌握各現場狀況，設有��台區域地震

� 東京地鐵便覽�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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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根據來自區域地震儀的信息，判斷需要檢修的

地點，讓捷運系統可迅速恢復運行�。另東京地下鐵

自�00�年�0月開始用氣象廳的緊急地震速報強化地

震對策。

在防洪措施部分，如果發生地面積水可能湧入

地下鐵系統的危險時，工作人員第一時間會將放置

在各個地下鐵出入口的防洪板插入凹槽防洪�。工作

人員運送防洪板時，依規定絕對禁止使用客用升降

梯、手扶梯運送，以免發生類似�0��年�月發生在臺

北捷運頂溪站副站長殉職之憾事。在地下鐵網路七

個地點設置防洪閘門，防止洪水湧入地下鐵隧道。

通風井設有防洪機構，由就近車站管理人員操作。

在防火措施部分，地下鐵是根據消防法、建築

基準法和其他相關法規規定建設。除採用阻燃性建

築材料外，東京地下鐵不使用任何以石油或汽油等

易燃物為燃料之設備，地下鐵車輛亦採用阻燃性材

料製造，並且根據國土交通省頒布的A-A標準通過

嚴格的試驗�0。

目前東京地下鐵發生之職業災害，大多發生於

車輛維修與站體維修比率較高，夜間偶有感電及墜

� 同前註，p��.
� 同註�，p��.
�0 同註�，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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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事故。相關自行監督檢查紀錄及職災月報表均無

須向政府機關報備，日本制度較趨向由各公司落實

自主安全衛生管理。

另針對使用率高維修頻率大的電梯與電扶梯維

修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實報實銷的POG制度，一種

為外包承攬制度。法令規定與我國相同，每年必須

實施一次年度檢查，檢查結果須報主管機關，另有

每月二次之定期點檢及平時之目視檢查。檢查均利

用白天光線充足時進行，點檢時會另指派一位監督

人員，負責監督現場作業安全。除維修電扶梯之工

具外，嚴格禁止利用電扶梯進行搬運作業��，而電

梯維修需停止作動時，均須固定停放於最下一層，

鑰匙由電梯保養管理公司負責保管。

東京地下鐵針對列車進站作業皆指派專人負責

巡視監督管理，與臺北捷運公司目前採用之尖峰時

間由站長負責及離峰時間由保全員負責監督管理模

式相似。東京地下鐵公司對於包括職業災害及其他

運行中發生之災害檢討及教育極為迅速，災害發生

後各相關單位立即調查事故原因並上網公告，讓相

關從業人員及公眾都能在第一時間知悉，進而防止

再犯同一錯誤。

�� 由東京地下鐵株式會社広報部國際擔當部長木村直人先生於�0��年�月��日作者參訪
當面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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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厚生勞動省東京勞動局

厚生勞動省東京勞動局在體制上屬於中央勞政

主管機關之附屬機關，內部分設總務部、勞動保險

徵收部、勞動基準部、職業安定部、需給調整事業

部、雇用均等室等，另在整個東京都轄區分設��個

勞動基準監督署及��個公共職業安定所。其中勞動

安全健康事項由勞動基準部掌管，主要負責產業安

全、勞動災害預防及相關依法須通報審核確認事

項。整個東京都適用勞動安全健康法令之事業單位

將近��萬個，勞動人口數約��0萬人，��個勞動基準
�� 左下圖：�0��年�月��日東京地下鐵株式會社広報部國際擔當部長木村直人先生與作
者互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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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署進用約�0多位勞動監督官，負責整個東京都

勞動檢查業務。各營造工地勞動災害保險及分項施

工計畫書審查，亦是向勞動基準監督署申請。依照

勞動安全健康法令規定，工廠雇用勞工�0人以上者

須設置駐廠醫師。勞動基準監督署有部分業務係委

外由民間機構協助處理，但勞動監督官資格仍須經

國家考試及格之公務員擔任，考試科目與一般公務

員不同，錄取人員由主管及首長派任��。

 

2012年3月14日拜會厚生勞動省東京勞動局照片

(三) 新宿勞動基準監督署

該署位於新宿區西新宿�-�-��西新宿木村屋

ビル�階，該署設有安全衛生課、勞災課（勞動保

險）、業務課（總務、會計）、方面（工作條件、

解雇和工資）等，勞動基準監督署為執行勞動檢查

之最基礎行政單位，在日本之行政體系中，執行勞

動檢查之行政官員職稱為勞動基準監督官，目前該

�� �0��年�月��日由日本厚生勞動省東京勞動局勞動基準部安全課長增岡宗一郎先生簡
報內容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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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設置有�位勞動基準監督官及搭配約�0位行政作業

人員，該署之勞動基準監督官為日本執行勞動檢查

之行政官員之一，掌有行政調查權、停工權、執行

司法警察權，權限較本國勞動檢查員為大，但日本

勞動基準監督官並非以執行勞動檢查為其主要之工

作，係類同於我國之勞動檢查機構之部門主管，故

各勞動基準監督署設置之勞動基準監督官人數並不

多��，無法與我國互相比較，相關組織圖如附圖�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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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Profile 2011,P27. 

圖2：勞動基準監督機關組織圖（以都道府縣勞動局為例，但實際上各局仍有差異）

��　 日本厚生勞動省東京勞動局勞動行政Profile �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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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熊谷組株式會社安全本部

成立於����年的熊谷組（株式会社熊谷組，

Kumagai Gumi Co., Ltd.）是日本的大型建設公司之

一，本社設在東京新宿區飯田橋站。熊谷組曾在

日本負責承建多個基建工程項目，包括青函隧道

（����年通車）、鍋立山隧道（����年）、德山水

壩（�00�年）等，全世界第二高建築物—臺北�0�大

樓亦為熊谷組承造。熊谷組株式會社安全本部部長

土屋良直先生對於日本勞動法令及制度非常熟悉，

在安全管理的實務上有多年的豐富經驗，日本營造

業對人權及人命之尊重是核心理念，熊谷組對於勞

動安全健康政策之方針為「安全第一、環境第一、

品質第一」，也是該公司能永續經營之原因。土屋

部長分析日本近年來建設業的職業災害，日本自昭

和��年開始施行勞動安全健康法後，死亡之職業災

害有大幅降低之趨勢，但也經歷昭和��年泡沫化經

濟之危機，二者之關聯值得深思。

依熊谷組資料顯示，日本目前大部分的中、大

型建設工程都是由較具規模之營造廠商承攬施作。

日本東京都勞動人口統計以����年及����年最多，

目前約為��0萬人，也同樣面臨勞動人口變遷及高齡

化之問題。建設業在日本所占之GDP值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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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臺灣所占之比率類似。日本平成��年（西元����

年）導入安全衛生管理系統（OSHMS），職災有明

顯降低，平成��年（西元�00�年）推出單項工程許

可制度，職災有再下降之趨勢。日本職業災害統計

災害類型仍以墜落最多，感電之案例已漸漸減少，

甚至沒有，但日本將勞工前往工作場所途中發生之

交通事故，亦列入職災統計之數目，與目前國內職

災統計認定之方式略有不同。日本勞工安全之檢查

制度處理方式有�種：移送檢方偵辦、停工、矯正、

指導，大致與我國相同，對協力廠商與我國一樣仍

會採取檢查與裁罰措施，但目前並無對勞工直接裁

罰之規定。日本營造廠一般對職業災害預防非常重

視，如發生重大職業災害除由負責人親率工程主管

向業主、罹災者家屬及官方機構一再表示歉意，並

視為人生之奇恥大辱��。

 

�� �0��年�月��日熊谷組株式會社安全本部部長土屋良直先生簡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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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熊谷組安全衛生協力會、熊建會及熊土會

熊谷組安全衛生協力會、熊建會及熊土會為熊

谷組輔導成立之以經常合作的下包商、協力廠商為

會員之人民團體，將熊谷組勞動安全健康政策透過

這三個團體，貫徹至基層勞工。其中安全衛生協力

會主要囊括熊建會、熊土會有關安全衛生事項之研

發、建議及督導，熊建會則負責有關建築工程部分

相關工程技術、安衛、工程品質等研發創新協商等

事務，熊土會則針對土木工程。該會之宗旨「共

生、真正夥伴、提拔、意見溝通」，勞工安全衛生

教育由各下包商雇主就所僱勞工負責實施。每月召

開一次安全衛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全國性例行大

會，內容包括KYC活動及�S運動，加入會員須繳交

承攬金額約萬分之六作為會費，會員可分正式會員

及一般會員，所有會費皆用於推展安全衛生相關費

�� 左上圖、右上圖及左下圖為�0��年�月��日熊谷組株式會社安全本部部長土屋良直先
生簡報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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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熊建會目前較偏向於工程技術性之交流，每年

針對不同工種皆會舉辦一次發表會，研擬優良之施

工工法��。此等日本具規模之營造公司積極輔導協

力廠商成立相關機構，協助提升營造工程品質及安

全衛生水準，追求共生雙贏，是值得國內營造業學

習的方向。

 

 

101年3月1�日拜會熊谷組安全衛生協力會、熊建會及熊土會照片

(六) 日本起重機協會

日本起重機協會（Japan Crane Association, 

JCA）為創立於����年之非營利社團法人，創設宗

旨為進行起重機等吊掛機械之調查研究、推廣起重

�� �0��年�月��日與熊谷組安全衛生協力會會長篤島義久先生、熊谷組安全衛生協力會
副會長田中繁先生及熊谷組熊建會會長新妻尚祐先生座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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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相關知識與教育、促進產業安全及提高搬運管理

效能，亦為日本厚生勞動省指定之起重機等代行檢

查、檢定機構。其會員皆為起重機（包括固定式起

重機、移動式起重機、升降機及吊籠等）之相關團

體協會，其組織圖如附圖�。

17

Japan Crane Association, JCA 1962

3

3 18 19

311

311
3

18 / / http
//www.iosh.gov.tw/Book/Message_Publish.aspx?P=66&U=739

19 http //www.cranenet.or.jp/en/#e02

圖3：日本起重機協會組織圖中18、英19 文版

起重機協會負責執行危險性機械檢查之檢查員

每年皆有定期檢康檢查，項目包括登高、平衡、體

能等，確保每位檢查員執行任務時之安全。座談過

程中，作者向日本起重機協會與會人員表示關心日

本���大地震對相關起重機作業之影響，日本起重機
�� 參閱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出版中心/勞工安全衛生簡訊，網址：http：//www.iosh.gov.

tw/Book/Message_Publish.aspx?P=��&U=���
�� 參閱日本起重機協會官網，網址：http：//www.cranenet.or.jp/en/#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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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表示，日本目前尚無發生因地震產生之塔吊災

害，但去年���地震有部分塔吊因海嘯造成部分損

壞。起重機協會並表示，日本目前類似起重機協會

性質之機構有�個，並無區域範圍限制之規定，各個

協會收費之標準亦不相同，廠商可自行決定向何機

構申報。

目前日本使用塔式吊車大都使用舉臂式即俯仰

式塔式吊車，較少使用水平式塔式吊車。主管機關

目前對塔式吊車及施工電梯並無使用年限之規定，

各種品牌之廠商都會自行制定保養及維護之機制，

只要經代行檢查合格，於合格期間內即可合法使

用。

日本之吊車製造業者須有製造許可證，製造許

可證屬都道府縣地方政府管轄。依法安裝工地之塔

式吊車，須於安裝前�個月，向當地勞動基準監督署

提出安裝計畫，收到許可命令後方得施作，塔式吊

車使用前也要向勞動基準監督署申請檢查，檢查合

格後有效期間為�年，超過�年如需使用還需做性能

檢查，檢查合格可再延長�年�0。

�0 �0��年�月��日與日本起重機協會專務理事谷川祐二先生、檢查部長吉田博行先生、
技術普及部長酒井幸三先生、上席調查役河田政憲先生、西田光行先生座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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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3月1�日與日本起重機協會成員座談照片

(七) 營造工地參訪

�. 東京都美竹大樓高級住宅建築新建工程

本案為熊谷組株式會社承攬之建案營造工

地，係屬都市更新之案例。建築構造為鋼筋混凝

土造，主要用途為事務所、共同住宅、店舖，地

下�層，地上��層，基地面積：�,���.��平方公

尺，建築面積：�,��0.��平方公尺，開挖深度：

��.��公尺，樓高：��.���公尺，預計工期為�0�0

年��月-�0��年�月。

本工程主要特色為建築物中間層設置免震

系統，高層棟於地上三樓間設有減震層，設置

三十三座減震器及阻尼器，地震時可降低高樓層

水平搖動及結構體損傷、破壞。四樓以上使用預

鑄工法施工，採每六日完成一層結構之施工循

環，可大幅縮短工期及提昇施工品質；另配合外

牆預鑄及施工架吊昇組裝，可大量減少高處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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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該工程裝設有二部塔式起重機（��0T及

�00T），作者參訪時施工進度為四樓樓地板，當

日正進行減震器之吊裝及施工。

參訪當天下午先由熊谷組工務所所長小久保

文雄先生負責介紹工程概況，再帶領至工地現場

參觀，實地說明工地每日安全衛生管理作業之計

畫、流程、施工方法及安全上應注意的事項。小

久保先生非常重視工地各項作業的安全檢點，並

一再強調危害告知及事前訂定安全衛生作業流程

及管理計畫書之重要，且對於每天危險預知教育

亦要求確實執行。

該工地施工電梯採用係電梯平台式施工電

梯，日本東京都針對施工電梯為�T以上仍需檢查

合格方得使用，�T以下採報備制度。監造單位

僅擔任協助督導之角色，原則上工地安全健康仍

由營造廠全權負責，營造廠也承擔所有工地安全

健康之責任。日本安衛編列費用之方式仍採直接

費用及間接費用兩種，直接費用類似於國內可採

量化之費用，如施工架、護欄、安全網等，間接

費用類似於國內無法量化之項目，如整理整頓作

業、安衛標語等。營造工地安衛人員原則上採兼

任方式，安衛人員也兼任多項工程之主辦，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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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營造工地是採人人皆有安衛責任，時時作好勞

安之方式。日本於十年前曾於營造工地推動CCTV

之管理方式，但成效有限，目前營造工地已少採

用CCTV系統監督勞工作業安全。另專業單項工程

實行施工計畫書審查制度，例如塔式吊車及施工

架，承包商須於施工前三十日向勞動基準監督署

提出書面審查，審查合格才准許施工。

目前東京都針對營造工地施工圍籬並無規定

特別形式，但針對施工圍籬非常重視乾淨整潔，

且大都採白色系列，甚少採用國內常用之鍍鋅鐵

鈑。日本針對營造工地勞災保險費用並無規定一

定之保費比例，不論工程大小皆需投保，安全衛

生紀錄較不好之事業單位保費較高，百分之六十

至七十比例保費視職災紀錄決定，於工程結束仍

可退回事業單位，以保費退還機制為誘因，促使

營造廠及業主做好勞動安全事項。日本營建工地

若遇居民投訴、檢舉等案件，皆由各地區地方政

府之區公所公害科負責處理，原則上以電話通知

改善，勞動基準監督署不會依據檢舉電話前往工

地檢查��。

�� �0��年�月��日熊谷組株式會社作業所長小久保文雄先生簡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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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旭矽株式會社東京支店板倉工場（中空樓板預鑄

工場）

旭矽株式會社係生產預鑄中空樓板之公司，

成立於昭和��年，總公司設於日本北海道旭川

市，目前員工有���名，有�家分公司、�個營業

所、�個生產工場，本次參訪目的地為東京支店板

倉工場，該工場位於東京都群馬縣，成立於平成

��年，主要以生產中空預鑄樓版為主，工場占地

面積�萬0,��0平方公尺，其中版片置放面積為�萬

�� 左下圖：為東京都美竹大樓高級住宅建築新建工程工務所所長小久保先生負責介紹工

程之概況；右下圖：為工地地下室設置之每日安衛管理場所，清楚標示施作廠商、每

日作業時程安排、每週防災重點、使用鋼索顏色管理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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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尺，每月生產版片能力亦為�萬平方公尺，

目前該工場從業人員有��名。

參訪當日由東京支店店長熊野勝文先生親自

接待，並由佐滕文郎課長介紹工場生產流程、機

具使用狀況等，並帶領至工場現場參觀，實地說

明各項生產作業過程及安全上應注意的事項，其

中該工場版片製作前之放樣作業採電腦化，除節

省時間外更增加版片製作預留開口之準確度，且

該工場吊裝採固定式起重機（俗稱天車）吊運方

式，吊運過程除派員全程監控外，且以紅外線感

應方式避免非工作人員擅入造成危險，該工場成

立�0年以來並無發生任何勞災事件，值得讚許。

日本預鑄中空樓板目前尚無國家認證制度，

故並無專利之問題，但預鑄中空樓板相關業者自

行成立類似社團法人之協會，相關工廠及產品皆

須經該協會認證。目前採用預鑄版工法之營建工

地，針對工期掌握、耗材使用及勞工安全均有顯

著提升，例如營造工地減少模板支撐之使用，可

降低模板倒塌之災害，各樓板澆置混凝土也可自

��天縮短為�天。該工場目前生產之版片長寬大約

�.�公尺*�.�公尺，堆置高度可達�層。該工場相

關作業人員部分有僱用印尼見習生，語言方面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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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見習生也會基本之日語能力，故無須特別僱用

翻譯負責溝通，此項與國內營建業雇用外勞須特

別僱用翻譯有所不同。該工場安全衛生管理由專

人負責，相關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亦皆有受過

起重機協會超過一個星期以上之訓練，且均領有

操作證書。工場相關機械設備動作時除派人監視

警戒外，另也有專設紅外線感應器，避免人員擅

入。目前該工場也面臨日本當地年輕人不願意從

事製造、營造現場工作之窘境，相關技術之傳承

也面臨重要問題��。

101年3月1�日參訪旭矽株式會社東京支店板倉工場照片

  

 介紹預鑄中空樓板（half PC版） 中空樓板使用之隔音材

  

 電腦化放樣作業 中空樓板隔音材置放

�� �0��年�月��日參訪旭矽株式會社東京支店時，該公司東京支店店長熊野勝文先生、
板倉工場場長勘崎俊人先生及東京支店課長佐滕文郎先生簡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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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筋綁紮作業 全面機械自動化混凝土澆置作業

  

 生產過程指派專人負責警戒 工場張貼之安衛標語

�. TECHNOS株式會社

TECHNOS株式會社乃日本專門研擬假設工程

施工及安全技術之公司，該公司特別介紹所新研

發的安全假設工法，即目前鋼骨工程推廣之鋼柱

ACE-UP吊裝工法，已使用於我國華熊營造股份有

限公司承攬之臺北市仁愛吾疆新建工程等工地。

使用鋼柱ACE-UP工法每根鋼柱吊裝時間約為�至

��分鐘，比傳統吊裝工法須�0分鐘較為節省吊裝

時間。目前該工法除使用於鋼柱外，亦可使用於

斜柱、鋼樑之吊裝作業。針對鋼柱之吊裝也較具

安全性，另該公司也介紹已於日本使用於鋼構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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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之懸吊工作臺工法及耐震波形分割鋼板補強工

法等，值得我國營造業界參考。

該公司每月皆會訂定安全衛生管理目標，進

行危險評估，並確認執行方針��。顯示在日本，即

便是以提供技術服務為主的中小型公司，亦已將

安全管理融入公司營運核心，務實執行。

101年3月1�日拜會TECHNOS株式會社照片

  

 介紹研發之新工法 介紹ACE-UP鋼構吊裝工法

  

 介紹經營理念及社訓 綜合座談後全體合影

二、香港

除汲取日本東京都相關政策、法令制度及實務運作之

經驗外，作者於�0�年�月��日啟程前往香港及新加坡，為

�� �0��年�月��日參訪TECHNO株式會社時，社長中川正俊先生簡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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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天，拜會相關單位，作為提升臺北勞動安全健康水準之

重要參考。

(一)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勞工處

香港勞工處在香港特區政府架構中，屬於行政

長官下屬政務司長隸屬之勞工福利局，勞工福利局

下設勞工處及社會福利署分別掌管勞動事務及社會

福利業務。勞工處設有勞工事務行政部及職業安全

及健康部，顯見香港勞工處極重視勞動安全健康業

務。在組織設計上，勞動安全健康業務由副處長梁

振榮先生負責督導，其中職業安全業務由勞工處助

理處長李子亮先生負責，並設有�位總職業安全主任

負責實際執行法令業務。

勞工處職員成員有職業健康醫生、職業環境衛

生師、職業安全主任、護士、一般職系及其他職

系，總員額約���人，香港特區政府在勞動安全健康

業務方面的預算在�0��-�0��年度約�.�億元��。

香港勞工處透過三管齊下方式，確保能妥善控

制和盡量減少各項危害在職人士安全及健康因素。

香港職業災害死傷亡率，在�00�-�0��年期間，下降

��.�%，傷亡數字下降��.�%，意外數字下降�.�%，

意外率下降�.�%。在各行業職業災害發生分布方

�� �0��年�月��日參訪香港特別行政區勞工處時，該處副處長梁振榮先生簡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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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餐飲服務業最多發生�,���件，占��%，建造

業發生�,���件，占��%，製造業發生�,00�件，占

��%，其他行業發生����件，占�0%��。

以建造業為例，在�00�-�0��年期間，職業災

害數目下降�0.�%，意外率下降��.�%，但在�00�年

到�0��年期間，建造業就業人數成長了��,�00人及

��%。近年來建造業致命意外主要類別為與施工架

有關之高處墜落事件，及帶電導體外露、電接頭錯

配引起之感電事故��。

與勞動安全健康相關之法律架構，以工廠及工

業經營條例（香港法例��章和�0條附屬規例）、職

業安全及健康條例（香港法例�0�章和�條附屬規

例）為基礎，規範性法例包括針對危險行業的建築

地盤安全規例，針對危險機械的木工機械規例、起

重機械及起重裝置規例，針對危險工序的密閉空間

規例、壓縮空氣工作規例，目的在訂立工作安全的

準則��。

在目標設定的法例部分，以工廠及工業經營條

例中的一般責任條款、工廠及工業經營（安全主任

及安全督導員）規例、工廠及工業經營（安全管

�� 同前註。
�� 同註��。
�� 同註��。



參、東亞各國的借鏡 ��

理）規例，目的在提升安全文化及實現自我規管理

念。

在香港職業安全健康法例中的一般責任條款，

就雇主責任有明確規定，該條款規定，雇主有責任

確保其雇員之工作安全及健康，包括工作系統及裝

置、安全處理物料、資料、指導、訓練及監督、工

作場地及通道安全，安全及健康工作環境等事項，

雇主如蓄意未遵守上開責任條款，可處�0萬港幣罰

款及�個月監禁。在雇員的一般責任條款中，雇員

責任包括與雇主、工友（即勞工）合作，遵守安全

法則，並小心工作，顧己及人，如雇員蓄意地未遵

守前開責任條款，可處�萬元港幣罰款及�個月監

禁��。

對於安全主任及安全督導員規例規定，安全主

任及安全督導員義務在於促進工地安全，提供意

見，檢查工地。凡建築地盤、船廠、貨櫃處理作業

工作的總人數達�00名以上者，依法須雇用一名安全

主任。凡建築地盤、船廠、貨櫃處理作業工作的總

人數達�0名以上者，須雇用一名安全督導員。截至

�0��年�月為止，全香港註冊安全主任有�,���名，

安全審核員共�,�00名，為香港勞動安全管理制度核

�� 同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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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人物�0。

�00�年實施「工廠及工業經營（安全管理）規

例」，為安全管理制度提供法律框架，規管高風險

行業，如建造業、船廠等，定期進行安全審核及查

核，以達致持續改善的目標。依前開規例規定需設

有安全管理制度的行業，包括建築工程、船廠、工

廠及指定經營事業（即電力生產和輸送、煤氣或石

油氣的生產和輸送、貨櫃處理作業）。安全管理制

度元素包括安全政策、安全組織、安全訓練、內部

安全規則、視察危險情況、個人防護計畫、調查意

外或事故、緊急應變安排、評核、挑選及管控次承

建商、安全委員會、評核與工作有關的危險及風險

控制、安全推廣、控制意外及消除風險計畫、工人

的健康保障等事項��。

香港自� � � �年起實施「職業安全及健康條

例」，將職業安全健康保障範圍擴展至幾乎所有行

業，條例授與勞工處長可向責任承擔人發出「敦促

改善通知書」和「暫時停工通知書」，要求他們即

時採取行動糾正違規及危險情況。「敦促改善通知

書」係針對危害程度略低的違例事項，列名改善完

成期限，促使違例事項可盡快獲得改善，在完成期

�0 同註��。
�� 同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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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屆滿後，會做出跟進巡查，違反「敦促改善通知

書」者，最高可處罰款�0萬元港幣及�� 個 月 監

禁。「暫時停工通知書」針對有可能造成死亡或嚴

重身體傷害的危害情況，直到有關危害確認已經消

除才可復工，違反「暫時停工通知書」者，最高可

處�0萬元港幣及��個月監禁��。

職業安全及健康規例涵蓋範圍包括意外的預

防、防火措施、工作地點的環境控制、工作地點的

衛生及急救事宜，就雇主及雇員該如何進行體力處

理操作訂定基本規定。

香港勞工處設有職業安全行動科負責勞動安

全健康業務，執法模式包括恆常巡查、特別執法

行動、地區巡邏及非辦公時間之突擊檢查等視察

行為，意外調查及不安全工作投訴調查。如遇有違

法情事，當場發出視察報告及書面警告、法定通告

（如敦促改善通知書或暫時停工通知書）或檢控行

動。例行突擊巡查內容包括按照優先及按時呈閱制

度的編排巡查各工作地點，監管雇主有無遵從法例

規定，提供改善職業安全和健康建議。地區巡邏及

辦公時間以外突擊巡查，目的在針對部分承建商希

望逃避官方監管而於辦公時間外進行的小型裝修及

�� 同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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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修工程，保障有關工人的工作安全及健康。特別

執法行動巡查針對意外趨勢、季節狀況、高危險或

意外較多工序或行業而推行。例如建造業、裝修及

維修業、飲食業、物流、貨物及貨櫃處理作業、高

處工作、電力工作以及在冬季進行防火及化學品安

全的特別執法行動，集中巡查有關工作地點，並嚴

厲執法��。

在意外通報途徑部分，職業災害意外一般有警

察或消防單位通知、雇主呈報或其他部門通報，根

據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該工作地點的負責人必須

在該意外發生的��小時內將該意外通知職業安全主

任。另外，在推廣及宣傳勞動安全健康政策部分，

香港勞工處設定「培育深厚安全文化」、「促使雇

主與工人改變態度」及「推廣遵守法例」。在此部

分之合作伙伴，包括其他政府部門（如：發展局及

各工務工程部門、房屋署、屋宇署）、專業組織

（如：香港工程師學會、香港職業安全衛生協會、

註冊安全主任協會）合作模式有職安局中小型企業

購買安全設備資助計劃、發展局針對違反職安健法

例承建商的懲罰行動、支付安全計劃、建造業議會

屬下工地安全委員會及其非正式專責小組、與房屋

�� 同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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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及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建立的通報機制，勞工

處並與房屋署及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建立通報機

制，與小型包商合作推動小型裝修、維修工程的安

全水平。在安全教育與培訓的理念部分，以教育安

全意識、提高安全意識、培養安全文化、養成安全

習慣、消除不安全行為為目標，依據安全及健康法

例的規定，提供訓練課程與管理人員及雇員，並提

供特別為個別行業或機構而設的講座。從事建築地

盤、貨運搬運業、起重機操作、氣體焊接及火焰切

割、負荷物移動機械操作、負荷物移動機械操作、

密閉空間、吊船操作等工作之人士，必須接受強制

性安全訓練，並取得合格工作證後，方能合法工

作��。

 

102年3月22日拜會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勞工處照片

(二) 香港職業安全健康局職安健學院

香港職業安全健康局，為與香港勞工處合作

�� 同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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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伙伴，並非為政府機關，下轄職業安全健康學

院（OSH Academy, Occupational Safety & Health 

Council，下稱職安健學院）負責職業安全教育訓

練事項。職安健學院擁有完善的硬體設施及訓練環

境，讓受訓勞工在完善的環境中，接受教育訓練，

使勞工更加注重工作中自身安全，創造勞、資、政

三贏關係。

香港因為國際級金融都會及自由港特性，服務

業、物流業發達，吸納龐大就業人口，因此職安健

學院除就傳統職業災害發生率、死亡率均較高之營

造業外，對海運、港口搬運、倉儲及餐飲業均有專

門培訓課程，例如模擬堆高機操作、廚房防割手套

等，值得為臺北市借鏡。

另就營造業部分，香港作為國際級先進城市，

營造業工地卻仍保持使用竹棚架，在市街上經常可

見竹棚架搭設高達三、四層樓以上，引起作者好

奇。經向職安健學院接待人員詢問，此為香港特殊

傳統，因該工會力量強大，故仍維持竹棚架的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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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3月26日於香港市街上所見之竹棚架搭設情形照片

在香港常見的竹棚架分三類：

�. 雙行竹棚架

距離樓宇外牆表面約�00至��0公分的內棚稱

為「批盪架」，而距離內棚約�00公分的外棚則稱

為「排柵」，工作平台設在內棚與外棚之間，高

度超逾��公尺的竹棚架必須由設計工程師設計。

�. 外伸桁架式竹棚架：

俗稱「懸空棚」或「吊棚」，高度一般低於�

公尺，屬於簡單工作用途的竹棚架，多用作修理

外牆排水管。

�. 招牌竹棚架：

通常屬懸臂式結構，跨度不超逾�公尺，而長

度與高度的比例上限為�：�，用於安裝及維修廣

告招牌。

竹的成本與同樣長度的鋁合金條或鋼管相較下

十分便宜，常用的竹枝包括毛竹及篙竹，俗稱「茅

竹」，生長三年之後才有足夠粗度作搭棚之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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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產自廣西及越南。而其柔韌性適合在任何工程上

使用，工人亦可快速將竹更改或切割成需要的長度

和形狀。竹枝重量輕，容易搬運，搭建和拆卸一個

竹棚架所需的時間比其他類型的棚架較短，省時快

捷，可以用「快、好、省」三字概括��。惟此乃香

港特殊歷史傳統背景，兼有工會保障會員工作權之

原因，然而竹枝之材質均一性、支撐強度及結構完

整性均難以科學驗證，其他國家、城市包括臺北市

在內，自不宜貿然仿效。

職安健學院面對此種香港獨有之特殊情境，發

展出竹架工人防墜落設施，該設施係以高強度尼龍

繩綑綁於施工工人身體，固定於地板，一旦竹架支

撐不足，工人有自高處墜落之虞，即可拉住工人身

體，防止進一步下墜。該設施設計精美且具巧思，

職安健學院致贈與每一位受完完整訓練之勞工，使

其取得成本降至最低，增強相關從業勞工使用該防

墜落設施之誘因，降低營建工地竹棚架職業災害發

生率及死亡率��。

�� �0��年�月��日參訪香港職業安全健康學院時，該學院總幹事鄧華勝先生簡報內容。
�� 同前註。



參、東亞各國的借鏡 ��

 

102年3月26日拜會香港職業安全健康局職安健學院照片

(三) 香港工會聯合會

香港工會聯合會（ 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下稱工聯會）創立於����年，是

一個產業工會聯合組織，擁有���間下屬工會，分

別為���間屬會及��間贊助會，屬會會員人數達��

萬�,000人。涵蓋行業主要分為汽車交通運輸業、海

港運輸業、海員、民用航空業、海關、煤氣業、洋

務、銀行業、理髮化妝業、百貨業、紡織染整業、

製造業、服裝業、建造業、鐵路業、貨櫃運輸業、

物流理貨業、政府人員、機構醫生、IT業、文職及

專業、保險業、服務業、餐飲業、五金電子科技、

印刷業及電梯業等，為香港最大的工會團體，其創

會宗旨為「愛國、團結、權益、福利、參與」，在

此宗旨下，工聯會積極爭取勞工權益，對香港特區

政府採取「支持、合作、批評、監督」之態度，近

期積極推動制定與改善勞工權益與處境之法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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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訂立標準工時，要求加班須有加班費（香港稱

「補水」），建立完善退休制度等。工聯會最高權

力架構為會員代表大會，代表由各會員工會選出，

任期三年。工聯會之執行機關為理事會，向會員代

表大會負責，執行會員代表大會決議、討論和處理

重大會務問題。理事會閉會期間，由常務理事會行

使理事會職權。香港工聯會組織架構如下：

28

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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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http //www.ftu.org.hk/zh-hant/about?id=13
38 2013 3 25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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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香港工聯會組織圖37

工聯會積極參與政治，反映勞工意見心聲，目

前有�位出任香港區全國人大代表，�位出任全國政

�� 參閱香港工聯會官網http：//www.ftu.org.hk/zh-hant/abou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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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委員，�位出任香港特區政府行政會議非官守成

員，�位立法會議員，��位區議員，�位勞工顧問委

員會委員��。

工聯會自����年迄今，已成立��個地區服務處

和�個聯絡處，遍佈香港、九龍及新界地區，密切

與屬會會員聯繫，關注地區民生，積極參與社會事

務。工聯會並在中國大陸成立五個「工聯內地諮詢

服務中心」，分別設於廣州、深圳、東筦、惠州、

中山，為香港居民在中國大陸之合法活動提供生

活、法律、工作、投資、教育等各方面諮詢、指導

及指引，並提供各種緊急援助服務。�0��年全年度

接獲來電�萬�,���人次，進一步追蹤個案將近�,�00

宗��。

工聯會為推展社會福利工作，於����年籌建

「工人俱樂部」，於����年正式建成。全香港設有

�個分部，為會員、市民提供各項文康娛樂活動服

務。下設業餘進修中心康樂組、文藝專組、保健中

心和旅遊部等。業餘進修中心自����年起開辦，現

已發展出�0餘個進修地點，每季開辦約�,000項課

程，每年報名人數超過�0萬人次，為會員、市民提

�� �0��年�月��日參訪香港工會聯合會時，該會會長林淑儀女士率同副理事長彭港祥先
生及職業安全健康委員會副主任葉偉明先生簡報內容。

��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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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專業及文康娛樂多元進修機會�0。

工聯會於����年開辦「培訓與技能提昇工作職

業再訓練中心」，開辦在職勞工技能再培訓計畫課

程。����年��月成立就業輔導中心，為失業及轉業

勞工提供職業媒合服務，包括聯絡雇主、介紹工作

及就業輔導，每年約�,000名勞工使用該項服務。工

聯會為服務年長者，設立「工聯康齡長者服務社」

之非營利慈善團體，在無官方資助情況下，於����

年成立土瓜灣中心，於�00�年成立翠屏中心，提供

不同類型活動及服務，以滿足長者多元化需要，讓

長者有豐盛而健康的晚年��。

非常獨特的是，工聯會設置了服務勞工的醫

療機構--「工人醫療所」。工人醫療所於���0年創

辦，����年獲香港政府批准為非營利慈善團體。工

人醫療所設有六家西醫診所，六家牙科診所，十家

中醫診所，三家X光化驗所，一家聽力測試中心。

�0��年起並以三輛流動醫療車，提供流動中醫服

務。工聯會並與香港政府醫院管理局、香港浸信會

大學合辦「粉嶺中醫教研中心」，提供醫療教學研

究發展資源��。

�0 同註��。
�� 同註��。
�� 同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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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自����年起設有權益委員會（下稱權

委），係工聯會常務理事會屬下專責勞工權益之工

作委員會。權委主要工作為研究與勞工權益相關之

法例修改，及處理勞工權益事項。權委對所有與勞

工權益有關之條例均進行深入的研究分析，針對法

例不足而未完善之處，蒐集有關資料及屬會意見，

並向政府有關部門提出修訂建議。近期較關注重點

如下��：

�. 標準工時的制訂

標準工時為目前權委工作重要目標，針對勞

工長時間工作，影響家庭和諧及身心健康，權委

促請香港特區政府儘速制訂標準工時，以保障勞

工基本權益及尊嚴。

�. 政府外判（即委外）標準合約修訂

權委認為，香港政府外判標準合約實行至

今，出現不少問題漏洞，某些時候，更被雇主濫

用為「尚方寶劍」，使勞工權益不時受害。因

此，權委與服務業總工會合作，向香港特區政府

提出意見書，促請政府盡快修訂標準僱傭契約，

加強保障勞工權益。

�. 最低工資檢討及行動

�� 同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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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資水平一直是權委關注的議題，香港

特區政府每次收集意見及檢討最低工資水平時，

權委必定向政府反映意見，表達提高最低工資水

平的重要性，以保障低收入勞工的生活。另一方

面，社會輿論對提高最低工資水平向來有不同聲

音，權委亦撰寫並於媒體發表相關支持調升觀點

文章，希望消除外界對最低工資及基層勞工的誤

解。

�. 關注婦女產前檢查只獲發「到診紙」，未能列入

病假保障範圍

權委注意到，雖然香港勞工法例明定，女性

勞工產前或產後檢查可視作病假論，但現實大

部分檢查者只獲發「到診紙」（到診證明），而

到診紙並不獲法例承認，女性勞工變相被苛扣薪

資。因此，權委希望政府修改法例，改善此種狀

況。

�. 與婦委合作提倡「男士侍產假」（陪產假）事宜

女性勞工於分娩後亟需受良好照顧，雙新家

庭中男士要肩負起照顧太太及新生命之責任。因

此，權委與婦委均認為有必要為男性勞工立法制

訂侍產假，令女性勞工能安心休養。

�. 將僱傭條例��C條推廣至各行各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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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現時不分公私部門外判（委外）成風現

象，權委為免遭欠薪之勞工追討無門，因此希望

推動將僱傭條例��C即直接向原委外業主求償之規

定推廣至各行各業，以保障外判勞工權益。

�. 繼續關注不平等通知期事宜

雇主勞工雙方可出現終止僱傭契約不平等通

知期之判決，對勞工影響甚深。因此，權委希望

政府盡快修改法例，明定雙方通知期必須相同。

�. 關注外勞輸入問題

權委一直堅守反對輸入外籍勞工之立場，保

障本地勞工就業，未來將會繼續監督外勞輸入計

畫，避免被濫用。

權委亦持續進行培訓工作，以培養勞工運動持

續不墜之新血。包括為權委新任委員、勞工服務中

心新進職員及工會會員進行勞工權益培訓，同時不

定期舉辦勞工權益講座。如遇有大型勞資糾紛，工

聯會權委會扮演協調及支援的角色，協助工會處理

大型勞資糾紛，並運用工聯會現有資源，追求勞工

最大權益。權委亦關注各行業屬會類型之勞工權益

問題，與之合作研究並加以改善，指導勞工服務中

心工作，組織每年五一勞動節遊行，配合工聯會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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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教育權益方面工作及處理權益的突發事件��。

工聯會對於香港勞工職業安全健康問題十分

關注，隨著社會輿論日漸重視此議題，工聯會於

����年�月正式成立職業安全健康委員會（下稱職

安委），委員多由工聯會屬會中各主要行業出席勞

工處或職安局行業安全健康委員會代表、建造業訓

練局、安全主任註冊諮詢委員會以及各賠償基金成

員等，其職責範圍主要是關注香港職業安全健康問

題，促請有關方面積極重視；研究與職業安全健康

相關法例，爭取訂立及改善法例；推廣宣傳職業安

全健康知識，協助工會舉辦有關宣傳活動。職安委

主任由香港中華煤氣公司華員職工會的蔡金華先生

出任，副主任分別由香港鐵路員工總會的蔡培東先

生、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的彭港祥先生、工聯權

委的葉偉明先生及香港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的張

樞宏先生出任，委員則來自海港運輸業總工會、政

府人員協會、香港洋務工會、香港文職及專業人員

總會、香港百貨商業僱員總會、酒店及餐飲從業員

協會、飲食業職工總會、香港旅遊業僱員總會、服

務業總工會、香港製造業總工會、香港造船機電鋼

鐵業總工會、香港建造業總工會、工聯會工人醫療

�� 同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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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工聯會職業再訓練中心、觀塘地區服務處、工

聯會勞工服務中心等基層工會、機構��。

職安委主要工作為關注職安健法例的訂立及修

訂，促進不同行業提升職安健意識，積極進行職安

健意識推廣工作，成立及推廣「工聯會職業安全健

康基金」。職安委積極關注香港職業安全及健康問

題，就重大職業災害意外事件發表意見，就行業的

職業安全健康問題進行研究，促請有關方面積極重

視。對現行職安健法例和僱員補償制度不足部分，

向有政府有關部門反映，提出具體建議和意見來完

備職安健法例��。

 

102年3月2�日拜會香港工會聯合會照片

(四)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Hong Kong Construction 

Industry Employees General Union，以下稱總工會）

�� 同註��。
�� 同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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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由香港建築模板業與營造有關行業之職業工會等

��間屬會組成的大家庭，其宗旨是爭取勞工權益、

調處勞資糾紛、推廣職業安全與健康、關心勞工職

業生活、興辦勞工福利、開展文娛康樂活動、參與

勞工事務和社會事務。而從事建造工作之勞工人

數，根據建造工人註冊委員會提供現時共有�0萬

�,000名註冊勞工，平均每日進入建築工地的勞工人

數約�萬�,000人。

本次參訪係由該會周理事長聯僑先生接待，從

事泥水工作達�0年的周理事長表示����年正式入

行，永遠站在勞工角度出發，如何協助建造工人爭

取合理權益，是工會的生命線，也是工會主要的核

心的工作。另也深深體會到四個字，就是「生命可

貴」--工人的權益雖然重要，但無論如何，生命才

是工人最大的財產。周理事長表示：「高空工作，

一次失足，便足以致命。」眼看近年建造業意外死

亡率有上升趨勢，周理事長指出，歸根究底其中一

個主要原因是工人本身的「安全意識」尚未足夠。

要進一步提高工人自我保護的安全意識，周理事長

認為工會亦要多下功夫，積極與政府、商會及業界

的合作，共同找出提升工人職業安全健康意識的對

策。也讓作者感受總工會除積極介入勞工權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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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對於如何保護勞工生命安全非常積極，值得我

們臺灣營造業相關工會借鏡。近期較關注重點如

下：

�. 協助建造工人爭取合理權益

例如：追討欠薪追討欠、調薪談判、組織請

願遊行、記者會，以及參與香港勞工處之勞資官

三方小組會議等等有關勞工重要權益事項。

�. 跨界別合作的精神：建造業關懷基金

基於香港建造業致死意外事故不少，�0��年

共有��宗致命工業意外，高於去年全年��宗（不

包括自僱人士、猝死個案、不符合法例定義的個

案），因此如何關懷該等勞工遺屬實為刻不容緩

工作。採取「以人為本」的批核原則。基金的款

項可於意外後數天送到家人的手中，可謂真正的

「及時雨」，保障所有在工作期間猝死，或被介

定為「自僱人士」而不獲法定工殤死亡補償的死

者家屬，以彌補現行法例的不足。

�. 職業安全健康宣傳推廣工作

目標為提升前線工人安全健康意識，並與香

港勞工處及職業安全健康局合作並到第一線工地

宣導安全意識。

�. 辦理『工地午間講座』



�� 我國人力資源政策之借鏡

由於建造業工人流動性大，無形中增加職業

安全及健康的難度和挑戰。管理層所制定有關

有關安全工作程序指引，對於基層出身的工人來

說，繁複的文字說明往往令他們難以掌握，而且

「由上而下」的傳達方式未必能有效將訊息傳

達。因此，工會發起一個名為「工地午間講座」

的分享會，希望透過直接對話的互動方式，給予

工人一個表達意見的管道，以及相互交流經驗的

機會。

另透過邀請及鼓勵死傷者家屬以過來人身

分，將真實個案與工友分享，包括意外為家庭造

成的傷痛和帶來的嚴重後果，以及破碎家庭所要

面對的困難等，藉此說服工人提高安全的警覺

性。

�. 香港建造商會--資助工人體驗計畫

總工會與香港建造商會合作而非對立，並資

助建造業工人實施體檢，且督促建造商會會員主

動關心各級作業勞工。

�. 工人註冊制度

香港從事建造業工人需註冊方能從事擔任建

造業工作，目前建造業工種約有��種，約有�0萬

�,000人註冊從事建造業工作。而總工會委派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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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建造業工人註冊管理局並對工人註冊修法提

供意見，另總工會協助工人辦理年資証明，讓工

人順利註冊，且請專人，在工會協助工人辦理工

人註冊証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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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營造工地參訪：淨化海港計畫第二期（甲）改善

昂船洲污水處理廠工程--排放水隧道及消毒工程

（HATS-�A Stonecutters Island Sewage Treatment 

Works Effluent Tunnel and Disinfection Facilities）

香港自����年起訂定策略性污水排放計畫，大

�� �0��年�月��日參訪香港建造業職業總工會時，周聯僑理事長簡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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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收集並處理維多利亞港沿岸產生之污水，這項

世界級計畫分階段建構。第二期工程區分為第二期

甲及第二期乙，第二期甲將處理剩餘��％之污水增

加消毒設備，大幅降低排放水之細菌含量，使荃灣

海灘得以重新開放。第二期乙將會將本計畫所有污

水進行生物處理，以提高污水處理水準。預計效益

為第二期系統工程完成後，可處理維多利亞港兩岸

產生之污水，為��0萬香港市民提供完全之服務��。

此工程業主為香港特區政府渠務署（Drainage 

Services Department），工程顧問為奧雅納工程顧

問（Ove Arup and Partners HK Ltd.），承建商為香

港商俊和（Chun Wo）與我國籍廠商大陸工程聯營

（Joint Venture），合約總值為港幣�億�,000萬元，

自�0��年�月�0日開工，預計於�0��年�月��日完

工��。

本工地所在地區地質為花崗岩，排水隧道、上

升豎井及下沈豎井均以鑽爆方式施作。由於涉及爆

破作業及隧道作業兩項危險作業，安全防護堪稱周

延，依香港法例規定，進入工區者需持有效香港身

�� �0��年�月��日參訪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渠務署公共工程淨化海港計畫第二期甲--
改善昂船洲污水處理廠工程排放水隧道及消毒工程（HATS-�A Stonecutters Island 
Sewage Treatment Works Effluent Tunnel and Disinfection Facilities）時，該工地副理郭
武峰先生接待簡報內容。

��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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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證或工作簽證，有效平安卡（俗稱綠卡），建築

業工人註冊管理局註冊證明。另外進入豎井作業

者，需持有密閉空間核准工人卡、渠務署密閉空間

核准工人卡。以確定進入危險作業範圍之勞工均受

有效之勞工安全教育訓練，並管制人員進出。進入

工區之勞工須穿戴個人保護設備，包括安全帽、反

光衣及安全鞋。平安卡、姓名及已接受安全訓練之

認證卡須張貼於安全帽上以供查驗，如屬營造工地

工作經驗不足一年或無法聽懂中文、英文之勞工，

另須標示P牌，以資區別�0。

工區內所有施工機具均應貼有主管機關檢核合

格之機械許可證（Plant Permit），並應備妥機具設

備安全檢查清單（Plant and machinery register），

每日開工前一一檢視。每日安全施工程序從早上安

全集會開始，對勞工進行安全配備使用示範及討

論，施工時工地前線管理進行監督及安全巡查，及

危害識別小組討論工地風險評估（Workplace Risk 

Assessment）是該工地採用之危害辨別方法，確定

實地工作可能面對之風險及相關安全措施。勞工可

在工地風險評估上反映意見或建議，藉此收集有關

意見或建議用作檢討工序風險評估及安全施工方

�0 同註�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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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由於該工程為深挖隧道工程，在風險控制（The 

Control of Safety Risks）程序上之危險因子，有不

穩定地質（Unstable Ground）、地面水流（Ground 

water）、粉塵（Dust）、地下天然氣（Gases）、

噪音（Noise）、移動機具（Moving plant）、電擊

（Electricity）等，風險評估（Risk Assessment）

程序需先辨識風險（Identification of Risks），

其他風險包括氣爆（Explosion From Gases）、

車禍（Traffic Accidents）、隧道崩塌（Tunnel 

Collapse）、勞工健康風險（Health Risks）、洪

水（Flooding）等，並評估風險對工地及周遭地區

的影響，接下來進行風險控制策略（Risk Control 

Strategies），將可消除之危險因子如噪音、粉塵、

移動機具帶來之風險消除，終極目標是發展積極策

略，將整個工區打造成安全工地��。

定期安全檢查分為由工地安全主責人員

（Safety Personnel）及第一線安全監督人（Frontline 

Safety Supervisor）負責之每日例行檢查（Daily 

inspections），由工地安全官（Safety Officer）、工

地安全負責人（Site Agent）及相關業主、營造廠

�� 同註�0。
�� 同註�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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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等針對工地安全狀態及高風險作業程序監管之

每週例行工區巡查（Weekly Safety Walks），工地

安全負責人、工程專案高階經理人（Senior Project 

Manager）、工地安全官及下包商代表（Subcontract 

Representative）進行之每週例行檢查（Weekly 

routing inspection），所有利害關係人包括營造廠

代表、工地負責人、工程專案高階經理人、工地安

全官及下包商代表進行之每月工地巡查（Monthly 

safety walks），最終要接受工地安全環境委員會

（Safety & Environmental Committee）��監督。

本案是隧道工程，有大量密閉空間施工作業，

必須取得密閉空間工作許可及危險評估。勞工進入

隧道或豎井前，會先經過隧道出入控制室（Tally 

Room），必須向看守員登記，交出渠務署核發之密

閉空間核准工人證，看守員登記資料並檢查工人有

無攜帶違禁品進入密閉空間，看守員會借出安全帶

給工人戴上再進入豎井，看守員會嚴格檢查工人個

人防護裝備，並派給工人一個號碼牌以資辨識，同

時看守員會將工人資料掛在資料板上。工人離開隧

道或豎井前，必須向看守員登記，交還號碼牌並退

還安全帶給看守員，再登記記錄簽署確認已離開豎

�� 同註�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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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或隧道，取回密閉空間核准工人證及隧道違禁品

後再離開��。

為了安全起見，整個工區清楚標示何處為行

人可行走區（Pedestrian Zone）、車輛可通行區

（Vehicle Zone）、吊掛作業區（Lifting Zone）。

每月必須就工人/工作小時發生事故之件數詳實記

錄，並就少於三日不能工作及長於三日不能工作之

事故予以通報。近兩月之勞工安全健康教育訓練課

程詳列於工務所，讓工人分批進行教育勞安教育訓

練��。

 

102年3月26日參訪香港公共工程工地：俊和-大陸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公司JV，淨

化海港計畫第二期（甲）改善昂船洲污水處理廠工程--排放水隧道及消毒工程照片

三、新加坡

(一) 新加坡人力部

�.職場安全健康架構

�� 同註�0。
�� 同註�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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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加 坡 人 力 部 係 依 職 場 安 全 衛 生 法

（Workplace Safety and Health Act）及職業災害賠

償法（Work Injury Compensation Act），作為職場

安全健康事項執法之主要依據。人力部（Ministry 

ofManpower）就職場安全健康相關執行事項，設

有職業安全健康處（Occupational SafetyandHealth 

Div is ion，下稱OSHD）、職場安全衛生委員

會（Workplace SafetyandHealth Council，下稱

WSHC）及職場安全和健康研究所（Workplace 

Safety andHealth Institute，下稱WSHI），OSHD負

責立法草案撰擬、政策提出及執行法規，WSHC

擔任產業夥伴平台角色，負責教育訓練、協調相

關利害關係人及職場安全健康意識之宣導，WSHI

則扮演智庫角色，負責研究職場安全健康措施精

進創新。此三大機關、機構組成新加坡職場安全

健康體系的核心��。

WSHC係於�00�年�月�日設立，為一法定之

非營利組織，有��位來自各產業不同領域之成

員。WSHC致力於發展業界能執行之職業安全健

康標準，建立各產業職業安全健康能力，推廣職

業安全健康觀念，對於個別事業單位進行職場安

�� �0��年�月��日參訪新加坡人力部時，該部職業安全處組長Mr.Suresh Navaratnam簡報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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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健康認證。WSHC下設�個個別產業委員會，�

個國家級任務編組，�個工作小組及�個功能性諮

詢委員會。�0��年新成立的WSHI的定位有三：

一、亞洲職業安全健康發展的領導中心；二、職

業安全健康的研究創新中心；三、亞洲職業安全

健康知識及解決方案提供中心。WSHI也肩負著設

定新加坡國家職業安全健康期程的任務，同時與

國際間主要的職業安全健康研究組織保持合作關

係��。

新加坡自�000年開始進行的職業安全健康體

制改革，建立職業安全健康的新路徑，讓職場安

全議題得到更廣泛的重視。自�000年起，新加坡

的重大職災發生率就控制在每百萬工時�.�次的比

例，與其他先進國家相比毫不遜色。這樣亮麗的

成績，可從政府的決心、投入的資源、吸引的人

才說起��。

回顧新加坡職業安全健康政策的日程表，

人力部長（Minister ofManpower）於�00�年宣示

新加坡在�0��年職業災害死亡率目標是每�0萬

勞工�.�人，同年人力部即成立職場安全健康諮

詢委員會（Workplace Safety and Health Advisory 

�� 同前註。
�� 同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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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tee）。新加坡人力部於�00�年即著手進

行職業安全健康法制體系之立法作業，並發表

「新加坡�0��職業安全健康策略」白皮書，具體

宣示新加坡於�0��年欲達成之職業安全健康目

標。�00�年，新加坡再次檢視加強�0��職業安全

衛生目標及策略，並由李顯龍總理宣示�0��年職

災死亡率要進一步降低至每�0萬勞工�.�人。�00�

年，新加坡將職業安全健康法適用範圍納入至�

個新的產業別，並且實施職業災害賠償法（Work 

Injury Compensation Act）取代舊有的勞工賠償法

（Workmen Compensation Act）。同時，職場安全

衛生委員會（WSHC）也在同年成立。�00�年再

次發表「�0��職業安全健康國家策略」白皮書，

全面闡述達成職業安全健康的策略及方針。�0�0

年則發表各產業別的職業安全健康路徑圖，作為

達成�0��年職業安全健康國家目標的支持措施。

�0��年成立職場安全和健康研究所（WSHI），並

對實施五年的職業安全健康法進行首次修正，將

該法適用範圍推展至所有行業。職業災害賠償法

也同步修正��。

以職業災害死亡事件來看，新加坡在�0��年

�� 同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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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職業災害死亡案件有��件，相當於每�0萬名勞

工�.�人死亡。從行業別來看，營造業件數最多，

有��件，製造業及其他行業各有��件，海運業有�

件。以職業災害受傷事件來看，�0��年共計有�萬

�,���件，其中營造業有�,�0�件，製造業�,�0�件，

海運業��0件，其他行業�,���件，每�0萬人發生

率為�0�件。以�00�年為例，各主要先進國家每�0

萬人職業災害死亡率分別是：瑞典�.�人，英國�.�

人，澳洲�.0人，美國�.�人，歐盟平均�.�人，日本

�.�人；新加坡於�00�年則為�.�人，而後降為�00�

年�.0人，�00�年�.�人，�00�年�.�人，�00�年�.�

人，�00�年�.�人，�0�0年�.�人，�0��年�.�人。

新加坡以前述各國為標竿，努力改善自身職業安

全健康狀況，期能躋身世界職場安全健康一流國

家�0。

新加坡的國家職業安全政策係以「每個人都

能享有安全健康的職場環境，並使國家以職業安

全健康最佳實踐範例聞名於世」為願景��。在此

願景指引下，定義各方利害關係人為：政府、雇

主、勞工、職場安全衛生委員會、職業安全健康

�0 同註��。
�� Creating and Enhancing WSH Knowledge in Singapore：Strategy of Singapore’s Workplace 

Safety and Health Institute, Workplace Safety and Health Institute Singapore,September 
�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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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業人員、產業界及工會組織��。

新加坡的職業安全健康體系有三項原則：

一、從源頭降低風險：以往作法是以管理風險方

式出發，新作法則從源頭辨認風險，並且在風險

產生前即消除風險；二、課予業主對於職業安全

健康更大的責任：以往業主僅消極地遵循法律，

新作法要求業主必須積極主動提出計畫，達成安

全健康職場之目標；三、透過提高責任方式，嚴

懲職業安全健康表現較差業者，防止災害發生：

舊有罰則不重，讓業主有花錢消災心態，新作法

則給予相應之懲罰，職業安全健康作得愈差，罰

則愈重��。

為了達成�0��年降災至每�0萬人死亡�.�人之

高標準，新加坡的國家職場安全健康策略有四：

一、加強職場安全健康管理能力，降低職災發生

率、勞工受傷率及死亡率；二、採行可行有效率

之法律規範，讓職場安全健康成為產業界核心意

識；三、宣導職場安全健康帶來之益處，對於職

場安全健康實踐成績較佳之業者給予獎勵，讓新

加坡以優良之職場安全健康環境聞名於世；四、

與在地及國際間勞工安全衛生機構建立堅強之夥

�� 同註��。
�� 同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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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關係，建立積極且具有說服力之職場安全健康

文化。

以最關鍵之立法行動而言，新加坡於�00�年

以前，僅以工廠法（Factories  Act）規範職場安

全健康問題，自�00�年起為加強職場安全健康

意識，始正式實施職場安全健康法（Workplace 

Safety and Healthy Act），同年�月�日實施職業

災害通報制度，職場安全健康風險管理規範也在

同年�月�日實施，職業災害賠償法（Work Injury 

Compensation Act）則在�00�年�月�日實施，取代

勞工賠償法（Workmen’s Compensation Act）��。

在加強職場安全健康管理能力方面，職場安

全衛生委員會透過邀請產業界主要負責人、經營

管理階層參與工作坊、教育訓練課程等方式，在

業界建構職場安全健康體系。職場安全衛生委員

會提供標準作業流程、準則及技術建議，供業界

採行��。

就法律規範實行方面，職場安全衛生委員會

針對職災發生率及致死率較高之原因予以指明，

將高風險行業置於高度監理下，由主管機關針對

職業災害申訴、舉發案件進行調查，並就職業災

�� 同註��。
��　同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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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集中之特定行業、區域以地圖方式呈現，予以

突檢，並就職場健康部分由醫療主管單位予以檢

查��。

宣導職場安全健康帶來之益處方面，透過每

年頒發優良職場安全健康獎項活動，表揚在職場

安全健康有優異表現之事業單位及個人，並且以

資訊流通及作業風險告知方式，設置數位化電子

佈告欄、電子郵件，將職場安全健康相關事項及

國際發展趨勢提供予各事業單位、職場安全健康

負責人等利害關係人。定期發佈勞工安全健康統

計數據，以半年報方式呈現職業災害發生及補償

案件狀況��。

與在地及國際間勞工安全衛生機構建立堅強

之夥伴關係方面，建立跨產業、跨機構之職場

安全健康夥伴關係，是新加坡人力部就職場安全

健康施政重要的施政目標。透過與政府機關、職

場安全衛生委員會、工會、雇主團體、產業公

會、職場安全健康專業組織、學術教育機構、職

場健康安全專業從業者等之夥伴關係，並透過國

際參訪、舉辦國際研討會、簽署職場安全健康條

約，取得國際勞工組織之認證、舉辦第五屆東協

�� 同註��。
�� 同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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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三職場安全健康對話會議、舉辦東協職場安

全健康文化論壇、與美國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NIOSH）簽署備忘錄，逐步達成此部分施政目

的��。

針對職業災害發生率及死亡率最高的營造業

部門，新加坡人力部有專案的對策改善其職場安

全健康��。以新加坡經濟統計分析，營造業對新加

坡經濟發展有其重要性，每年以大約�0%的比率成

長，占新加坡國民生產毛額�%-�%之間，雇用勞

工人數大約��萬人。一直以來，營造業均為職業

災害死亡率最高之產業部門，但自�00�年以來，

此部門的職業災害死亡率開始呈現下降趨勢。新

加坡人力部為營造業職業災害死亡率訂定明確之

嚴格標準：�0��年下降至每�0萬名勞工�.�人死

亡，�0��下降至每�0萬名勞工�.�名勞工�0。

對應主管機關對營造業之專案對策，產業界

亦組成引導之工作小組，整合協調各團體代表，

以產業界觀點發展出專案計畫及準則，加強對特

定職災高風險領域之防治能力。尤其職災致死率

�� 同註��。
�� Implement WSH �0�� for the construction sector in Singapore : Towards A Progressive and 

Pervasive Safety and Health Culture,Workplace Safety an Health Council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Ministry of Manpower,April �0�0,p�-�0.

�0 同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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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的高空墜落及吊掛作業，主管機關與產業界

分別組成國家級高空作業及吊掛作業安全維護小

組，防治此二高風險職災領域之職災死亡率��。

這些職場安全健康工作小組，採取的策略如

下：

(�) 加強職場安全健康架構之建立

採取高密度的職場安全健康措施，職場安

全健康負責人之稽查，以及建立職場安全健康

規則。

(�) 建立強大之職場安全健康能力

發展國家級職場安全健康能力標準，邀請

職場安全健康專家舉行職場安全健康論壇及技

術交流工作坊，重複檢視高空作業安全標準。

(�) 宣導職場安全之利益

透過教育、宣導讓大眾知曉職場安全健康

帶來之利益，運用廣告工具，如舉辦活動、拍

攝電視廣告、電視跑馬等方式推廣職場安全健

康之觀念。

(�) 加強業界職場安全能力

透過訓練課程，加強起重機及吊車相關吊

掛工作操作人員之職場安全技巧，並舉辦工作

�� 同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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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邀請相關業界技術人員，交流分享吊掛作

業安全應注意事項。

(�) 職業災害發生主因之通報機制

對於每一個職業災害事件，必須詳加檢討

其發生主因，並於第一時間透過通報系統廣泛

通知業界，提醒注意相關危害因子，尤其對吊

掛作業之安全，將相關職業災害成因以論壇及

工作坊方式檢討、分享、交流。

(�) 強化職場安全標準及實務準則

重複檢視高風險行業如吊掛作業之操作準

則，及新加坡官方之法規命令��。

 

102年3月27日拜會新加坡人力部照片

�. 職場安全健康法介紹

新加坡於�00�年�月�日正式實施職場安全健

康法（Workplace Safety and Health Act）將全行

業之職場者納入保障，此法成為該國推動職場安

�� 同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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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健康政策之主要法律工具。新修正之職場安全

衛生法主要就責任範圍、行為歸責、個人責任、

加重罰則、加強執法效能及風險管理措施予以規

範。

在確定責任範圍部分，職場安全健康法將業

主、雇主、職場安全健康負責人、設備組裝提供

者、製造商及勞工個人均納入責任主體��。

以業主而言，職場安全健康法要求業主必須

採取合理可行措施，確保職場場所、出入職場場

所之通道及場所內所有機械、設備、工具均為安

全且對於任何人之健康均未構成風險，且法律規

定僅為最低限度之應遵守規範，此法進一步要求

業主必須採取行動降低職業災害風險��。

就雇主而言，職場安全健康法要求雇主採取

合理可行的措施，確保其受雇勞工及所有可能受

工作影響之第三人之安全健康��。這些措施包括提

供安全健康之工作環境，勞工操作之機械設備有

適當之安全機制，確保勞工不至因雇主管理下之

工作環境帶來健康安全上的危害，雇主並應建立

�� Guide to the Workplace Safety and Health Laws,WorkplaceSafety and Health Council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Ministry of Manpower Singapore,September �00�,p�-�.

�� 同前註，p�.
�� Towards Vision Zero: A Guide for Business Leaders Towards a Safer and Healthier 

Workplace,Workplace Safety and Health Institute Singapore,Septembe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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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發生後之緊急救難機制，對勞工施以足

夠之教育訓練、加強監督，提供充足之資訊、指

引，以確保勞工之職場安全健康��。

至於職場安全健康負責人員，職場安全健康

法要求須具備專業知識以提供相關服務，並採

行適當之職場安全健康措施，確保雇主提供之機

械、設備及製程均符合法規之要求。職場安全健

康負責人員之責任與雇主相似，其主要職責係協

助雇主營造安全健康之職場環境��。

就危險機械設備製造商及供應商而言，職場

安全健康法要求其製造、供應之危險機械，必須

保證在正常使用情形下，無危害操作勞工之安全

及健康之危險因子。組裝、維修各該機械設備之

廠商，亦應負相同之法律責任��。

職場安全健康法所稱之勞工，包括志工、接

受職業訓練者及實習生。勞工在職場安全健康

法架構下亦負有相關義務，如妥善運用雇主提供

之安全措施、設備，與雇主協力推動職場安全健

康，不得使自己與第三人置於危險狀態，尤其是

不依照指示說明使用設備之情況。勞工如有為反

�� 同註��，p�-�.
�� 同註��，p�。
��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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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安全健康法之行為，可處新加坡幣�,000元之

罰鍰，如再犯，最重可處�,000元之罰鍰。如為故

意或重大過失使自己或他人陷於危險狀態，最重

可處�年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0萬元之罰金，如

為過失輕率使自己或他人陷於危險狀態，最重可

處�年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萬元罰金��。

這些作法，都是為了要建立良好的職場安全

健康文化，因此，來自產業界負責人及高階經理

人的承諾至關重要。職場安全健康法進一步對董

事會成員及經理人課予責任，要求他們對維護職

場安全健康負一定之義務。當公司違反職場安全

健康法規定時，除非董事會成員及經理人證明違

法行為並未經過其允許或縱容，並且盡一切可能

防止違法行為發生，否則主管機關仍可對個人究

責。職場安全健康法並賦予主管機關得對職場場

所系統性失誤發出改正措施命令，及對危險職場

場所發出停工命令。對於違反職場安全健康法之

個人，得處最重�年有期徒刑，科或併科�0萬元新

加坡幣之罰金，對公司得處最重�0萬元新加坡幣

之罰金，如為職業災害致死案件，且為再犯者，

得加重其刑度及罰金金額至兩倍�0。

�� 同註��。
�0 同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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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具體落實職場安全健康法，新加坡人力

部制訂了相關子法，包括

(�) 規範所有作業場所部分�� 

a. 職場安全健康風險控管辦法（WSH Risk 

Management Regulations）

b. 職場安全健康事故通報辦法（WSH Incident 

Reporting Regulations）

c. 職場安全健康法施行細則（WSH General 

Provisions）

d. 職場安全健康事故急救辦法（WSH First Aid 

Regulations）

e. 粉塵作業注意規定（WSH Abrasive Blasting 

Regulations）

f. 侷限空間作業注意規定（WSH Confined 

Spaces Regulations）

g. 爆破作業工具操作注意規定（WSH Explosive 

Powered Tools Regulations）

h. 勞工健康檢查規定（W S H  M e d i c a l 

Examinations Regulations）

i. 作業場所噪音管制規定（W S H  N o i s e 

Regulation）

�� 同註��，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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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吊掛作業規定（WSH Operation of Cranes 

Regulations）

k. 鷹架搭設規定（WSH Scafford Regulations）

l. 違反職場安全健康規範樣態準則（W S H 

Composition of Offences Regulations）

(�) 規範工廠部分

a. 工廠登記規則（WSH Registration of Factories 

Regulations）

b. 職場安全健康負責人員規則（WSH Officers 

Regulations）

c. 職場安全健康委員會要點（WSH Committees 

Regulations）

d. 職場安全健康管理查核辦法（WSH Safety 

and Health Management System and Auditing 

Regulations）

e. 豁免規則（WSH Exemption Order）

f. 石棉查核規範（WSH Asbestos Regulations）

(�) 規範營造工地部分

營 造 業 職 場 安 全 健 康 規 範 （ W S H 

Construction Regulations）

(�) 規範船舶港口業部分

a. 船舶建造及維修業職場安全健康規範（W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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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pbuilding and Ship-repairing Regulations）

b. 以職場安全健康風險控管辦法為例，所有工

作場所均要求採行風險管理措施，對於可辨

認之作業風險，應予以消除或至少降低，並

充分告知受雇者、相關利害關係人風險資

訊。此規範要求一般情形下工作場所每三年

徹底檢視一次作業風險，如有職業災害事故

發生，並確認係風險暴露導致，亦應進行徹

底之風險檢視程序。如作業程序有變更時，

亦同��。

(�) 風險檢視程序必須經以下階段

a. 準備Preparation

b. 辨識風險Hazard Identification

c. 風險評估Risk Evaluation

d. 風險控制Risk Control

e. 詳實記錄Record Keeping

f. 採行措施並重複檢視Implementation&Review

�. 新加坡職場安全健康策略

�00�年新加坡發生兩起重大工安意外，分別

是Nicoll高速公路及Fusionopolis大樓新建工程重

大職業災害，導致該年新加坡全國職業災害死亡

��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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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飆升至每�0萬人�.�人死亡。為此，該國痛定

思痛，由人力資源部長親自率隊至歐洲進行職場

安全健康政策考察，希望借鏡舉世職場安全健康

最優良之歐洲國家經驗，大幅改進新加坡職場安

全健康環境，並在同年修正職場安全健康執法架

構，希望以「從源降低職業災害風險」、「廣泛

增加業主義務」、「從嚴追究責任」三大方針，

以�0��年降災至每�0萬人�.�人死亡之職業災害

死亡率為目標。�00�年正式實施職場安全健康法

及職場安全健康風險管理規則，�00�年建立「新

加坡�0��職場安全健康策略」，透過建立堅強之

職場安全健康能力、發展以現場實務為基礎之對

策，將職場安全健康觀念與產業政策整合，開創

新型態夥伴關係。�00�年更進一步將職場安全健

康法的適用範圍擴張，並且邀請交通運輸、指標

型建築物、自來水、污水處理、廢棄物清理、飯

店旅館、餐飲、醫療、獸醫業等各產業代表，組

成職場安全健康諮詢會議，�0�0年並成立職場安

全健康研究機構，專責研擬職場安全健康政策建

言，供主管機關參考��。

在焦點策略部分，新加坡人力部職場安全健

�� 同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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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署推出一連串施政計畫，全行業推廣職場安全

健康政策。其中國家級專案措施（National OSH 

Programme-Based Engagement，簡稱ProBE），

鎖定之焦點包括職災熱點、高風險行業、高風險

作業場所、特定職業等。主管機關透過論壇推廣

職場安全健康觀念及作法，以各事業單位負責

人為對象，由主管機關首長具函各公司執行長

（CEOs）或董事會成員，給予可行之建議及具

體措施工具。將各行業優良職場安全健康作法選

出，推廣至其他公司之作業現場，透過職場安全

健康電子佈告欄公告，建立示範作業場所，供同

業學習��。

另外，採取事業單位監管措施（Business 

Under Surveillance，簡稱BUS），將不良作業場

所、不良作業程序及死亡之重大職業災害事件予

以公佈，對此類事業單位嚴厲監管，強力執法，

直到事業單位改善為止��。

違失行為糾正系統（Demerit Point System，簡

稱DPS），係針對營造業工地之監督措施，透過

為反職場安全健康法規行為給予罰鍰、停工甚至

刑事起訴方式嚇阻，給予雇主或外包商壓力，此

�� 同註��。
�� 同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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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遍雇用外籍勞工之新加坡營造業有更深刻意

義��。

區域職場安全預警系統（ L o c a l  R a d a r 

Monitoring），將列入事業單位監管措施BUS、

收受停工命令（Stop Work Order，簡稱SWO）

之事業單位以地圖雷達方式呈現，配合區域圖示

（Cluster Operations），將職業災害及違反職場

安全健康相關法規事件較多區域特別標示，並設

立人力資源部職場安全健康熱線（MOM Safety 

Hotline），勞工及公眾得對不安全之工作場所提

出檢舉，亦可透過電子郵件、手機app申訴��。

新加坡人力資源部運用大眾傳播媒體，宣

導職場安全健康政策，並且在臉書（Facebook）

設立粉絲團，與網友互動，溝通討論職場安全

健康相關政策。人力部並設有緊急應變中心

（Emergency Operation Centre），在重大職業災害

事故發生時，研判並整合協調所有應對措施，適

時對大眾傳播媒體提供消息，對事故救援及調查

團對提供支援，並將專業資訊提供予其他相關政

府機關。

在執法方面，透過事前核發執照、勸導函、

�� 同註��。
�� 同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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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函、違反法令確認函、罰鍰、停工命令、回

復原狀命令、刑事起訴、違法事業單位公告及對

大眾傳播媒體公布資訊等方式，讓各事業單位、

負責人願意遵守法令，營造良好之職場安全健康

環境��。

在勞動檢查方面，新加坡人力資源部建構許

多政策工具，勞動檢查員在執行勞動檢查職務

時，會攜帶查核單（Inspection Checklist），確

認工作場所是否採行適當措施遵守勞動安全健康

法規，並且將重要的檢查事項予以記錄。針對各

種不同工作場所及設施，檢查員有不同種類查核

單，例如鷹架搭建、高處墜落、侷限空間、金屬

工業及吊掛作業等高風險作業，均有特種查核

單。對於各行業亦提供自我查核清單（WSH Self-

compliance Checklist）��。

在業界自主管理方面，以職場安全健康圈概

念（WSH Circulars），提供各產業職場安全健

康專業資訊。除了一般性資訊外，亦提供各行業

專家顧問諮詢團，並制訂各行業作業準則供自主

管理參考。就勞工個人方面，制訂防護裝備標準

（Personal Proactive Equipment，簡稱PPE），供業

�� 同註��。
�� 同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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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提供防護設備之遵循�0。

�. 職場安全衛生委員會（Workplace Safety and Health 

Council）

職場安全衛生委員會（WSHC）於�00�年成

立，將與職場安全健康政策相關之各利害關係人

整合，形成之協調機制。所謂利害關係人，包括

業主（Occupier）、雇主（Employers）、負責人

（Principals）、勞工（Employees）、設備製造

商、供應商（Manufactures and Suppliers）、設

備裝設商（Erectors and Installers）。職場安全衛

生委員會揭櫫新加坡�0��年職場安全健康願景：

對每個人都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以最佳職場安

全健康環境聞名於世的國家（A safe and healthy 

workplace for everyone;and a country renowned for 

best practice in WSH）。

以四個戰略目標為導向：一、降低職業災害

死亡率及受傷率；二、新加坡成為職場安全健

康專業中心；三、職場安全健康成為產業核心概

念；四、更積極且有說服力之職場安全健康文

化。為達成前述戰略目標，並以四大策略為支

柱：一、建立管理職場安全健康更堅強之能力；

�0 同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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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採用更有效率的法規架構；三、宣導職場安

全健康政策益處，表揚最佳實踐個案；四、發展

堅強之區域及國際夥伴關係。其中，由來自各產

業界之領導人極為關鍵，政府部門、工會、法

律、保險領域專業人士及學術界人士亦極為重

要。職場安全衛生委員會下設執行委員會及財務

委員會，並有化學工業、營造建築業、醫療業、

運輸倉儲業、海運業、金屬工業及娛樂業等�個產

業委員會，實施推廣、產業職場安全健康能力、

職場健康等�個功能性委員會及吊掛作業安全、高

空作業、保險及設備管理等�個小組。最令人印象

深刻的，是職場安全衛生委員會推出「職場安全

健康幫手」措施（WSH Assist），透過金融手段，

提供中小企業資金協助，給予專家諮詢意見提供

及相關資源，改善其職場安全健康環境��。

對個別行業的專案政策，營造業向來是高風

險的行業，雖然從歷年職業災害死亡率來看呈現

逐年下降狀態，但�0��年及�0��年仍各有��人及

��人死亡，每�0萬人死亡率�.�人及�.�人。事故主

要發生原因依序是墜落、移動物品撞擊、吊掛作

業、鷹架倒塌、滑倒、飛落物品擊中等，WSHC

�� �0��年�月��日拜訪新加坡勞動安全健康會議，該會企業效能推展處處長Mr.Chan Yew 
Kwong簡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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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營造業設定之目標，是�0��年營造業職業災

害死亡人數降至�人，每�0萬人職災死亡率為�.�

人��。

WSHC針對新加坡人力部設定之�0��年職場

安全健康目標，就營造業、海運業及職場健康管

理已出版政策指導白皮書，供業界參考遵循，

預計還要出版化學工業、運輸倉儲業及金屬工業

出版白皮書，希望增強各高風險行業之職場安全

健康管理能力，並與各事業單位結盟成為夥伴

關係。其中在從源消除風險部分，甚至對結構

設計師、建築師宣導安全設計準則（Design for 

Safety），並且在學院內將建築師、結構設計師

養成教育之課程內即置入安全設計的觀念，建築

師、設計師及工程師在註冊執業前，要求上過職

場安全健康相關課程，才能合法執業。白皮書提

供事業單位自我進行職場檢查工具，並將最佳實

踐案例公布，供業界參考。對於發展商、建商要

求與下包商、次承攬商就職場安全健康政策充分

協調合作，並予以追蹤、管考。WSHC並發展出

「安全設計標章」（DFS mark），自�0��年起為

所有公共建物採用，並為民間陸續引入��。

�� 同前註。
�� Guidelines on Design for Safety in Buildings and Structures,Workplace Safety and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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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安全設計」的概念在全世界職場

安全健康先進國家都積極發展相關標準，美國

勞工部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局有營建安全設計標準

（OSHA Design through Construction Safety），英

國HSE有營建設計管理規範（Construction Design 

and Management Regulations），歐盟職業安全

健康署有安全設計指令（Directive ��/��/EEC-

EU-OSHA），澳洲有安全設計行動計畫（Safe 

Design Action Plan）及營建風險檢視規則（Hazard 

Assessment Implication Review）。新加坡的安全

設計準則是師承自英國營建設計管理規範，�00�

年新加坡正式引入，是職場安全健康風險從源消

除的重要概念。�0�0年將安全設計列入學院養成

教育課程內，�0��年將安全設計認證引入業界，

�0��年達成全部公共建物均取得安全設計認證之

目標，並希望在�0��年能將安全設計概念引入業

界職前訓練課程中。在長期目標中，安全設計的

觀念不僅在建築物設計階段引入，在營建、維護

修復及拆除階段，均須導入安全設計觀念，以保

障勞工安全��。

WSHC並推廣「零職災宣言」（Zero  fo r 

Council and the Ministry of Manpower Singapore,July �0��,p�-�.
�� 同註�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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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dge），將具有「職災皆可避免」、「願意採

取堅定的行動防治職業災害」、「帶領同業達成

零職災目標」觀念之公司聚集，形成一個優良勞

動安全健康文化之平台，供各公司交流防治職災

經驗，加強對其他公司、公眾形塑優良職場安全

健康文化之影響力。在營造產業，已有�0家地產

開發商及主要營造承包商簽署「零職災宣言」，

宣示願意打造零職災職場環境之態度。這些簽署

「零職災宣言」公司的執行長，宣示願意履行下

列義務：一、願以最嚴格標準在職場上實行職場

安全健康政策；二、在各個階層作為職場安全健

康的領導者；三、發展並採行有效之職場安全健

康管理系統；四、提供適當之資源，以達成職場

安全健康目標；五、從概念形成到建物完成的營

造計畫每個階段，確保安全計畫確實實行；六、

確保職場安全健康溝通管道暢通，包括即時之職

業災害通報；七、以明確的職場安全健康目標及

適切的機制，確保對承包商的管理效能��。

�� 同註�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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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3月27日拜會新加坡職場安全衛生委員會照片

�. 職場安全和健康研究所

職場安全和健康研究所（WSHI）是依新加

坡�0��年國家職場安全健康戰略要求下，在�0��

年�月成立。新加坡�0��年國家職場安全健康戰略

提到：「為了要達成新加坡在�0��年成為著名之

職場安全健康研究中心，我國將成立職場安全健

康專門研究機構，並與國際上各職場安全健康研

究機構廣泛合作，彼此分享全球性的工安風險觀

察及研究成果，使新加坡的職場安全健康風險防

治獨步於亞洲地區」。此研究所的願景是「成為

國際之職場安全健康知識及創新的領導機構」，

使命則是「透過專業知識、創新及解決方案的提

出，加強職場安全健康政策」。新加坡職場安全

和健康研究所成立後，即邀請前國際勞工組織

（ILO）職場安全健康研究機構最高負責人、芬

蘭籍的Dr. JukkaTakala擔任首任執行長。職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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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和健康研究所在�0��年提出新加坡職場安全健

康五年計畫，具體說明新加坡�0��年職場安全健

康戰略達成之手段方法。職場安全健康研究所在

Dr. JukkaTakala領導下，下設四個功能性小組，分

別是研究發展及解決方案小組、領導階層及職場

安全健康專業界發展小組、專業知識交流小組及

計畫評估小組。職場安全健康研究所與全球之知

名職場安全健康研究機構簽訂合作備忘錄，包括

德國、韓國、芬蘭、日本。職場安全健康研究所

並且提供勞動安全健康訓練課程Train-The-Trainer 

Program，讓各事業單位勞安負責人都能受到完整

的專業訓練，並加入新加坡職場安全健康專業網

絡。職場安全健康研究所並與新加坡國家圖書館

合作，設立職場安全健康書籍資料專區，有系統

進行職場安全健康專書收藏計畫，並鼓勵所屬研

究人員發表論文於專業期刊，進行學術研討，增

加職場安全健康措施背後的理論基礎，最近進行

關於職業災害、職業病經濟代價、過勞疾病對勞

工危害及高空作業風險之研究��。

�� �0��年�月��日拜訪新加坡職場安全和健康研究時，所長Dr. JukkaTakala簡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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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3月27日拜會新加坡職場安全和健康研究所照片

�. 小結

新加坡職場安全健康架構可說有三個支柱，

分別是掌管法規執行的新加坡人力部職業安全健

康處（OSHD）、負責整合協調業界的職場安全衛

生委員會（WSHC）及擔當智庫角色的職場安全

和健康研究所（WSHI）。在亞太主要經濟發展較

佳之國家中，新加坡雖屬職場安全健康政策推行

較晚之國家，但其企圖心令人印象深刻。

尤其邀請前國際勞工組織職場安全健康研究

機構最高負責人、芬蘭籍的Dr.JukkaTakala擔任職

場安全健康研究所首任執行長，等於將國際勞工

組織、歐盟及芬蘭關於職場安全健康相關領域之

人脈、資源全部帶進新加坡，並且設定具體執行

目標，企圖將新加坡打造成為以職場安全健康環

境著名之國家，進一步達成「People Safe,Money 

Safe」的願景，吸引更多外資投資新加坡，不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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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佩該國主事者之遠見及執行力。

(二) 新加坡技能教育學院

新加坡技職教育乃是以國家經濟政策的高度出

發，列為國家級人力資源規劃核心項目，以青年學

子離校後之就業規劃及產業界需求為考量，設計技

職教育課程內容。依此理念設置之新加坡技能教

育學院（The Institute of Technical Education，下稱

ITE）係成立於����年之中學後職業教育機構，隸

屬於新加坡教育部，為法人組織，承接前職業及工

業培訓局（VITB）業務。ITE是新加坡職業教育主

要提供者，同時也負責開發國家職業技能證照制度

和標準以提高新加坡勞工在當地及全球性競爭力。

其主要宗旨在於提高新加坡勞動力的競爭力，在其

「三院一制」的管理與教學模式下，ITE共設立三

個校區，分別為ITE中區學院、ITE東區學院及ITE

西區學院��。

在設計各項技職培訓課程時，必須先分析需

求、職業定位、有效性並建立相關職能標準，辨別

職業訓練措施，發展訓練指標，發展評量基準及訓

練計畫，包括場所、設備及人員招募、培訓，發展

指導資料、支持媒體及各領域測試資料。

�� �0��年�月��日參訪新加坡技能教育學院時，該局執行長Ms.Mah Yen Ling簡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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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十年裡，ITE因其在技職教育領域內開

拓性的轉型和創新贏得許多殊榮。ITE是第一所榮

獲新加坡素質獎（�00�年）的教育機構，對其世

界一流的卓越成就予以肯定。�00�年，ITE獲得哈

佛大學甘迺迪學院所屬艾什中心頒發的「政府創

意施政獎」，此獎項認可了ITE的轉型計畫為國

民生活帶來的深遠影響��。憑藉ITE和其前身機構

四十餘年來知識昇華、能力提升及經驗累積，ITE

在�00�年�月推出嶄新的「工教局教育服務」（簡

稱ITEES），為ITE附屬之全資附屬公司，ITEES能

夠幫助企業達到其培訓目標，並使企業在日新月

異的全球經濟環境中立於不敗之地。ITE的「重技

能」、「強思考」、「育愛心」整體教育理念，使

ITEES致力於幫助全世界的私營公司、公共機構和

政府部門提高勞動生產力，增強技術人員的就業能

力，並通過技能培訓、再培訓和技能升級不斷提高

公司的競爭實力。

這種以公司型態提供的產訓合作模式，已成功

為超過��個國家的眾多政府部門、教育機構和私營

公司提供服務。這些合作夥伴包括：越南胡志明市

的越南-新加坡技術培訓中心、印尼巴淡理工學院

�� ITE Highlights �0��/�0��: Hand in Hand �0 Years of Excellence,Institute of Technical 
Education Singapore,December �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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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機電一體化培訓車間、約旦安曼建立區域職業

培訓中心、尼日阿布賈建立技能培訓模範中心、在

中國、緬甸、印度、孟加拉、菲律賓建立海外技能

培訓和鑑定中心、為菲律賓和柬埔寨TVET技職體

系教師開辦短期進修課程、為來自泰國、中國的技

職教育領導階層開辦管理培訓課程、由世界銀行資

助為迦納、馬達加斯加和莫三鼻克領導階層開辦

領袖培訓營、為越南的護士培訓工作開辦教學模式

課程、在莫三鼻克進行對培訓資訊通信技術方面的

考察、為包括惠氏營養品、殼牌東方石油、埃克森

美孚亞太地區、新康國際醫療、大陸汽車、 Stats 

ChipPac、必時渣打、羅德里工程和新加坡陳篤生醫

院等跨國私人公司提供培訓方案、對位於新加坡、

北京、長春、福州、廈門、上海、瀋陽、模里西

斯、尼泊爾和越南的�0所知名私立學校提供ITE課

程及認證��、為�00多家中小企業提供量身定作的培

訓、為新加坡境內�0多所中學提供增益培訓課程。

ITEES作為一站式解決方案提供者，提供範圍

廣泛的服務，打造技職培訓解決方案來滿足各部門

對人力資源發展需求。ITEES的服務包括對技職院

校校長和培訓師的養成、針對勞動力的技能培訓及

�� 同前註，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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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技術學校和培訓中心的建立、培訓需求分析

和可行性研究以及量身定作的培訓課程�00。

ITEES的專業技術領域如下�0�：

�. 工程：

航空電子、電氣工程與科技、海事與岸外科

技、機械科技、汽車科技、設施維修科技、機器

製造科技、機電一體化、醫療部件製造科技、捷

運科技、流程工廠設計、雷射與機床安裝、設施

系統設計、土木與建築工程設計。

�. 應用與保健科學：

食品科學、生化科技與化學加工科技、護

理、緊急醫療救護、眼科光學、社區關懷與社區

服務。

�. 接待服務業：

接待服務運作、餐飲、麵包及糕點製作、西

式烹飪、亞洲烹飪。

�. 設計與傳播媒體：

數位動畫與媒體、視覺傳達及效果、產品及

空間設計。

�. 商業及服務：

美容與保健、美髮服務、商業管理、幼兒教

�00 同註�0。
�0� Reliving ITE’s Transportation,Institute of Technical Education Singapore,�0��,p�0-��.



參、東亞各國的借鏡 �0�

育、體育與健身管理、銀行服務、休閒與旅遊運

作、服務技能、物流業管理、商業零售、社區體

育及康樂管理。

�. 電子與資訊及通訊科技：

電子學、資訊及通訊科技、移動系統與服

務、電腦遊戲設計與開發、電影與傳播媒體、資

訊科技、半導體科技、保安科技、多媒體科技。

�. 生活技巧：

企業家精神、有效溝通、處理難以應付的客

戶、發展個人所需的生活技巧、管理職場關係、

談判技巧、演講技巧、個人績效管理、決策、職

業形象與禮儀、團隊建設、時間管理。

ITE自����年設立以來，運用四個五年計畫

精進新加坡技職教育。第一個五年計畫-ITE �000 

Plan，以建立新加坡中學後技職教育機構為目標；

第二個五年計畫ITE Breakthrough，以建立世界級知

識經濟為基礎的技職教育機構為目標；第三個五年

計畫ITE Advantage，以建立全球領導地位之技職教

育機構為目標；第四個五年計畫ITE Innovate，以全

球創新技職教育機構領導者為目標�0�。

任教於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艾什中心的

�0� 同前註，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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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en Goldsmith教授在ITE於�00�年對ITE得獎

之祝賀詞，最能代表ITE的功能及重要性。Stephen 

Goldsmith教授表示：「新加坡技能教育學院ITE不

僅改善學生的生涯，並且為全世界教育機構示範一

種可持續成展的模式。ITE的貢獻並拓展至青年勞

動參與率、社區安全及新加坡的經濟表現。」經濟

合作發展組織OECD在�0��年關於教育的出版品亦

表示：「新加坡的教育制度令人驚艷之處，在於其

投注許多資源及注意力予學習成就較低的學生。尤

其投資在技職教育之資源相當充足，新加坡技職教

育或可稱之為世界最佳技職教育，此亦為新加坡經

濟發展成果之重要核心因素。在許多國家，技職教

育被認為是別無其他選擇後的選擇，教學的品質低

落，而且不能契合雇主的需求。但新加坡的技職教

育成果，已使新加坡教育體系成為堪稱優良的重要

途徑�0�。

  

�0� 同註��，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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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加坡全國職工總會

新加坡全國職工總會（National Trades Union 

Congress，下稱職工總會）於����年成立，屬於新

加坡全國總工會性質。職工總會由�0個會員工會及

一家附屬計程車駕駛協會組成，並設有職總平價合

作社等��家社會企業職總就業與職能培訓中心等�個

附屬機構，其宗旨在為新加坡每一位勞工（新加坡

稱工友）謀求福利�0�。

本次參訪由職總工作場所安全及健康秘書處長

楊木光議員接待，楊處長自����年由教育部督學轉

任職工總會工作後，四度當選國會議員。楊議員

強調，職工盟與新加坡執政黨人民行動黨（People 

Action Party）屬於夥伴關係，職工盟有自己的主

體性。職工盟在�0��年勞動節的決議案中，職工盟

�0� �0��年�月��日參訪新加坡全國職工總會時，該會場所安全及健康秘書處秘書長楊木
光議員簡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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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在慶祝�0��年勞動節的此刻，身為職工運

動的一份子，我們意識到新加坡要維持全球競爭

力，我們的經濟增長力，必須在各行業推動生產力

和創新，求取全面性的和可持續性的發展。相信新

加坡要凝聚力和增長，必須具有包容性。確認代表

各階層、各年齡層、各國籍，以及強大不斷發展的

工運，是新加坡勞資政協作的一大支柱。我們在此

決議：建立一支在各經濟領域以新加坡工友為核心

的強大競爭隊伍；持續提升技能，改進生產力和促

進創新，以便提高工友的實際工資；確保公司能將

生產力收益公平地與工友分享，特別是低薪收入階

層、年長工友、合約工友和散工；強化我們在一般

工友，乃至於專業人士、經理和執行人員中的代表

性。讓我們重申：我們對新加坡勞資政協作的承

諾；我們與人民行動黨的共生關係；我們與國際勞

工運動的團結。在此五一勞動節，我們誓言實現工

運為人人，強化勞資政為人人，以及為全民創造優

質工作的目標。」�0� 

楊處長認為，當代工會責任在於搭建「新」、

「舊」經濟的橋樑，幫助企業提高競爭力，廣泛傳

播創新思想，協助勞工適應環境變革與經濟改組，

�0� Labour Movement Annual �0��,National Trade Union Congress Singapore,May �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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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終身學習，分享潛在收益，終止你輸我贏的隔

閡，促進勞資雙方雙贏結果�0�。

工會在職場安全健康議題部分，亦擔當相當重

要之角色。工會的願景在於讓每個員工安全地完成

每天的工作平安回到家。策略上透過建立工運的職

場安全健康能力，在沒有工會的企業裡，實現有效

的職場安全健康路線圖與計畫，在工運內促進和提

高職場安全健康意識，與勞資政伙伴合作，制定有

效的職場安全健康政策�0�。

在建立工運的職場安全健康能力方面，對工運

領袖辦理風險管理講座及工作場所非安全行為管理

課程培訓，對工業關係人員進行職場安全健康課

程，對工運職場安全健康宣導者，進行職場安全健

康宣導專業課程�0�。

在設有工會之企業內進行調查研究，檢視企業

是否設有職場安全健康委員會，是否有職場風險管

理機制，是否有職業安全及健康管理機制，並予合

作伙伴提供職場安全健康策略協助，為企業鑑定職

場安全健康能力，提供可行之職場安全健康路線

圖，幫助公司開發風險管理機制和獲取bizSAFE基

�0� 同註��。
�0� 同註��。
�0� 同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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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挹注，透過職業安全及健康管理機制，促進公司

推廣職場安全健康文化，推廣有利於設有工會企業

的其他指導原則和職場安全健康能力發展計畫，監

控職場安全健康措施準備期程。

關於在工運內促進及提高職場安全健康意識方

面，推出一個認可工會會員、工會及企業在職場安

全健康方面取得績效的機制；設立「WSH合作伙

伴」獎項，承認在宣傳職場安全健康方面做出貢獻

的工運領袖及設有工會組織的企業�0�。

另就與勞資政伙伴合作，制定有效的職場安全

健康政策部分，工會與勞資政三方合作推出相關條

例，並與保健促進局合作，將工作場所保健計畫帶

入工會，例如讓低薪勞工、散工、年長員工作體檢

等，會同工作場所安全與衛生理事會合作，把WSH

計畫推廣至工會與會員，並與基層工會合作，倡導

職場安全健康觀念及職場安全健康能力��0。

「安全第一，為家人著想」、「每個會員背

後，是一條寶貴的生命及他的家人」，是職工總會

推行職場安全健康政策時念茲在茲的核心概念���。

�0� 同註��。
��0 同註��。
��� 同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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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3月28日拜會新加坡全國職工總會照片

(四) 營造工地參訪

此次參訪新加坡職場安全健康政策及執法作

為，特地安排參訪達欣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分

公司「法拉花園市景大樓營造工地」（City Space@

Farrer Park）並聽取簡報。依新加坡職場安全健康

法令規定，營造工地須設置安全委員會，由安全官

（WSHO/ECO）主其事，並有安全督導員（Safety 

Supervisor）負責執行。公司負責人須指派營造工地

專案經理為安全委員會主席，主應參加每次會議，

決定每次會議須參加成員，確定已完整將會議日

期、時間、地點通知每位成員，確認委員會確實執

行其功能，並確認會議決議均由相關成員執行中。

營造工地專案經理須將其安全管理權限完整授權安

全官，再由安全官授權安全督導員。此套授權體系

必須確認工地安全計畫的執行，確認工地人員熟悉

工地安全計畫及工地安全守則，給予安全官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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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員所需資源，辦理訓練活動以避免安全法規之

處罰。

該工地安全官係由印度裔之Edwin Nathen先生

擔任，對於達欣公司在該工地之工作場所安全及

健康管理負主要責任，包括進場前之課程、室內

規則及規範研習、每日工地工具箱會議（Toolbox 

Meeting）及每月大型工具箱會議、工地安全獎勵

和工地安全視察、許可後上工系統（Permit-To-

Work System）、每月安全會議、緊急應變程序、

ConSASS稽核等。安全官並要求所有達欣公司職

員，從管理階層到本建案計畫工地執行人員，都必

須完成計畫經理營造安全課程（Construction Safety 

Course for Project Managers）、建築工程安全監

工課程（Building Construction Safety Supervisors 

Course）、模板工作安全監工課程（Formwork 

Safety Supervisors Course）及現場急救人員訓練課

程（Occupational First Aider Training）。所有達欣公

司所屬營建工人及技術工人則必須完成營建安全指

導課程（Construction Safety Orientation Course）、

起重機監工課程（Lifting Supervisor Course）、吊掛

手及信號手課程（Rigger and Signalman Course）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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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高機駕駛課程（Forklift Driver Course）���。

 

 

 

102年3月29日參訪達欣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分公司「法拉花園市景大樓營造工

地」（City Space@Farrer Park）照片

��� �0��年�月��日至達欣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分公司「法拉花園市景大樓營造工
地」(City Space@Farrer Park)參訪時，工地安全官Mr. Edwin Nathen簡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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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東京、香港、新加坡等亞洲先進城市之人力資源

政策，尤其勞工安全健康措施方面，有以下幾點可供我國

尤其臺北市作為參考：

一、建立以產業需求為導向之技職教育體系

新加坡技能教育學院，本質上為直屬教育部之完整職

業訓練及職能培育機構。新加坡官方投注大量人力物力，

與國際接軌，建立世界級完整之技職教育體系，使學生能

受到完整且專業之世界級訓練，畢業後自無失業、低薪之

問題。新加坡此套模式不只造福其國內學子，甚且將整套

模式輸出，等於將新加坡在人力資源培育及管理之優勢延

伸至世界各地，其戰略性眼光令人欽佩。

反觀臺灣，技職教育在過往二十年之所謂「教改」過

程中被忽視甚至摧殘，十分可惜。近年來各界呼籲重建技

職教育，主管機關亦體認此趨勢，行政院並宣示以新臺幣

�00億元之預算投入技職教育重建，自可向新加坡技能教育

學院借鏡其投資轉型經驗，建構以我國產業需求為導向之

技職教育及職能培訓體系。

二、建立勞工安全健康專業簽證制度，賦予專責人員獨立

行使職權之權力及義務

東京、香港及新加坡三個城市非常注重職場安全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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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理，尤其香港、新加坡承襲英國管理思維，充分尊重

簽證制度，將勞工安全健康管理事項，全權委由具獨立性

之專門技術職場安全健康管理人員負責，將其自主管理檢

查結果簽證負責，送交主管機關備查。主管機關原則上尊

重簽證內容，不會至現場查核，惟若該作業場所之職場安

全健康事項出現疑慮甚至事故時，主管機關就會突檢，並

且予以重罰。如發生職業災害致勞工死傷時，主管機關會

啟動調查程序並視相關負責人員及簽證人員有無故意過失

情形給予相應處罰。

以簽證制度管理職場安全健康之優勢在於減輕主管政

府機關人力負擔，且事前清楚宣示相關規定及違反後果，

充分信任義務人將遵行相關規定，並由專業且具獨立性之

第三者監督，如有違法行為或職業災害事故發生，則以重

罰方式處理。

日本東京勞動局之勞動基準監督署亦非以「檢查」為

主要策略，而是以施工作業前之廠商規劃安全作業方式送

審制度及落實計畫內容為主要工作，因此日本營造廠均非

常重視施工計畫書之撰寫及送審，並落實「說、寫、做」

一致之精神，自我要求嚴格遵守勞工安全健康相關法令。

反觀臺灣之勞動檢查制度，長期以來均仰賴官方之時

時叮囑、檢查、監督，民間事業單位未體認自我之勞動安

全健康義務，造成主管機關沈重負擔，但降災成效仍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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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參酌東京、香港、新加坡之作法，我國尤其臺北市應

加重事業單位就勞動安全健康之自主管理責任，以事業單

位自我負責為主，勞動檢查機構之監督為輔，將政府有限

資源用於刀口上，以各種機制加強事業單位責任感及榮譽

感，並引進勞安專責人員簽證制度，並以法律確保其專業

性及獨立性，營造廠及業主無從對其發揮影響力，使負責

簽證之勞安專責人員能不受干擾地執行職務，且應將我國

現有之工業安全技師、工礦衛生技師等，參考律師、會計

師、建築師、土木技師等專門職業技術人員之權責範圍，

令其負較高之職業義務，確保其簽證之可信度。

另對此等負責簽證之工業安全技師等，應有監督機制

及退場機制，在簽證不實之情況下，應追究其責任，嚴重

者應以刑事追訴懲罰，並吊銷其執業執照，令其退場，如

此方能建立工業安全技師之專業性及權威性。

三、以多元手段降低職業災害

東京以勞動災害保險退費機制之經濟誘因，鼓勵事業

單位重視勞動安全健康，記錄良好者可獲較多保險費退還

金額，以此形成「獎優汰劣」之正向循環。

新加坡透過頗有創意之B U S（B u s i n e s s  U n d e r 

Surveillance）監理系統，將不良工作環境、管理即發生重

大意外災害的事業單位，列入監管名單並公布於網站上，

待該事業單位提出改善計畫並經主管機關審核通過後，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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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自觀察名單移除。

香港則透過提供安全防護裝置為誘因，鼓勵從事高風

險工作之勞工接受勞工安全健康教育訓練，養成正確的勞

安觀念，有助於降低職業災害發生率。另香港建造業總工

會於夏季時，會派員至各工地發放「防中暑包」，提醒勞

工注意防範高溫氣候下之作業風險，並請職災罹難者家屬

現身說法錄製宣導短片播放，並至工地親身傳達自己家人

罹災經驗，引起勞工共鳴，提升勞動安全健康之警覺性。

四、尋求更廣泛之勞動安全健康夥伴合作關係

東京、香港及新加坡勞工安全健康主管機關，均透過

擴大勞動安全健康合作夥伴關係網路，以多元資源輔助行

政機關降低職業災害發生率。尤其香港及新加坡，均透過

專業之職業安全健康委員會之設置，廣納各界專業人士，

整合意見，形成策略及作法，提升勞動安全健康政策品

質，確保勞工有更優質安全之工作環境。新加坡甚至打出

「Work Safe，Money Safe」的口號，立志將新加坡打造成

一流之勞動安全健康工作環境，藉此吸引更多外資及外籍

人才進入新加坡，保持國家競爭力優勢。

五、提升工會在整體勞動政策中之角色

此次參訪香港及新加坡工會行程中，發現工會扮演相

當重要之角色。我國傳統認知工會為勞工「團結權」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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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象徵，主要功能以爭取勞工權益改善勞動條件為主。但

香港及新加坡工會角色，除上述傳統功能外，在勞動安全

健康議題及職業訓練發展上亦占有主導性地位，例如香港

建造業總工會，聯合資方同業公會成立「職業安全健康基

金」，對因職業災害傷亡的勞工或其家屬發放慰問金，提

供適時援助；對於新建建築物之不安全設計提出抨擊，要

求社會輿論重視營造業施工工人之工作安全。香港工聯會

則設有職業再訓練中心及就業輔導中心，提供工會會員及

社會人士職業培訓、就業媒合服務。

新加坡職工總會亦有自己之勞動安全健康願景及策

略，希望每位勞工都每天都能平安地完成工作回家，建立

工運的WSH能力，實現有效的WSH路線圖與計畫，提高工

運人士WSH意識，與勞資政夥伴制定有效的WSH政策、法

令。

六、發展勞動安全健康產業，制訂實用之營造工地專用標

識

日本營造工地之安全告示牌均以鮮明用色及突出標

語，告知勞動安全健康相關規則及觀念，幾乎每個有潛在

風險危害之處，均以相對應標識標語，圖樣直覺有效，身

處其中，勞工耳濡目染，自然養成重視勞動安全健康之文

化。與此同時，日本勞動安全健康產業及假設工程非常發

達，且有健全且嚴格之安全認證規範，自成體系，而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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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亦會選擇經認證之機具、材料，促使勞動安全健康產

業及假設工程相關業者投資研發生產更安全、實用又經濟

之設備，供營造廠選擇。

另營造相關工序中，如有需較繁複組裝者，盡量將之

模組化，並在地面上完成大部分工序，在吊裝及高空作業

時，能節省工人、工時之使用，即能減少職業災害發生，

此類作業如Ace Up鋼構吊裝工法、鋼構平台先行安裝工

法、預鑄工法等，值得推廣。

七、個別產業分享經驗，共同提升勞動安全健康水準

由於�0��年間臺北大眾捷運公司於新北市永和區頂溪

站發生員工使用電扶梯搬運作業掉落機坑死亡之重大職業

災害，而臺北市各種軌道交通工具日趨完善且介面複雜，

在參訪東京地下鐵株式會社時，對該公司相關安全健康管

理制度方法、下包商管理、直線式勞工安全健康制度、強

化勞工作業安全監視作業及捷運維修作業時之勞工安全權

責劃分等。

臺北市轄區內現有臺鐵、高鐵、臺北捷運三大軌道交

通系統，可學習東京地下鐵方式，隨時檢視各項突發事

故，並及時上網公告災害原因分析及改善作為，作為預防

危險發生之重要參考。三大軌道交通系統可結成合作夥伴

關係，彼此分享防災降災經驗，協力推動軌道交通事業勞

動安全健康事務，使臺北市軌道交通從業勞工享有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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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安全之職場環境。

八、思考營造業等高風險工作勞工強制接受勞安教育之可

能性

香港法例規定營造業作業勞工皆須接受勞工安全教育

訓練，並取得「平安卡」（Green Card）且至香港特區政

府勞工處註冊後，才可以工作。但我國僅於勞工安全衛生

法第��條第�項規定：「雇主對勞工應施以從事工作及預

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第��條規定：

「雇主應負責宣導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之規定，使勞工周

知。」，但違反之罰則僅是通知改善及新台幣三萬元以上

六萬元以下罰鍰之行政罰，並未直接禁止未受訓練之勞工

進入工地工作，雖然香港作法對勞工工作權直接限制，在

人權意識高漲的臺灣必然引起爭議，但這是事關勞工生命

權之勞動安全事務，仍應思考借鏡推動之可能。

九、落實次承攬人（外包商）與原事業單位、承攬人間之

勞動安全健康管理制度

由於現代營造工程規模日益龐大，承攬工程之營造廠

基於專業分工及財務考量，必須將各工項分包予次承攬人

即外包商，始能順利完成工程。惟在層層外包、轉包過程

中，如何落實勞安措施，實為重大挑戰。對此情形，日

本、香港、新加坡均有相關規範，值得為我國貫徹勞動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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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健康政策時之參考。

十、對高風險行業從業勞工之嚴格規範

依香港法令規定，高風險作業包括營造業勞工須取得

經過一定時數之教育訓練後，取得平安卡（Green Card）並

至主管機關註冊登記後，始能進入工地現場工作。而香港及

新加坡均對於不遵守作業安全規定之勞工，給予相當裁罰，

落實從源消除職災風險之理念。畢竟作業勞工係工作現場各

種作業風險直接且主要掌控者，如能對於不願遵守且有可歸

責事由之勞工，給予一定之處罰，建構以雇主、次承包商、

主管機關、勞工為主要角色之完整勞工安全健康防護架構，

應更有助於提升勞動安全健康政策之執行效率。

依我國勞工安全衛生法令規定，勞工應遵守包括定期

接受健康檢查、接受勞工安全衛生教育及遵守安全衛生工作

守則等三大義務，並均訂有相關罰則，惟長期以來，均以勞

工處於弱勢為立論基礎，未予裁罰。惟如於實施勞動檢查過

程中，查明雇主已盡其實施勞工安全健康教育、提供足夠之

安全健康設備、維護作業場所安全等義務後，發現有勞工故

意違反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之違法行為時，第一次可依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條第�項規定對勞工施以糾正或勸導，並作成

紀錄，命其簽名，第二次以上違反者再依裁量基準予以裁

罰，對勞工施以壓力，令其遵守勞工安全衛生法令，與雇

主、主管機關共同擔負起維護勞動場所安全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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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作者考察行程表

(一) 日本
參訪日期 考察單位 參訪重點

�0�年�月��日
（一）

下午：參觀東京地下鐵株式會

社

東京地下鐵營運維護作業程

序及勞工安全注意事項

�0�年�月��日
（二）

上午：拜訪熊谷組株式會社安

全本部。

下午：參觀熊谷組株式會社承

攬之美竹大樓高級住宅

建築新建工程。

�. 營造業勞工安全管理制度
�. 工地安全衛生管理對策及
執行現況

�0�年�月��日
（三）

上午：拜訪厚生勞動省東京勞

動局。

下午：參觀旭矽株式會社東京

支店板倉工廠（中空樓

板預鑄工廠）。

�. 東京都職業災害情勢與降
災策略

�. 預鑄工廠生產管理標準作
業程序及勞工健康檢查教

育訓練實施情形

�0�年�月��日
（四）

上午：

�. 拜訪TECKNOS株式會社
�. 熊谷組安全衛生協力會、熊
谷組熊建會、熊土會等下

午：

�. 拜訪日本起重機協會
�. 參訪厚生勞動省東京勞動局
所屬新宿勞動基準監督署

�. 日本營造業假設工程技術
之發展過程

�. 日本營造業相關附屬協會
組織運作及勞工安全衛生

促進工作之角色

�. 日本起重機協會塔式吊車
災害統計與職業災害預防

制度檢討、災害防止設施

及防災體系�、日本勞動監
督署人員配置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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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香港、新加坡
參訪日期 考察單位 參訪重點

�0�年�月��日
（一）

下午：

�. 香港公共工程工地：俊和-
大陸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香港

分公司JV，淨化海港計畫
第二期（甲）改善昂船洲

污水處理廠工程--排放水隧
道及消毒工程（HATS-�A 
Stonecutters Island Sewage 
Treatment Works Effluent 
Tunnel  and Dis infect ion 
Facilities）

�. 香港工會聯合會（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 香港公共工程（性質為土
木工程）之工地安全衛生

管理策略及現場落實執行

情形

�. 全行業之工會組織於職業
安全衛生及其他勞工相關

事宜所扮演之角色及功能

�0�年�月��日
（二）

上午：

�.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Hong 
Kong Construction Industry 
Employees General Union）
下午：

�. 香港職業安全健康局職安
健學院（OSH Academy，
Occupational Safety & Health 
Council）

�. 香 港 勞 工 處 （ L a b o r 
Department）

�. 營造業總工會於營造業之
職業安全衛生及勞工相關

事宜所扮演之角色及功能

�. 非勞工行政關在勞工教育
訓練的軟硬體設置及與勞

工行政機關（為香港勞工

處）之伙伴關係�、香港職
業災害情形及降災策略

�0�年�月��日
（三）

上午：

�. 新加坡人力部（Ministry of 
Manpower）
下午：

�. 新加坡職場安全衛生委員
會（Workplace Safety and 
Health Council）

�. 新加坡職業安全和健康研
究所（Workplace Safety and 
Health Institute）

�. 新加坡職業災害及降災目
標並所採取之降災策略

�. 提供促進職場安全衛生之
建議予勞工行政機關（為

新加坡人力部）訂定勞工

政策並規劃如何落實至事

業單位

�. 促進職業安全衛生的研究
現況，並提供予勞工行政

機關（為新加坡人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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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年�月��日
（四）

上午：

�. 新 加 坡 技 能 教 育 學 院
（The Institute of Technical 
Education）
下午：

�. 新 加 坡 全 國 職 工 總 會
（National Trades Union 
Congress）

�. 新加坡技職教育體系制度
及軟硬體設施情形

�. 新加坡工會組織運作及於
促進勞工安全衛生及其他

勞工相關事項所扮演角色

及功能

�0�年�月��日
（五）

新加坡營建工地：

�. Ci ty  Scape@Farrer  Park 
Project

�. The Trailing Project
�. Singapore Sports Hub Project

新加坡民間營建工地（建築

工程）及公共工程（建築工

程）之安全衛生管理制度及

現場落實情形

二、參考資料

�. 吳再益，未來產業及人力結構調整之研究，行政

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委託財團法人臺灣綜合研究院

研究報告，民國�00年�月

�. 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0�年度日本（東

京）勞動安全考察報告書

�.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暨臺北市勞動檢查處�0�年度香

港及新加坡之勞工行政機關、工會及企業等與職

業安全衛生策略之實務運作考察報告書

�. 東京地鐵便覽�0��

�. 日本厚生勞動省東京勞動局勞動行政Profile �0��

�. Safety in numbers—Pointers for global safety culture 

at work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2003



��� 我國人力資源政策之借鏡

�. JukkaTakala, Global Estimates of Fatal Occupational 

Accidents, Epidemiology, September ����, Vol.�0 

No.�.

�. Tokyo Metro Outline International Affairs of Tokyo 

Metro Co. Ltd. Mar.��, �0��

�. Creating and Enhancing WSH Knowledge in 

Singapore：Strategy of Singapore’s Workplace Safety 

and Health Institute, Workplace Safety and Health 

Institute Singapore, September �0��

�0. Implement WSH �0�� for the construction sector in 

Singapore : Towards A Progressive and Pervasive 

Safety and Health Culture,Workplace Safety an 

Health Council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Ministry of 

Manpower, April �0�0

��. Guide to the Workplace Safety and Health Laws, 

Workplace Safety and Health Council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Ministry of Manpower Singapore, September 

�00�

��. Towards Vision Zero: A Guide for Business Leaders 

Towards a Safer and Healthier Workplace, Workplace 

Safety and Health Institute Singapore, September

��. Guidelines on Design for Safety in Building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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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s, Workplace Safety and Health Council and 

the Ministry of Manpower Singapore, July �0��

��. ITE Highlights �0��/�0��: Hand in Hand �0 Years 

of Excellence, Institute of Technical Education 

Singapore, December �0��

��. Reliving ITE’s Transportation, Institute of Technical 

Education Singapore, �0��

��. Labour Movement Annual �0��, National Trade 

Union Congress Singapore, May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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