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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第 6 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   間： 107 年 12 月 20 日上午 9 時 30 分  

地   點：總管理處 2407 會議室  

主   席：王副主任委員耀庭 

記    錄：張維婷  

出   席：林委員俊宏、蘇委員惠群、李委員崇賓、黃委員凱旋、

李委員清雲(古璧松代)、吳委員永城、沈委員國揚(許一女代)、

簡委員福添(劉鴻漳代)、張委員廷抒(胡國堅代)、邱委員土添、

陳委員來進、江委員明德、陳委員銘樹、徐委員明定、

夏委員曉霞、林委員春來、林委員明漢、陳委員恕、

吳委員文統、曾委員永權、陳委員興泉、許委員飛勇、

王委員文正、師委員豫鳴、黃委員志軒、劉委員瑞江、

許委員丕訓、李委員尚儒  

列   席：台灣電力工會－連常務理事國賓、郭常務理事益富、

謝工安處長世國  

專業總工程師室－林專業總管理師正義  

工安處－劉副處長國才、張組長訓弘、潘督導參寬、

廖督導顯忠  



2  

 

一、  主席致詞：  

各位委員、各位同仁：大家工安，大家好！  

本次委員會有 1 位新任之資方代表成員：工安處林委員俊宏。

在此表示歡迎，也期盼今後能秉持對公司工安工作之關心，對委

員會給予鼎力支持，並就安全衛生政策等面向提供寶貴意見，對

於公司相關工安業務推動也有更積極作為，讓本公司之工安管理

制度更臻完善。  

依據工安處統計，今年截至 12 月 5 日，員工工作傷害計 14

件，受傷 14 人、死亡 1 人（去年同期工作傷害計 7 件，受傷 6 人、

死亡 1 人），工作交通傷害事故計 8 件，受傷 8 人（去年同期工

作交通傷害事故計 3 件，受傷 3 人），上下班交通事故計 22 件，

受傷 22 人（去年同期計 18 件，受傷 18 人）；承攬商勞工傷害事

故計 17 件，受傷 11 人、死亡 7 人（去年同期計 16 件，受傷 16

人、死亡 2 人）。無論員工及承攬商部分之工作傷害實績值均高

於 106 年，實有待各委員提出改善建言，防範事故發生。很遺憾

12 月 5 日中部施工處發生承攬商勞工被靜電集塵極板飛落擊中致

死事故，不只公司內部重視，也引起各界關注，立法院也針對工

安部分要求進行專題報告及檢討。職災的發生不僅對員工造成很

大傷害，也嚴重損害公司形象。尤其各單位更應特別叮嚀作業人

員要提高警覺和危機意識以保護自身安全，切勿輕忽現場工作環

境潛在危害，並請大家加強輔導承攬商，落實承攬商自主管理。  

最後，再次感謝各位委員出席本次會議，祝福各位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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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報告事項：  

（一）  上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  

107-1 議案 1：許委員飛勇  

案由：建請本公司在工程承攬契約條款除雇主意外責任險外，增

訂團體意外（或傷害）保險，提高職業災害發生後和解的

速度與機會，以避免本公司相關人員被勞檢、司法單位加

重刑責的困擾，也避免公司因此停工造成損失及社會形象

重創。  

本次會議決議：  

1. 本案南區施工處試辦「工地工程人員團體傷害保險」已於

12 月 19 日決標，請工安處追蹤後續辦理成效，以求達成

工作區域內所有作業人員均受該保險保障的精神。  

2. 本案經充分討論後，同意結案。  

107-5 議案 1：翁前委員大峯  

案由：修正本公司「防範發電廠及變電所工作感電事故注意要

點」。  

說明：  

1. 依據檢核室巡迴檢核報告之建議事項及電力調度處「電力

系統運轉操作章則彙編」之執行操作原則（一定位、一指

令、一復誦、一操作、一回報）修正要點內容。  

2. 變電所實施設備遙控監視自動化後，部分變電所已無值班

人員，故修正本要點以區分有人值班與無人值班時之注意

事項。  

辦法：請審議本案。  

本次會議決議：  

請工安處參酌供電處修改意見，邀集相關人員召開會議研

商，妥適修正本要點，本案持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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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5 臨時議案 3：謝委員世國  

案由：建議本公司未滿 100 人單位之組織，設置職業安全衛生

委員會，俾利職業安全衛生政策之協調與推行。  

說明：經查本公司人數未滿 100 人單位之組織，多數未設置職

業安全衛生委員會，為有效落實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促

進工安業務之執行，建議本公司未滿 100 人之單位設置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以利推行及精進各項職業安全衛

生相關事項。  

辦法：如案由。  

本次會議決議：  

請工安處再盤點是否有未滿 100 人之單位尚未設置職業

安全衛生委員會，並於二級責任中心績效查證時加強查

核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之設置情形，本案同意結案。  

107-5 臨時議案 4：林委員明漢  

案由：為避免人力不足或趕工肇生職業災害，請明訂本公司配

售電系統安全作業標準程序書（ SOP）各項作業最低工

作人力與時間，俾符實際。  

說明：  

1.經查本公司服務品質各類事故停電時間標準與配電工程

積點發包、技能競賽比賽規則等作業標準均明確規定作

業人力（一工作班 4 人）及時間，惟配售電系統 SOP 之

各項作業並無登載人力與時間，顯已悖離職安相關法規

規定。  

2.上述 SOP 未訂定工作人力與時間，與現場作業情境完全

脫節，搶修現場同仁心生忐忑不安，既要工安又要迅速

依服務品質要求各類事故停電時間復電，導致冒險趕工

未能兼顧工作安全，工作安全堪慮。  

3.目前區處線路班、巡修班、服務所、新供、檢驗等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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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存在人力不足情形，每逢天災、事故、例假支援、

人力調度捉襟見肘工安管理出現缺口，為讓現場的 SOP

能夠具體與落實，實應載明人力與時間，以利遵行，杜

絕現場工安發生頻率與出險的幅度  

4.公司現場工作首重工安，講究工作效率不能違反工安規

定，一旦發生工安事故，必將衝擊幸福家庭與企業形象。 

本次會議決議：  

請配電處邀集電力工會及相關人員召開專案會議妥為研

商，本案持續追蹤。  

（二）  重要工安工作事項報告   

1. 10 月 30 日國營會召開專案會議，會中由各事業說明目前承攬

商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規定罰款或發生重大職災之扣點、停權

等機制，另針對違反工安天條或易致災事項 (如管溝工程、高

架作業、吊掛作業等 )研擬加重處罰之各種可行方案。  

2. 11 月 2 日上午 9 時假總管理處 2504 會議室召開本公司「工安

總體檢視訊會議」，由王副總經理主持，董事長、台灣電力

工會代表及總經理列席，各副總經理、專總及各單位共同出

席視訊會議。會中決議請各單位自即日起對於自主性停止作

業之工程，應確實檢視及填報辦理情形，陳單位主管核定後，

方能施工，並送主管 (辦 )處備查。  

3. 11 月 2 日奉董事長指示，工安處函請各單位對既有工程已採

自主性停工並進行工安總體檢，並於 11 月 5 日至 9 日每日追

蹤各單位辦理情形及復工進度，經統計截至 12 月 7 日上午 11

時止，共停工 1429 件、復工 1427，復工進度已達 99.86%，

尚未復工 2 件係因發生重大職災遭中區職安衛中心勒令停

工，目前申請復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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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1 月 5 日及 11 月 6 日於陽明大學召開「 2018 第三屆亞洲職

業衛生聯盟學術研討會」，陳副總統建仁、勞動部施政次克

和及職安署鄒署長子廉等與會，本公司由工安處翁處長大峯

代表參加。會中就各國 (日本、韓國及台灣 )化學品暴露監測及

分級管理等議題研討有關利用化學品及作業場所，進行風險

評估及危害控制等。  

5. 11 月 6 日職安署中區職安中心假南投區處召開「台電公司高

階主管自主管理座談會議」，由中區職安中心朱主任金龍主

持，本公司工安處翁處長大峯、南投區處黃處長美蓮及各相

關部門經理、課長、各承攬商負責人就「如何提升安全衛生

自主管理之積極作為」及「承攬管理精進作為及執行情形」

進行簡報、交流、研討，期以自 EEP 名單中除名或調降管制

等級。  

6. 為增進員工身體健康，免於流感病毒威脅， 11 月 7 日工安處

與中正區健康服務中心共同舉辦「流感疫苗接種」活動，王

副總經理耀庭等副總經理親臨活動現場接種流感疫苗，本次

參加對象為 50 歲以上及 6 個月內嬰兒之父母，參加人數共計

109 人。  

7. 11 月 8 日北市勞檢處假本公司興達發電廠辦理「 107 年度企

業參訪活動」，由北市勞工局陳副局長惠琪主持、勞檢處江

處長明志、高雄市勞檢處許處長峯源、本公司興達發電廠楊

廠長仁和、工安處劉副處長國才及台灣電力工會彭副理事長

繼宗共同與會，活動中參訪興達發電廠之卸煤碼頭、鍋爐作

業、煤倉作業及健康管理系統等，圓滿達成企業交流成果。  

8. 11 月 13 日北區職安中心游主任逸駿主持「林口發電廠三號機

甲、丙類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本公司由陳副總經理建益、

發電處李處長崇賓、工安處翁處長大峯、北部施工處趙處長

復興及林口發電廠朱廠長記民等陪同進行林口發電廠三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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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丙類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會中由林口發電廠周副廠長

如卿進行簡報，並至林口發電廠三號機組進行現勘，會後甲、

丙類審查委員對於「林口發電廠三號機甲、丙類危險性工作

場所」審查提出相關改善意見，陳副總經理建益指示應依委

員建議立即改善。  

9. 11 月 14 日於總管理處召開「向部長簡報各系統工安總體檢後

精進作為第一次進度追蹤會議」，由工安處翁處長大峯主持，

邀集各主管處之主管工安副處長 (輸工處由陳處長來進親自

參加 )、工安組長 (督導 )及一名熟悉現場工作之技術專家參

加。會中請各主管 (辦 )處須將各系統「工安總體檢與精進計畫」

併同各系統副總經理向部長報告之簡報，於 11 月 26 日前送

工安處彙整後陳報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同意後，再由該會

安排向部長簡報時間。  

10. 11 月 15 及 16 日於南部施工處召開「 107 年度第 2 次工安業

務檢討」會議，由翁處長大峯及電力工會彭副理事長繼宗共

同主持，台灣電力工會幹部及職安委員、核火工處阮副處長

嘉湘、南部施工處張處長劉國、 3 位副處長及工程部門經理

共同與會。會中由南施處張處長劉國進行該處「工業安全衛

生業務」簡報，並至現場瞭解施工之工安現況；藉由相互交

流討論並汲取職安委員建言，提升工安工作執行成效。  

11. 11 月 27 日於總管理處，召開「研商訂定本公司水下及潛水

作業安全注意事項 (草案 )會議」及「執行 KY(預知危險 )以 line

錄音研商會議」，由工安處翁處長大峯主持，會議決議依各

出席人員意見修正要點內容。  

12. 11 月 28 日經濟部能源局召開「潛水作業規劃精進研商會議」，

本公司由工安處劉副處長國才代表參加，會中針對潛水作業

投標廠商資格及評選提出建議，並請各事業單位確保承包廠

商於履約期間，潛水作業需符合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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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1 月 30 日辦理「中鴻鋼鐵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參訪，由工

安處劉副處長國才擔任領隊，高雄市勞動檢查處潘科長玉

峯、劉檢查員建台、工安處相關主管、台灣電力工會工安處

謝處長世國及高雄市轄區單位之工安主管出席參加活動，藉

由本活動，觀摩學習該公司之「安全觀察」執行成效及相關

工安管理方法，期以作為本公司工安管理參考。  

14. 工安處新任處長林俊宏及舊任處長翁大峯交接典禮於 12 月 4

日上午於總處舉行，由王副總經理耀庭監交，典禮中與會長

官除給卸任翁處長肯定與溫暖外，對工安處未來在林處長領

導下有很多正向的指導與期待。  

15. 12 月 4 日至 6 日工安處分別於北、中及南區各辦理一場「職

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ISO45001： 2018 轉換說明會」，說明

TOSHMS 轉換 ISO45001 主要期程、標準差異及法令規定要

求等事項，俟國家標準 (CNS)訂定後，再依照國家標準及職安

法令規定請各單位辦理轉換。本公司推動轉換時，將採各系

統選派示範單位輔導，於完成後再擴展至同系統之其他單位。 

 

107-5 會議主任委員指示：  

(1) 請水火力發電事業部比照核能發電事業部，與工安處積極

配合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辦理高階主管職安管理精進

座談會。  

(2) 有關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建議林口電廠建置「以風險為

導向之檢查技術 (RBI)」進行危害分析，請發電處及林口電

廠配合辦理，避免影響林口三號機商轉時程。  

本次會議決議：本案依發電處說明之辦理情形，同意結案。  

（三）  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12 條規定報告事項：  

1. 對雇主擬訂之職業安全衛生政策提出建議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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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協調、建議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無。  

3. 審議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實施計畫  

107 年 10 月至 11 月辦理各項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如下表：  

訓       練       名       稱  受訓人數  

工安查核人員班 (內訓 ) 93 

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教育訓練 (內訓 ) 40 

甲級鍋爐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外訓 ) 15 

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特殊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 (外訓 ) 
28 

屋頂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外訓 ) 73 

缺氧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內訓 ) 36 

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移動式起重機（伸臂可伸

縮式）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外訓 ) 
13 

以乙炔熔接裝置或氣體集合熔接裝置從事金屬之

熔接、切斷或加熱作業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外

訓 ) 

9 

粉塵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外訓 ) 19 

露天開挖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外訓 ) 15 

有機溶劑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外訓 ) 7 

合      計  348 

4. 審議作業環境監測計畫、監測結果及採取措施  

(1) 化學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  

設有中央管理方式之空氣調節設備之建築物室內作業場

所，應每六個月監測二氧化碳濃度一次以上。秘書處於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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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委託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環境檢測中心

台北作業環境測定室監測總處辦公大樓二氧化碳濃度，本

(107)年度第 4 季已於 12 月 5 日實施監測，監測結果為合

格。  

(2) 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無此類作業場所。  

5. 審議健康管理、職業病預防及健康促進事項  

107 年 10 月至 11 月總管理處員工健康管理場次統計如下表： 

項     目  場 (人 )次  

辦理臨廠健康服務  17 場  

健康講座  1 場  

流感疫苗施打  266 人次  

6. 審議各項安全衛生提案  

如三、提案討論  

7. 審議事業單位自動檢查及安全衛生稽核事項  

(1) 自動檢查  

107 年累計至 11 月底辦理情形如下表：  

類             別  檢  查  數  量  

危  險  性  機  械  
固定式起重機  

664 
移動式起重機  

危  險  性  設  備  

鍋   爐  

585 第一種壓力容器  

高壓氣體特定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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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全衛生稽核   

107 年 10 月至 11 月辦理情形如下表：  

查核月份  受查核單位  查核次數 (合計 ) 

107 年 10 月  
業務、發電、核能發電、

供電及相關工程單位  195 
107 年 11 月  

8. 審議機械、設備或原料、材料危害之預防措施  

無。  

9. 審議職業災害調查報告  

(1) 台中發電廠於 107 年 10 月 27 日發生承攬商勞工溺斃重大

職業災害事故，於 11 月 1 日發生承攬商勞工被夾重大職業

災害事故，工安處均立即依「工安事故處理要點」之規定，

成立「職業災害調查小組」前往事故現場調查肇因及責任

歸屬，於 11 月 9 日召開台中發電廠承攬商勞工 2 件（ 10

月 27 日溺斃、 11 月 1 日被夾）重大職業災害專案檢討及

責任審查會議，經檢討事故原因後除擬定具體防範對策及

對有關人員之責任依規定懲處外，將持續追蹤改善情形及

水平展開防範對策至各單位。  

(2) 明潭發電廠於 107 年 11 月 1 日發生員工感電失能職業災害

事故，工安處立即依「工安事故處理要點」之規定，成立

「職業災害調查小組」前往事故現場調查肇因及責任歸

屬， 11 月 19 日於總管理處及各水火力電廠視訊會議室，

召開事故專案檢討及責任審查會議，經檢討事故原因後除

擬定具體防範對策及對有關人員之責任歸屬依規定懲處

外，將持續追蹤改善情形及水平展開防範對策至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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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部施工處台中分處於 12 月 5 日發生承攬商勞工被靜電集

塵極板飛落擊中之重大職業災害事故，造成 1 人死亡，工

安處立即依「工安事故處理要點」之規定，成立「職業災

害調查小組」前往事故現場調查肇因及責任歸屬，並於 12

月 22 日召開職業災害專案檢討會議及責任審查會議。  

10. 考核現場安全衛生管理績效   

107 年度累積至 11 月底實績值如下表 : 

績效指標  年度目標值  實績值  

員工傷害頻率  ≦ 0.26 0.44 

員工傷害嚴重率  ≦ 117 147 

承攬商傷害頻率  ≦ 0.37 0.44 

承攬商重大職災件數  ≦ 5 5 

11. 審議承攬業務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1) 107 年第 4 季辦理工安督導行動小組，請業務處沈處長國

揚、發電處李處長崇賓及配電處陳副處長淑惠率領相關單

位主管，分別於 11 月 16 日至中部施工處、 11 月 20 日至

基隆區營業處及 12 月 5 日至石門發電廠實施工安督導查

核，針對工安管理制度實施診斷及輔導，以達到互相交流、

學習與成長，對於提升工安績效助益良多。  

(2) 為督導各單位確實依本公司「承攬商違反契約安全衛生規

定接受違規講習施行要點」辦理違規講習，於 107 年第 4

季抽查中部施工處、基隆區營業處及南部施工處，針對違

規之承攬商工地負責人、職安人員及領班等辦理講習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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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其他有關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1) 近期待修正之要點：  

「交付承攬水下及潛水作業安全注意事項範例」。  

(2) 近期已發布之要點：  

「防範發電廠及變電所工作感電事故注意要點」。  

(3) 近期待發布之要點：  

「從業人員安全衛生優良事蹟獎勵要點」。  

三、  提案討論  

議案（一）：林委員俊宏  

案由：訂定「交付承攬水下及潛水作業安全注意事項範例（草案）」

（詳如附件 1）。  

說明：依據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107 年 11 月 16 日函及本公司

107 年第 020 次大會報決議事項辦理。  

辦法：經審議通過後，函送各相關單位俾供遵循。  

本次會議決議：  

1. 請工安處參酌委員建議，對於該範例做適當修正。  

2. 本案審議通過，請工安處依行政程序陳核後發布施行。  

議案（二）：陳委員興泉  

案由：建請建立區營業處工區檢驗員領班制度。  

說明：  

1. 身為現場工作班領班所必須要之條件為  

(1) 有良好的工安理念  

(2) 良好的工安態度  

(3) 專業技能  

(4) 領導統御  

(5) 溝通協調  

等要件，而工區檢驗員領班也必須有上述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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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區檢驗員領班之主要任務為協助現場檢驗員之強化工

安查核、工安督導、工安教育及工安宣導之責，彌補現場

檢驗員對於承攬商之工安工作不足之處，藉此強化落實標

準作業程序，提升承攬商之工安工作，達成天天零災害。  

辦法：請審議本案。  

本次會議決議：  

本案併同議程四、臨時動議  議案（一），請配電處邀集

電力工會及相關人員召開專案會議，針對區營業處服務

所、新供、檢驗等部門及工區檢驗員之領班設置制度妥為

研商、檢討，本案持續追蹤。  

議案（三）：林委員俊宏  
案由：訂定本公司「 108 年度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說明：  

1.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 條及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

第 31 條規定辦理。  

2. 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各單位應依本

計畫架構研訂適合單位特性之細部管理計畫，並據以落實

執行各項工安管控措施，尤應注意防範墜落、感電、與高

低溫接觸、被撞、倒塌、崩塌、局限空間危害及交通等事

故之預防措施。  

辦法：請審議本案。  

本次會議決議：  

本案審議通過，請工安處依行政程序陳核後發布施行。  

四、  臨時動議  
議案（一）：林委員明漢  

案由：本公司配售電系統區營業處服務所、新供、檢驗等部門未

依公司各單位設置領班辦法，設有領班。請速檢討改善，

俾利權責分明落實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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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本公司工安事故不斷發生，傷害企業形象至深且鉅。工作

現場沒有設置領班權責不明，真相無法釐清，請通盤檢討

速謀對策改進。  

2. 未設有領班工作現場未能預知危險、指認呼喚，萬一發生

工安事故，現場真因及法律責任無法釐清。  

3. 未設有領班現場指揮作業，造成指派部門主管極大壓力，

為應現場工安需要亟待設置領班指揮現場工作。  

4. 領班係現場工作靈魂工安守護神，未設有領班形同烏合之

眾，專業度極高的工作性質需要有專業領班設置全程監

督，有效負責，有權有責才能發揮現場領導統御綜效。  

辦法：請審議本案。  

本次會議決議：  

本案併同議程三、提案討論  議案（二），請配電處邀集

電力工會及相關人員召開專案會議，針對區營業處服務

所、新供、檢驗等部門及工區檢驗員之領班設置制度妥為

研商、檢討，本案持續追蹤。  

五、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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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承攬水下及潛水作業安全注意事項範例（草案） 

108年 1月 3日 

一、 本公司為確保人員於水下及潛水作業時之安全與健康，並提供及時必要之協

助，特訂定本注意事項範例。 

二、 本注意事項所稱水下及潛水作業，定義如下： 

(一) 水下作業：指使用潛水器具之水肺或水面供氣設備等，於水深未滿十公

尺之水中實施之作業。 

(二) 潛水作業：指使用潛水器具之水肺或水面供氣設備等，於水深超過十公

尺之水中實施之作業。(異常氣壓危害預防標準第 2條) 

三、 從事水下或潛水作業人員之資格必須具備下列規定之一：(異常氣壓危害預

防標準第 37條) 

(一) 持有依法設立之訓練項目載有職業潛水職類之職業訓練機構，依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之課程、時數、設備及師資所辦理之職業訓練結訓證書。 

(二) 領有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潛水人員技術士證。 

(三) 於國外接受訓練，並領有相當職業潛水之執照，經報請中央主管機關認

可。 

四、 從事潛水作業及水下作業之潛水人員應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規定實施特

殊健康檢查，並於作業前提供 1年內特殊健康檢查紀錄。 

五、 從事水下或潛水作業前，應訂定潛水作業安全衛生計畫據以實施，內容包括

潛水目的、作業環境、作業編組、人員名冊與資格、器具設備、作業時間、

正常程序及緊急應變處理程序等。(異常氣壓危害預防標準第 37-1條) 

六、 從事水下或潛水作業時，作業現場應設置救援潛水人員一名。該救援潛水人

員應於潛水作業全程穿著潛水裝備(水面供氣之頭盔及配重帶除外)，待命下

水。(異常氣壓危害預防標準第 38條) 

救援潛水人員或潛水人員不得由潛水作業主管兼任。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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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從事水下或潛水作業時，應置潛水作業主管，辦理下列事項： 

(一) 確認潛水作業安全衛生計畫。 

(二) 潛水作業安全衛生管理及現場技術指揮。 

(三) 確認潛水人員進出工作水域時與潛水作業主管之快速連繫方法。 

(四) 確認緊急時救起潛水人員之待命船隻、人員及後送程序。 

(五) 確認潛水人員置備之工作手冊中，記載各種訓練、醫療、投保、作業經

歷、緊急連絡人等紀錄。 

(六) 於潛水作業前，實施潛水設備檢點，並就潛水人員資格、體能狀況及使

用個人裝備等，實施作業檢點，相關紀錄應保存五年。 

(七) 填具潛水日誌，記錄每位潛水人員作業情形、減壓時間及工作紀錄，資

料保存十五年(水下作業不適用)。 

前項潛水作業主管應符合異常氣壓危害預防標準第三十七條所定之潛水作

業種類及工作範圍，並經潛水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合格(含每 3年至

少 6小時之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1條、

17條、17-1條) 

第一項第六款之設備檢點，依下列規定辦理，發現異常時，採取必要措施： 

(一) 使用水面供氣設備者：應檢點潛水器、供氣管、信號索、安全索及壓力

調節器，並於作業期間，每小時檢查風向及調整空壓機進氣口位置。 

(二) 使用緊急用氣瓶外之水肺供氣者：應檢點潛水器及異常氣壓危害預防標

準第五十二條之壓力調節器。 

(三) 使用水肺以外之氣瓶供氣者：應檢點潛水器、供氣管、信號索、安全索

及異常氣壓危害預防標準第五十二條之壓力調節器。 

(四) 使用人工調和混合氣者：應檢點混合氣比例及氣瓶壓力，並檢測空氣中

氧濃度。 

(異常氣壓危害預防標準第 39條) 

八、 從事水下或潛水作業前，應備置必要之急救藥品及器材，並公告下列資料： 

(一) 減壓艙所在地(水下作業不適用)。 

http://laws.mol.gov.tw/FLAW/FLAWDAT01.aspx?lsid=FL015038
http://laws.mol.gov.tw/FLAW/FLAWDAT01.aspx?lsid=FL015038
http://laws.mol.gov.tw/FLAW/FLAWDAT01.aspx?lsid=FL015038
http://laws.mol.gov.tw/FLAW/FLAWDAT01.aspx?lsid=FL015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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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潛水病醫療機構及醫師(水下作業不適用)。 

(三) 海陸空運輸有關資訊。 

(四) 國軍或其他急難救援單位。 

(異常氣壓危害預防標準第 40條) 

九、 從事水下或潛水作業，其作業場所有船隻進入或進行爆破、拖網等危害潛水

人員作業之虞者，應安排船舶戒護，並於作業場所設置必要而顯著之警告標

示及措施。 

前項警告標示，應具有警告功能並包括下列項目： 

(一) 符合規定之潛水作業警告旗誌。 

(二) 警示燈、錨標。 

(異常氣壓危害預防標準第 41條) 

十、 從事水下或潛水作業時，應供給下潛或上浮使用之安全索，並監督潛水人員

確實使用。 

設有減壓站時，前項安全索應依減壓站之停留深度以木標或布條作記錄。 

(異常氣壓危害預防標準第 53條) 

十一、 使用水面供氣設備實施水下或潛水作業時，應至少置專任連絡員一名（不

得兼任潛水作業主管），潛水人員超過一人者，每增加二人再置專任連絡

員一名，使其從事下列事項： 

(一) 與潛水人員密切連繫，指導該潛水人員適當下潛或上浮。 

(二) 與操作供氣設備人員密切連繫，供應潛水人員所必要之空氣。 

(三) 因供氣設備發生故障或其他異常致有危害潛水人員之虞時，應立即與該

潛水人員連繫。 

(四) 使用頭盔式潛水器實施潛水作業者，應確認該人員正確著裝。 

(異常氣壓危害預防標準第 56條) 

十二、 使用水面供氣設備實施水下或潛水作業時，應使潛水人員攜帶緊急用水

肺、信號索、水中計時器、深度表及潛水刀。但潛水人員與專任連絡員得

以通話裝置通話時，得免攜帶信號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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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水肺從事潛水作業時，應使潛水人員攜帶水中計時器、深度表及潛水

刀外，並應使其著用救生衣。 

(異常氣壓危害預防標準第 57條) 

十三、 從事水下或潛水作業時，應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規定，每一輪班次至少設

置急救人員一人。(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9條) 

十四、 水下及潛水作業應於合約規範要求置備水下攝影機等監測儀器，必要時於

潛水人員從事水下或潛水作業前，事先派人以水下攝影機監看作業環境、

能見度等水下情況，以瞭解是否適合作業，並於作業中持續以水下攝影機

監看潛水人員作業情形，俾適時提供支援，以增進人員安全。 

十五、 罹患下列疾病之潛水作業人員於醫生認定之期間內不得從事異常氣壓作

業： 

呼吸系統疾病、高血壓、心血管疾病、精神或神經系統疾病、耳鼻科疾病、

過敏性疾病、內分泌系統疾病、肥胖症、疝氣、骨骼肌肉系統疾病、貧血、

眼睛疾病、消化道疾病。(勞工健康保護規則附表十一) 

十六、 潛水作業人員其他安全相關規定，依異常氣壓危害預防標準辦理。 

十七、 本注意事項範例自發布日施行。 

 

http://laws.mol.gov.tw/FLAW/FLAWDAT01.aspx?lsid=FL0150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