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 101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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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執行全行業勞動檢查 2,257 場次，其中安全衛
生檢查 1,841 場次、勞動條件檢查 416 場次，較上月份勞
動檢查 2,716 場次減少 459 場次、16.11%，較去年同月份
（100 年 12 月）2,837 場次減少 580 場次、20.44%。
2、 本（12）月份受理申訴案件 173 件，較上月 159 件，增加
8.81%，較去年同月份（100 年 12 月）170 件，增加 1.76%；
今年至 12 月份累計受理申訴案 2,137 件，較去年同期間受
理 1,732 件，增加 23.38%。
3、 本（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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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本（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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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計已檢查 7 家事業單位、17 個專櫃
數，預計執行 10 家事業單位、20 個專櫃數。
5、 本（12）月實施職業殘廢災害專案檢查計 29 場次，本年度
計畫量 140 場次，本年度至 12 月累計檢查 187 場次，
6、 本（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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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個、甲等工地 40 個。
7、 勞動安全視訊監控系統（CCTV），本（12）月份共有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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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次。
8、 運用勞動檢查即時監督管理系統（RSMS）
，本（12）月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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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362 家事業單位參加、傳送 950 張照片。
9、 勞動安全視訊監控系統（CCTV），本（12）月份共有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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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次。
10、 本（12）月份執行公共修繕工程專案檢查，計檢查 10 場
次，通知改善 2 場次。
11、 本（12）月份執行外牆清洗作業檢查計畫，計檢查 26 場
次；停工罰鍰 1 場次，通知改善 9 場次。
(二)重大職災情形：
本（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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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件、死亡 1 人，減少 0 件、0 人；今年累計至 12 月
份本市計發生重大職業災害死亡 14 件、14 人，較去年同期 19
件、19 人，共減少 5 件、5 人，減少 26.32%。
(三)加強勞安教育訓練及宣導：
1、合協辦一般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宣導與輔導本(12)月共合
辦 1 場次，36 人次參加；全年累計合辦 13 場次，共計 2,118
人參加。本(12)月共協辦 40 場次，963 人次參加；全年累計
協辦 530 場次，計 2 萬 0,439 人次參加。
2、本（12）月 5 日辦理「危險性作業在職教育訓練-營建機作業
人員」
，計 14 人參加。
3、本（12）月 19 日會同中華鍋爐協會辦理危險性作業在職教
育訓練-貨車附加吊桿安全研討會，計 39 人參加。
4、為持續落實「臺北市勞工安全衛生學院」，加強學院夥伴聯
繫與交流，於本(12)月 19 日假本府勞工局勞工教育中心勞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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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館 3 樓多功能講演廳舉辦「臺北市勞工安全衛生學院年終
檢討會」，特邀請泰誠發展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等 3 家標竿夥
伴進行成果分享，另發表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資訊平台，
並檢討學院運作之成效，以作為下年度計畫修訂之參考，總
91 個單位、104 人次參與。
5、推動臺北市「勞工安全衛生學院」聯盟機制，至本（12）月
底學院已納編 140 家，共 33,461 人次參訓。
6、「1 小時護一生」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本(12)月份全處共
執行 105 場次，合計 1,909 人次參加；全年累計執行 688 場
次，共計 1 萬 0,510 人次參加。
(四)發行勞動安全電子報
1、本（12）月 24 日發行勞動安全電子報第 60 期，內容有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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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70 人次。

2、 本（12）月發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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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66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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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來施政重點
(一) 預定 1 月 23 日假臺灣三菱電梯股份有限公司訓練廠辦理「升
降機安裝無架式施工安全研討會」，計邀 11 事業單位參加。
(二) 預定 12 月 21 日起至 102 年 2 月 24 日止執行
「臺北市 101-102
年歲末及春安期間加強勞動安全實施計畫」，保障年節期間本
市勞工作業安全。
(三) 預定 1 月 24 日辦理「102 年度第 1 季策略聯盟會議」1 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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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城市職業安全國際論
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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