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年推動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工程實務觀摩 
中華民國111年03月18日 



黃基淵  工程員 



• 工程概要 

• 施工安全衛生規劃及風險管理 
主辦機關 

• 施工安全衛生源頭設計 設計單位 

• 施工安全衛生監造技術 監造單位 

• 職業安全衛生政策 

• 職業安全衛生組織人力及資源 

• 職業安全衛生制度計畫及實施宇落實 

• 職業安全衛生績效稽核及系統評估改善 

• 其他特殊優良機制 

施工廠商 

臺中市政府住宅發展工程處 

閻辰昌建築師事務所 

瑞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閻辰昌建築師事務所 



臺中市東區尚武段社會住宅新建工程 

工程評選重點 
• 評分對象  

• 工程主辦機關(或代辦機關/業
主)及專案管理廠商  

 

• 評分項目  

• 施工安全衛生規劃及風險管理  

評審項目 

 ➢ 最高管理階層對於推動施工安全
衛生管理之參與  

➢ 安全衛生政策、目標及方案  
➢ 安全衛生管理組織人力  
➢ 對於規劃及設計所訂之施工安全

衛生源頭管理事項  
➢ 對於監造單位執行安全衛生監督

查核事項之規範及落實 
➢ 施工階段之安全衛生監督成效  
➢ 安全衛生績效獎勵辦法之建立及

落實  
➢ 安全衛生列入選商條件  
➢ 維運階段之施工安全衛生規劃 

20% 



臺中市東區尚武段社會住宅新建工程 

工程評選重點 
• 評分對象  

• 設計單位 

• 評分項目  

• 施工安全衛生源頭設計 

評審項目 

1.施工安全衛生之設計能力  

2.設計階段之施工安全風險評估  

3.招標文件之安全圖說、規範、量化及
經費 

4.提升施工安全績效(例設計導入模組
化施工) 

5.維運階段之維護安全設計 

6.施工安全設計矯正及改善 

10% 



臺中市東區尚武段社會住宅新建工程 

工程評選重點 

• 評分對象  

• 監造單位 

• 評分項目  

• 施工安全衛生監造技術 

評審項目 

1.安全衛生監造之政策  

2.施工安全衛生監造組織人力  

3.施工危害辨識能力(如取得職業安全衛生證
照及施工安全衛生工作經驗等) 

4.依工序訂定之安全衛生查核計畫 

5.依加強公共工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作業要點
第12點規定之執行績效  

6.安全衛生績效獎勵辦法之建立及落實  

7.安全衛生監造矯正及改善 

10% 



臺中市東區尚武段社會住宅新建工程 

工程評選重點 
• 評分對象  

• 施工廠商 

• 評分項目  

• 安全衛生政策 

評審項目 

1.由組織中最高管理階層核定  

2.將施工安全衛生融入經營理念  

3.追求高水準的安全衛生績效 

4.承諾提供適當資源落實施工安全衛生政策 

5.訂定並落實執行施工安全衛生管理目標  

6.利害相關者與全部員工的參與及諮商 

4% 



臺中市東區尚武段社會住宅新建工程 

工程評選重點 
• 評分對象  

• 施工廠商 

• 評分項目  

• 安全衛生組織人力及資源  

評審項目 

 1.總公司安全衛生專責部門及組織人
力 

  2.施工現場安全衛生組織人力  

 3.各級主管及管理、指揮施工現場安
全衛生組織人力 、監督有關人員之
施工安全衛生權責 

  4.施工安全衛生協議組織 

  5.施工安全風險評估小組  

 6.施工安全衛生經費 

8% 



臺中市東區尚武段社會住宅新建工程 

工程評選重點 
• 評分對象  

• 施工廠商 

• 評分項目  

• 安全衛生制 度計畫及實 施與
落實 

評審項目 
1.施工規劃階段之施工安全風險評估 

 2.高風險作業標準及管制機制 

 3.施工安全衛生設施及防災重點計畫  

4.施工安全圖說(含擋土支撐、施工架及模板
支撐等假設工程) 之建立及按圖施作查核
機制  

5.工作許可制度(含門禁管制、個人防護具、
禁用非法外國人 等) 

 6.協議組織會議運作及指揮權行使機制  

7.安全值星及聯合稽查等動態管理機制  

8.自動檢查機制 

 9.統一教育訓練  

10.緊急應變及醫療救護計畫  

11.工地安全衛生考核獎懲制度  

12.承包商安全衛生評比及選商制度 

 13.職業安全衛生文件管理  

30% 



臺中市東區尚武段社會住宅新建工程 

工程評選重點 

• 評分對象  

• 施工廠商 

• 評分項目  

• 安全衛生績效稽核及系統評
估改善 

評審項目 

 1.被動式監控:監控事故、疾病、傷
害及死亡案件 

 2.主動式監控:監控施工安全衛生計
畫執行程度 

  3.查核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之缺
失並改善追蹤確認  

 4.職業災害及虛驚事故檢討及改善並
回饋管理系統 

8% 



臺中市東區尚武段社會住宅新建工程 

工程評選重點 
• 評分對象  

• 施工廠商 

• 評分項目  

• 廠商扣分機制 

評審項目 
依施工廠商於簡報提供之所屬工程(含公

共工程及民間工程)於 3年內（以選
拔年度4月30日往前推3年前之5月1
日）曾發生職 業安全衛生法第37條
第2項第1、2款所稱職業災害（1人
死亡或 3人以上罹災），由委員審酌
施工廠商之簡報相關內容扣分(例 連
續3年內有均有上開職業災害，扣減
分數每1名勞工死亡1 分)。 



工程簡介 

111年12月12日 



臺中市東區尚武段社會住宅新建工程 

工程範圍  11  建築形式 

外飾主建材 地工型式/基礎型式 33  44  

22  基地面積9,983m² 

臺中公園 臺中棒球場 

丁掛磚 

格柵 

扁鐵欄杆 

總樓地板面80,858.56m² 
地上以上分四棟 

地上十四層 

RC結構 

屋突3層 

筏式基礎 

開挖面GL-15.25M 

安全支撐四層 

地下四層 

擋土柱L=19M 

02 

工程簡介 



工程團隊介紹 

主辦 
單位 

設計/監造 

單位 

施工
單位 

臺中市政府住宅發展工程處 

閻辰昌建築師事務所 

瑞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育樂 
BIM BIM 

AI AI 
食 

生活照顧 生活照顧 作業防範 作業防範 

行 

IT IT 

職安特色 : 全方位安心照護 職安特色 : 全方位安心照護 

多元學習 多元學習 

醫療照護 醫療照護 

衣 

住 



臺中市東區尚武段社會住宅新建工程 

最高管理階層對於推動施工安全衛生管理之參與 

安全衛生政策、目標及方案 

安全衛生管理組織人力 

對於規劃及設計所訂之施工安全衛生源頭管理事項 

對於監造單位執行安全衛生監督查核事項之規範及落實 

維運階段之施工安全衛生規劃 

施工階段之安全衛生監督成效 

安全衛生績效獎勵辦法之建立及落實 

安全衛生列入選商條件 

簡報大綱 

A-0 



臺中市東區尚武段社會住宅新建工程 A-1 

一.最高管理階層對於推動施工安全衛生管理之參與(1/3) 

施工安全衛生規劃及風險管理 壹. 

工程主辦機關最高管理階層對於推動施工安全衛生管理之參與 

臺中市勞動檢查處 
邱怡川 處長 

臺中市政府都發局 
黃文彬 局長 

臺中市政府住宅處  
陳全成 處長 

臺中市政府 
盧秀燕 市長 

台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長黃文彬代表市長盧秀燕至東區
尚武段等台中好宅視察工地，除向第一線工作人員加油，
提醒注意施工安全及注重室內裝修，親自視察工人施作
鋼筋模板作業情形，並指示工地除了要維持品質及進度，
施工安全也得更加注意。 

盧秀燕表示，台中市是友善的
城市也是經濟發展極為鼎盛的
城市，呼籲所有施工單位，都
能夠友善對待勞工朋友，打造
用餐良好環境，讓勞工朋友們
感受到尊重，我們和勞工朋友
一起建設富市台中 

尚武工地 

機關 



臺中市東區尚武段社會住宅新建工程 A-2 

一.最高管理階層對於推動施工安全衛生管理之參與(2/3) 

施工安全衛生規劃及風險管理 壹. 

每月召開 
  工程月會-檢討施工及職安執行狀況 

每周召開 
  業主及監造廠商共同召開之安全衛生施工協調會議 

2020/05/25 

主辦機關督導組織架構 

 

品質督導機制 

機關 



臺中市東區尚武段社會住宅新建工程 A-3 

一.最高管理階層對於推動施工安全衛生管理之參與(3/3) 

施工安全衛生規劃及風險管理 壹. 

副總工程司視察 

副處長視察 局長視察 

處長視察 

2019年4月~2021年7月，共計124次 

項次 督導與查核類別 次數 

1 工程施工查核 1 

2 臺中市政風室督導 2 

3 臺中市金安心輔導 1 

4 工程查核 8 

5 工程督導 1 

6 處長，副處長視察 18 

7 副總工程司督導 12 

8 局長督導 8 

9 業務主辦督導 73 

合計 124次 

機關 



臺中市東區尚武段社會住宅新建工程 A-4 

二.安全衛生政策、目標及方案 

施工安全衛生規劃及風險管理 壹. 

目標目標  工區零災害 

環境零污染 施工零職災  

交通零事故 

政策 
1.遵守安全衛生法規，善盡社會責任。 
2.啟動智能數據科技，優化職安管理。 
3.提高風險預應能力，尊重生命安全。  
4.承諾持續不斷改進，確保作業安全。 

 

 

 

 

 

方案 
重複缺失之大項列為每次稽核項目。 
發生職災之工地增加稽核次數。 

環境零污染 施工零職災 工區零災害 交通零事故 

機關 



臺中市東區尚武段社會住宅新建工程 

--召集人-- 
住宅工程處 處長 
陳成處長 

--安衛組-- 
住宅工程處 副處長 

陳壬 

--安衛組-- 
住宅工程處 副總工程司 

蘇同 

--職安與友善 
環境輔導小組— 
陳蜜工程員 

--安衛督導小組-- 
廖寪 股長 
楊充工程員 

--工程督導小組— 
許仁科長 
黃淵工程員 

A-5 

三.安全衛生管理組織人力(1/2) 

施工安全衛生規劃及風險管理 壹. 

職業安全衛生督導小組  

勞工安全衛生 

管理員結業證書 建築師證書 

工程同仁全數 

取得職安卡 

機關 



臺中市東區尚武段社會住宅新建工程 A-6 

三.安全衛生管理組織人力(2/2) 

施工安全衛生規劃及風險管理 壹. 

2020/11/11 

2020/11/12 

2020/11/11 

臺
灣
職
安
卡
教
育
訓
練 

鋼
筋
教
育
訓
練 

2021/02/23 

2021/02/23 

上課地點：尚武公宅工務所 

2020/11/12 

2020/11/12 

機關 



臺中市東區尚武段社會住宅新建工程 A-7 

四.對於規劃及設計所訂之施工安全衛生源頭管理事項 

施工安全衛生規劃及風險管理 壹. 

設計階段時設計單位針對工程執行中可能發生之風險進行評估並選
擇最佳工法，降低主要風險。 
本案採風險評估模式使用之風險管理流程，將風險控制順序原則依
層級處置：  

消除風險： 
修正設計或改變施工方法消除可能之危害狀況。 
降低風險： 
採取適當設計及（或）施工方法，降低風險程度及影響範圍。 
行政措施： 
訂定作業程序、作業標準、查核計畫、實施教育訓練、資格管
理等，以維持安全狀況。 
阻絕風險： 
以防護設施等，攔阻中斷危害作用過程，以消除或降低風險。 
個人防護具： 
使用個人防護具，將風險，隔絕或降低其作用程度。  

1 

2 

3 

4 

5 

設計
階段 

契約
規定 

施工
階段 

1.汛期工地防災減災 
2.工地現場即時影像 
3.勞安設施標準圖說 

1 

2 

3 

3I 

機關 



臺中市東區尚武段社會住宅新建工程 A-8 

五.對於監造單位執行安全衛生監督查核事項之規範及落實 

施工安全衛生規劃及風險管理 壹. 

相關 

法規 

職業安全衛生法
及其施行細則 

加強公共工程安全
衛生管理作業要點 

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辦法 

職業安全衛生 

設施規則 

其他相關 

法規 

監造契約 監督執行估定職業安全衛生、交通維持及環境保護。 

設計階段 
(1)工程本質安全設計防災作為檢討 
(2)依據結構設計，工法及施工狀況研訂安全衛生計畫書 

施工前 
(1)召開施工前協調會議 
(2)承包商施工前提報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施工階段 
(1)監造單位審核安全衛生檢查計畫 
(2)落實相關安衛計畫管理執行 

施工前協調會議 

機關 



臺中市東區尚武段社會住宅新建工程 A-9 

六.施工階段之安全衛生監督成效(1/3) 

施工安全衛生規劃及風險管理 壹. 

安全計畫審查流程 

主
辦
單
位 

施
工
單
位 

監
造
單
位 

 
各類計畫書 

 

臺中市政府 
住宅發展工程處 

核   定 

不
合
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不合格 

退回 
修改 

不
合
格 

閻辰昌建築師事務所 

項次 計畫書名稱 核定日期 核定文號 

1 整體品質計畫 

108.03.28 
中市都住工第

1080006858號
核定 

2 整體施工計畫 

3 
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計畫 

108年03月28日核定 

108年04月02日開工 

機關 



臺中市東區尚武段社會住宅新建工程 A-10 

六.施工階段之安全衛生監督成效(2/3) 

施工安全衛生規劃及風險管理 壹. 

主辦機關安衛督導管理作為 

規劃階段 施工中 施工中 施工中 

安衛環保預算
編列 

環保及危評計
畫書報核 

要求承商 

按契約辦理 

不定期 

職安稽核 

稽核缺失函請監造單位督導 

承包商限期改善，於辦理缺失改善複核後，函

覆改善成果以茲結案 

規劃設計階段 

安衛、環保各工程項目，依設計階段風險

評估報告內容量化編列，以利施工時可確
實要求承包商執行 

動工前 
承包商須提報職安管理人員設置報備書、

經轉報有關機關核備後始可動工。 

施工中 
各處室依相關規定不定期赴工地辦理職

安稽核 

缺失項目 

改善照片 

缺失改善 

機關 



臺中市東區尚武段社會住宅新建工程 A-11 

六.施工階段之安全衛生監督成效(3/3) 

施工安全衛生規劃及風險管理 壹. 

掌握 

高風險工項 

安排督導 

現場 

立即檢討 

• 掌握廠商每月施工項目 
• 每周月會提出防範措施 

• 依作業項目每周安排督導 
• 檢視確認相關安衛作為 

• 列缺點每周會議追蹤檢討 

1.落實文件紀錄 
 落實稽查督導機制 

2.督導限期改善 
 依督導紀錄表， 要求限期改善 

3.改善情形比較 
 執行改善， 檢附前中後照片 

追蹤檢討(缺失改善) 

機關 



臺中市東區尚武段社會住宅新建工程 A-12 

七.安全衛生績效獎勵辦法之建立及落實 

施工安全衛生規劃及風險管理 壹. 

臺中市政府住宅發展工程處執行安全衛生績效獎勵辦法： 

1. 該工程獲得本市金安心計畫、勞動部金安獎或相關職安

獎項依其計畫獎勵辦法給予相關工程承辦人員敘獎以
及於公開場合頒給獎狀獎金，以資鼓勵。 

2. 該相關工程承辦人員於當年度考績予以酌量加分並列入

日後陞遷優先對象。 

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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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安全衛生列入選商條件 

施工安全衛生規劃及風險管理 壹. 

•安全衛生管理費用應編列較高之比例。 

•嚴格執行工安管理計畫。 

•對於較高風險之交付承攬工程，應輔導承攬人加
強工安管理措施。 

•依風險評估技術指引強化工安措施。 

訂定「工程承攬契約之工安項目」 1 

•將安全衛生管理能力列入評分項目。 

    採用「最有利標」決標方式 2 

資 格 標 

評選合格廠商 

    安全衛生列入選商條件 3 

1.專業能力、過去履約績效及財力證明 

2.工程管理及工期-工程組織人員（勞安人員2名） 

3.價格組成之完整性及合理性-勞安衛費用(至少為總工程經費1.2％)。 

評分項目 

1.安全衛生管理能力 

2.金安獎參選意願 

3.五年內職安獲獎及職災紀錄 

 
 

投標企劃書 

安全作為 
為優點加分項目 

 

依勞動部103年12月30日頒布之 

加強公共工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作業要點 

第5點規定，於招標文件之綜合評選或評分審查項目。 

納入廠商投標標的之安全衛生管理能力 

 

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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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維運階段之施工安全衛生規劃-1/2 

施工安全衛生規劃及風險管理 壹. 

施工階段導入BIM模型建置 

現場校正BIM竣工模型 

全面建置建築物的維運資料 

推動安全衛生的智慧管理 

1 

2 

3 

4 

分類 
發電機 

設備 
照明 

設備 
空調 

設備 
浴廁 

設備 
昇降 

設備 

名稱 發電機 照明燈具 空調主機 便斗/馬桶 電梯 

模型資訊      

製造供應廠商      

保養廠商  □  □  

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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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維運階段之施工安全衛生規劃-2/2 

施工安全衛生規劃及風險管理 壹. 

•2020智慧城市創新應用獎(第七屆) 

創新科技應用-「4D_ BIM 雲端管理平臺」(BIM+FM)   設施設備智能管理 

 

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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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評選重點 
• 評分對象  

• 所有評分對象 

 

• 評分項目  

• 其它特殊優良機制 

評審項目 
1.擔任營造業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團體擔任幹部

及提供職業災 害預防技術與文件、協助勞
動檢查機構辦理安全衛生輔導 及宣導、與
勞動檢查機構締結安全伙伴、辦理安全區
域聯 防等 

2.已通過 CNS 45001驗證  

3.採用建築資訊模型(BIM)實施施工安全應用、
採用物聯網(Io T)實施施工安全管理、採
用臺灣職安卡等教育訓練文件實施 進場管
制、透過 AI 人工智慧進行危害自動辨識
或管制、外 籍移工實施臺灣職安卡教育訓
練等  

4.工程有投保團體傷害保險 

 5.配合國家政策及法規、推動工作者保護相
關事項 (例如：防 癌篩檢、協助原住民就
業或取得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資格 、勞
動條件)等  

6.其他施工安全衛生創新作為及科技化應用等 

A-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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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已通過 CNS 45001驗證  

其他特殊優良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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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施臺灣職安卡教育訓練 

其他特殊優良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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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特殊優良機制 
四.移工管理—面面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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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危害風險區域分佈圖~預先告知潛在風險 

★可互動開口護欄警語★ 

★警語提醒及危害告知★ 

五.採用建築資訊模型(BIM)實施施工安全應用 

其他特殊優良機制  

各層樓出入口及樓梯 

A-21 



臺中市東區尚武段社會住宅新建工程 

其他特殊優良機制 
六.工程投保團體傷害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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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推動工作者保護-健康保護措施 

其他特殊優良機制 伍. 

工地舉辦員工體格檢查&健康促進活動 

口腔黏膜篩檢活動3場次 

110年 

108年 
109年 

移工健康檢查LINE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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