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北市政府勞工局勞動檢查處 101 年 11 月施政報告
一、重要施政成果
(一)提昇職場安全，降低職業災害：
1、 本（11）月執行全行業勞動檢查 2,711 場次，其中安全衛
生檢查 2,214 場次、勞動條件檢查 497 場次，較上月份勞
動檢查 2,848 場次減少 137 場次、4.81%，較去年同月份
（100
年 11 月）2,810 場次減少 99 場次、3.52%。
2、 本（11）月份受理申訴案件 158 件，較上月 209 件，減少
24.40%，較去年同月份（100 年 11 月）154 件，增加 2.60%；
今年至 11 月份累計受理申訴案 1,963 件，較去年同期間受
理 1,562 件，增加 25.67%。
3、 本（11）月份執行行政院勞工委員會「101 年度勞動派遣專
案檢查執行計畫」，檢查 22 家，101 年 5 月 31 日至本（11）
月 30 日止總計檢查 98 家（目標量 88 家），檢查結果計有
23 家違法，占受檢家數 23.47%。
4、 本（11）月 15 日至 12 月 20 日實施百貨公司專櫃人員勞動
條件檢查，本（11）月計已檢查 3 家事業單位、7 個專櫃數，
預計執行 10 家事業單位、20 個專櫃數。
5、 本（11）月實施職業殘廢災害專案檢查計 14 場次，本年度
計畫量 104 場次，本年度至 11 月累計檢查 155 場次，
6、 本（11）月份營造工地自主管理認證工地，共計認證 89 處
工地，其中特優工地 0 個、優等工地 53 個、甲等工地 36
個。
7、 為有效掌握營造事業單位對於丁類危險性工作場所經審查
合格後，依原送審合格之文件計畫確實執行，自 10 月本（11）
全面稽查本市轄內丁類危險性工作場所，共計檢查 20 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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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52 場次，停工 12 場次、罰鍰 20 場次、通知改善 84 場
次。
8、 勞動安全視訊監控系統（CCTV）
，本（11）月份共有 34 個
公共及民間工程工地參加勞安視訊監控系統設置，實施監
督檢查計 99 次。
9、 運用勞動檢查即時監督管理系統（RSMS）
，本（11）月份共
計 362 家事業單位參加、傳送 356 張照片。
10、 本（11）月份執行外牆清洗作業檢查計畫，計檢查 4 場次；
停工罰鍰 0 場次，通知改善 0 場次。
11、 本（11）月份執行公共修繕工程專案檢查，計檢查 20 場
次，通知改善 14 場次。
12、 10 月 29 日至本（11）月 22 日至德明財經科技大學等 7
家大專院校進行輔導，協助建置安全衛生基本資料與安全
衛生管理制度。
(二)重大職災情形：
本（11）月發生重大職業災害 1 件、死亡 1 人，較去年同月份（100
年 11 月）3 件、死亡 3 人，減少 2 件、2 人；今年累計至 11 月
份本市計發生重大職業災害死亡 13 件、13 人，較去年同期 18
件、18 人，共減少 5 件、5 人，減少 27.78%。
(三)加強勞安教育訓練及宣導：
1、本（11）月 14 日辦理「危險性作業在職教育訓練-升降機操
作人員」，計 56 人參加。
2、本（11）月 15 日辦理落實鋼管施工架符合國家標準宣導會，
計 84 人次參加。
3、本（11）月 16 日辦理「工作場所滑倒危害預防宣導會」
，計
68 人次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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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11）月 23 日辦理「101 年度一般行業自主管理暨推廣
座談會」
，計 86 人次參加。
5、本（11）月 28、29 日辦理營造業墜落災害預防宣導及輔導
計畫「營造業墜落預防宣導會」
，共計 2 場次、132 人次參
加。
6、本（11）月 29 日辦理「C.S.I.勞動安全和您在一起」媒體
茶敘活動，傳達本處深耕校園、重視女性檢查員柔性勸導及
利用資訊科技深化本市勞工安全衛生水準之決心。
7、本（11）月 30 日至水利工程處辦理「施工廠商安衛座談會」
。
8、本（11）月辦理「1 小時護一生」勞工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共計 61 場次、1,033 人次參訓。
9、本（11）月委外辦理「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課程，共計
7 場次、352 人次參訓。
10、 本（11）月配合本市社區大學 101 年度第二學期公民素養
週開設勞動權益（工資、工時、安全）講座，共計 3 場次、
34 人次參訓。
11、 自 10 月至本（11）月辦理「市立國小安全衛生巡迴宣導
活動」，利用國小朝會集合各年級學童，以有獎徵答等輕鬆
趣味之互動方式深植於國小學童，並透過其對父母之影響
力，喚起對職場環境安全衛生之重視，以提升本市勞工安全
衛生之水準，本活動 10 場次已於 11 月 29 日執行完畢，受
訓人數總計 4,860 人次。
12、 推動臺北市「勞工安全衛生學院」聯盟機制，至本（11）
月底學院已納編 136 家，共 33,223 人次參訓。
(四)發行勞動安全電子報
1、 本（11）月 20 日發行勞動安全電子報第 59 期，內容有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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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法規簡介、職災省思、交流園地、訊息報導及充電小
站等主題，發送對象為本市事業單位勞工、安全衛生人員及
事業單位負責人等計 9,949 人次。
2、 本（11）月發布 9 則即時電子報，內容包括職災快訊、防災
對策建議事項等訊息，發送對象為本事業單位負責人、勞工
及安全衛生人員等計 89,533 人次。
二、未來施政重點
(一)預定 12 月 5 日辦理「危險性作業在職教育訓練-營建用提升
機操作人員」1 場次。
(二)預定 12 月 19 日辦理「臺北市勞工安全衛生學院年終檢討會」
1 場次。
(三)預定 12 月至 102 年 2 月執行「春安檢查計畫」
，保障年節期
間本市勞工作業安全。
(四)預定 102 年 1 月於市政會議及公共安全督導會報報告「320
減災計畫年度成效彙整報告」。
(五)籌辦 102 年 9 月 12 至 14 日辦理「2012 城市職業安全國際論
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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