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勞動檢查處 105 年 11 月施政報告
一、重要施政成果
(一)提昇勞動權益，防治職業災害：
1、本（11）月份執行全行業勞動檢查 1,991 場次，其中安全
衛生檢查 1,931 場次、勞動條件檢查 60 場次，較上月份
勞動檢查 1,833 場次增加 158 場次、增加 8.6%，較去年同
月份（104 年 11 月）2,387 場次減少 396 場次、減少 16.6%。
2、105 年 9 月至 11 月執行勞動部 105 年新適用職業安全衛生
法之中小企業防災宣導輔導計畫：
(1)「督促小型修繕工程中小型企業(含自營作業者)符合職
業安全衛生相關法令輔導計畫」，共計輔導 60 場次。
(2)「本府公共工程承攬商工作者辦理職業安全衛生教育練
計畫」
，共計辦理 10 場次，參訓單位包括水利工程處、
衛生下水道工程處、新建工程處、大地工程處、公園
路燈工程管理處、教育局、文化局等。
(3)「中小企業預防捲夾災害宣導輔導計畫」
，共計輔導 180
場傳統市場具機械捲夾風險攤販及 180 場具機械捲夾
風險之餐館業。
(4)「輕質屋頂與施工架及吊籠作業等中小型企業或自營
作業者落實職安法年度宣導暨執行檢討會」
，計辦理 1
場次。
3、本（11）月份至 12 月底執行勞動局規劃「預防勞動基準法
第 84 條之 1 工作者異常工作負荷」專案檢查，預計檢查
32 家事業單位，至本（11）月 30 日止，已完成 5 家事業
單位，1 家查有缺失事項，違法率為 20%。
4、本（11）月份至 12 月底執行自辦「老人福利機構」專案，
預計檢查 8 家事業單位，至本（11）月 30 日止，已完成 7
家事業單位，1 家查有缺失事項，違法率為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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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執行臺北市輕質屋頂與施工架及吊籠作業通報管理工作，
本（11）月份共計輕質屋頂通報數 2 件、監督檢查量 1 場
次、執行率 50%、未通報違規量 1 件；施工架通報數 29 件、
監督檢查量 18 場次、執行率 62%、未通報違規量 1 件；吊
籠通報數 231 件、監督檢查量 17 場次、執行率 7%、未通
報違規量 0 件。
6、辦理營造工地自主管理認證工地，本（11）月份共計認證
71 處工地，其中特優工地 0 個、優等工地 31 個、甲等工
地 40 個。
7、勞動安全視訊監控系統（CCTV），本（11）月份共有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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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 次、違反次數 34 項次。
8、本（11）月份執行公共工程專案檢查，計檢查 308 場次，
通知改善 142 項，罰鍰 51 件、停工 5 件。
(二)重大職災情形：
本（11）月發生重大職業災害 0 件、死亡 0 人、重傷 0 人，
與去年同月份（104 年 11 月）1 件、死亡 0 人、重傷 1 人比
較，減少 1 件、死亡人數無增減、減少重傷 1 人；較本（105）
年 10 月發生重大職業災害 2 件、死亡 1 人、重傷 1 人比較，
減少 2 件、減少死亡 1 人、減少重傷 1 人。
(三)加強職安衛輔導、宣導及教育訓練：
1、本（11）月份「臺北大工地@安康方案」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執行計 9 場次，參加人數計 516 人次。本(105)年
度共已配合辦理 129 場次「臺北大工地@安康方案」教育
訓練，初訓合格人數計 6,095 人次。
2、本（11）月份辦理「回流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計 7 場次，
參加人數計 429 人次。本(105)年度共已辦理 74 場次回
流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參加人數計 3,782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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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11）月份辦理 7 場次合辦教育訓練，參加人數計 323
人。本 (105)年度共已辦理 76 場次合辦教育訓練，參加
人數計 3,787 人。
4、臺北市「職業安全衛生學院」夥伴於本（11）月份辦理
83 場次協辦教育訓練，參加人數計 5,162 人次。本(105)
年度協辦教育訓練共已辦理 596 場次，合計 33,343 人次
參加。積極推動臺北市「職業安全衛生學院」聯盟機制，
截至本月底納編計 415 家。
5、本（11）月份「1 小時護一生」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執
行計 70 場次，參加人數計 882 人次。本(105)年度共已
辦理 679 場次「1 小時護一生」教育訓練，參加人數計
9,768 人次。
6、105 年度創新製作 5 支職業安全衛生互動遊戲教材(分列
如下表)，鼓勵大家善用網路資源輕鬆學習，提升工作場
所危害預知能力，自 105 年 11 月 28 日正式上線供學習
參用。
教材名稱

型態

主題
假設工程
基礎工程
結構體工程

線上考題測驗

線上測驗
裝修景觀工程
機電工程
營造工程師

職業安全衛生知識
雙人知識競賽
大挑戰

第 3 頁，共 4 頁

職業安全衛生

建築工地安全

建築工地安全

局限空間作業安全 情境模擬遊戲

局限空間作業安全

職災調查

職災調查

(四)發行勞動安心電子報
1、11 月 28 日發行勞動安心電子報第 107 期，以「危險機
械的致命危機」為主題，內容包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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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發送至本市事業單位工作者、安全衛生人員及事業單位
負責人計 11,718 人次。
2、本（11）月份即時電子報發布計 4 則，內容包括：職災
快訊、防災對策建議事項等訊息，發送至本市事業單位
負責人、工作者及安全衛生人員計 46,854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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