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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安全衛生管理組織

成立「稽查小組」辦理監造工地安全衛生考核。
安全衛生管理績效之評估。
規劃實施安全衛生相關教育訓練。
協助專管/監造單位爭取安全衛生獎項。

台灣世曦制定強化工程監造安衛管理要點

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三級架構

建構「執行、輔導、考核」層次之安
衛管理組織，以提升安全衛生管理成效
，達「零職災、永健康」目標。

現場監督、巡視與抽查安衛管理事項。
依風險評估之成果，掌握施工階段監造之安衛監督重點。
監督施工廠商依安衛規定執行。
監督施工廠商之施工風險管控作業。
監督施工廠商協議組織運作。
監督施工廠商辦理必要之工地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緊急及意外事故之配合調查及通報。

第一級(監造工務所)

依職權監督所屬執行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視需求辦理部門交叉互檢機制，
督導「安全衛生監督查核計畫」之執行。

督導各監造工務所落實監造計畫及實施安衛查核業務。

第二級(部門、獨立專案)

第三級(總公司/職安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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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安全衛生管理組織

CECI職安衛一級組織 :

監造工程師
吳紹榮
張育嘉

監造工程師
王志宏
林煒棠

安衛工程師
翁晟富

監造組 安衛環保組鋼構機電組

監造負責人

林正國

監造簽證技師

葉錦璋
證照項目/人員

葉
錦
璋

林
正
國

吳
紹
榮

王
志
宏

翁
晟
富

張
育
嘉

林
煒
棠

合
計

專業技師(土木) ◎ 1

品管證照 ◎ ◎ ◎ ◎ ◎ ◎ ◎ 7

工地主任 ◎ ◎ 2

職安衛乙級技術士 ◎ ◎ 2

甲種職安衛業務主管 ◎ ◎ ◎ ◎ ◎ 5

落實全員工安

抽查個人防護具及酒測 督導勤前教育宣導 抽查吊車進場管制情形抽查安全護欄高度及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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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安全衛生管理組織

CECI職安衛一級執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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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安全衛生管理組織

CECI高工處職安衛二級輔導 :
項次 日期 單位 領隊
1 109.01.15 高工處主管 資深協理 視察輔導
2 109.03.20 高工處主管 資深協理 視察輔導
3 109.05.11 高工處主管 資深協理 視察輔導
4 109.08.11 高工處主管 資深協理 視察輔導
5 109.12.15 高工處主管 資深協理 視察輔導
6 110.03.11 高工處主管 資深協理 視察輔導
7 110.04.28 高工處主管 資深協理 視察輔導
8 110.05.06 二級輔導 安衛人員 視察輔導
9 110.06.01 高工處主管 資深協理 視察輔導
10 110.06.03 高工處主管 資深協理 視察輔導
11 110.09.08 二級輔導 部門周顧問 視察輔導
12 111.02.25 二級輔導 部門副理 視察輔導
13 111.03.09 部門交叉稽查 監造負責人 視察輔導

部門資深協理視察高工處二級稽查部門顧問視察高工處二級輔導

部門、跨部門及跨工地共計輔導13次

開立輔導紀錄及改善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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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安全衛生管理組織

CECI職安部職安衛三級考核 :
日期 總公司單位 領隊 執行業務

1 108.11.28 總工程師室 考核

2 109.06.23~24 職安中心 部門協理 考核

3 109.11.20 總工程師室 總經理 督導

4 110.04.29 總工程師室 副總經理 督導

5 110.05.10 職安中心 部門協理 考核

6 110.10.20 職安中心安衛考核組 委員 督導

7 110.11.02 總工程師室 副總經理 督導

8 111.03.24 總工程師室 副總經理 督導

總公司辦理
年度考核：3次
督導：5次

108年度總工程師室考核 110年度職安中心考核

副總經理督導缺失回復

110.11.02副總經理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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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公司管理階層職安衛之參與

台灣世曦對於工程施工安全相當重視，於本工程NTP前起始會議，即要求專管監造同
仁，在品質與安全條件下，齊心盡力以推動工程。施工期間公司高階主管總經理、資
深協理、部門主管及職安中心協理，亦至工地督導，其中總公司更遴選本工程為BVC

重新驗證「ISO:45001」及「臺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TOSHMS」標竿工地，相當
於全公司基層至高階主管一同為本工程施工安全推動，期將職安衛工作做好。

總經理督導 副總經理督導 BVC重新驗證「ISO:4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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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安全衛生政策、目標及方案

配合勞動部職安署推動「安穩工作」、「安心職場」及「安全勞動」等勞
工3安政策，並由本公司施義芳董事長親自簽署發布安全衛生政策及目標

台灣世曦推動職安衛工作主要方案為確保提供同仁安
全、健康與友善的工作環境，於工程上，服務捷運局
同心致力維護職安衛法規並落實風險評估作業，台灣
世曦設有三級職安部考核及總工程師室工安查報，推
動工程團隊全員參與職安衛工作，以達「零職災、永
健康」之目標。

公司護理師關切同仁身體健康 公司設置專業諮詢關切同仁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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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風險管理執行情形

本工程107年10月22日工作起始日開始細部設計、108年4月25日實質開工

1.PCM於107年10月31日專案技術協調會記錄指示，依職安法第5條及契約規定(機
關需求書3.2)於細設階段由設計單位送審工程施工風險評估報告。
2.PCM協助細設單位擬定風險評估內容與架構，實質施工前將施工階段之風險項目
逐一辨識、評估其風險並研擬對策，施工期間由統包商邀集主辦機關、PCM及監造
單位定期召開施工風險會議，檢討風險管控情形並採取具體措施，以期避開或降低
不利風險因素，進一步提升有利施工條件。

作業名稱 風險等級 危害類型

1 基樁施工 高度→中度 墜落、倒塌、被撞、飛落

2 基礎施工 高度→中度 墜落、倒塌、被撞、飛落

3 鋼構吊裝 高度→中度 墜落、倒塌、飛落、滾落

4 局限空間 高度→中度 缺氧、中毒、爆炸

5 墩柱施工 高度→低度 倒塌、被撞、飛落、感電

6 場撐施工 高度→中度 墜落、倒塌崩塌、飛落

監造技師、主任、安衛工程師等
統包商主任、所長等施工安全評估人
員

每月風險評估會議 高風險管理項目每月滾動檢討
管控符合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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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風險管理執行情形

1.預先制定工程風險評估流程，並要求統包商按此原則提送設計階段風險評估報告
2.設計作業中的安全評估，係為一連串的施工模擬及安全評估，目的係為確保設計
成果之安全性，檢核出設計內容於施工時可能出現之危害狀況並研擬預防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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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風險管理執行情形

細部設計前:
PCM根據工程特性、基本設計及現場踏勘等，檢列出設計階段施工安全之初步潛在
危害辨識及初步處理對策。

初步拆解本工程施工安全危害
之主要因來自「橋梁工程」、
「鋼構車站」、「魚脊橋(懸
臂工法)」、「介壽路橋抬高
」及「天候因素」，再由主要
因分析次要因，以要因圖方式
分析施工安全風險如圖魚骨圖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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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風險管理執行情形

次要因風險描述:

主要說明危害來自
何處，此階段需有
經驗專業工程師收
集各工項相關工安
案例資料，並經會
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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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風險管理執行情形

重要危害之要因風險態樣

開挖支撐變形 墩柱鋼筋倒塌 模板支撐倒塌

懸臂工作車翻覆 預力I梁吊裝事故 鋼構吊裝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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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風險管理執行情形

初步處理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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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風險管理執行情形

細部設計階段 : 協助設計單位風險處理之對策

1.詳細調查污水管，須預為避讓，避免基樁損壞污水管而造成災害，設計採基礎擴基
，施工範圍加大，施工考量交維路幅不夠，基礎須採半半施工。

基樁
避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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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風險管理執行情形

細部設計階段 : 協助設計單位風險處理之對策
2.介壽陸橋抬高工程，事先規劃半半施工，以維持橋面車輛通行。
利用夜間封路，吊離、安裝 I 型梁，確保台1線用路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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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風險管理執行情形

細部設計階段 : 協助設計單位風險處理之對策

3.介壽陸橋抬高縱坡優化調整:

原方案縱坡施工範圍282m，縮減為213m，
無需抬高臺鐵橋，消弭對臺鐵營運施工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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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風險管理執行情形

細部設計階段 : 協助設計單位風險處理之對策

4.跨溪橋南岸結構位置南移5m(無須破堤施工)，並增設基樁(防止掏刷差異沉陷)

，以確保阿公店溪汛期施工安全及永久結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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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風險管理執行情形

5.跨阿公店溪橋線形跨越台1線上空，原採用RC場鑄懸臂工法。
考量施工期間橋下用路人安全，改採鋼構(預鑄模式)工法，
可大幅縮減工期、現場出工人次而降低施工風險(特別是物體飛落、人員墜落)。

細部設計階段 : 協助設計單位風險處理之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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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風險管理執行情形

6.RK1高架車站路口2處落墩(柱線C、柱線D1)合併為1處，
避開路口中央落墩，消除交叉路口通識障礙，降低完工後的交通事故頻率。

細部設計階段 : 協助設計單位風險處理之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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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風險管理執行情形

細部設計階段 : 協助設計單位風險處理之對策

專管單位協助統包商風險處理對策 :

消除風險計有3項、降低風險計有3項

工程項目 風險處理 對策主要內容

05-1污水管牴觸基樁 消除風險 詳細調查，基樁位置預為考量避讓

05-2介壽陸橋上構拆除、吊裝鋼梁 降低風險 採夜間封路，降低用路人事故風險

05-3介壽陸橋工程範圍包含台鐵橋 消除風險 抬高縱坡再調整縮小工程範圍，消彌台鐵營運不安全因素

05-4跨溪橋橋台位置與結構 消除風險 橋台位置南移，無須破堤施工，消除汛期施工風險。
橋台增設基樁，防止結構因掏刷而造成不安全。

05-5跨溪橋採用鋼構 降低風險 橋梁線型跨入台一線，由場鑄懸臂工法改預鑄鋼構吊裝，
降低施工風險及用路人事故風險。

05-6民有路口2座橋墩合併1座 降低風險 路口合併墩位減少落墩，優化永久路型通視，降低用路人
事故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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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職安衛督導執行情形

捷運局
(督導、巡檢)

專管單位
(安衛督導、安衛檢討)

監造單位(職安衛監督查核)

統包商(安衛自主檢查、風險會議)

自主檢查 1096次
風險會議 23次
每日夜間交維回報

職安衛檢查 832次
高風險檢查 305次

安衛督導 47次
工地安衛檢討會 120次

{

{

{

月督導 33次
安衛巡檢 92次

職安衛督導機制

高雄市勞檢處輔導2次
工業安全衛生協會:
第三方驗證輔導1次
施工架垂直輔導1次

 落實檢查，開立缺失
 追蹤改善，檢討回饋

督導重點

副局長督導 25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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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職安衛督導執行情形

PCM每月2次施工(含職安衛)督導

歷次督導缺失，皆已期限內改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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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職安衛督導執行情形

PCM施工督導執行情形(紀錄、缺失追蹤改善)

PCM施工督導紀錄(含進度、品質、安衛環保) 缺失改善紀錄

統包商簽名

監造單位簽名
缺失限期改善



PCM-25

05、職安衛督導執行情形

要求監造單位每日檢查職安衛設施，並以即時通訊回報捷運局群族。
統包商每日交維夜間巡檢，並以即時通訊回報捷運局群族。

監造單位每日職安衛檢查 每日交維夜間巡檢夜間吊裝職安衛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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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職安衛督導執行情形

PCM透過每月2次職安衛督導、主持每週工地安衛檢討會、參加統包商的每月協議組
織會及每月風險管理會議等，再藉由持續走動檢查、滾動式檢討，本工程至今無發生
重大職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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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職安衛績效獎勵辦法

三級考核:

1.甲等(90分以上)：頒發該工程標案監造單位團體獎金一萬元。
2.乙等(80分以上，未達90分)：考核成績逾85

分以上者，頒發該工程標案監造單位團體獎金
五千元。
3.丙等(未達80分)者，受查單位應即進行改善，
並於一個月內提出缺失改善報告予職安中心。
二級輔導:對於績優者辦理公開表揚或頒發獎金(額度五千
元以下)，並列為員工考評之參考。

依本公司強化工程監造(含專管)安衛管理要點辦理三級安衛監督作業，
輔導及考核完成後依考核獎勵辦法辦理。

台灣世曦
職安中心
109.6.24考核87分
110.5.10考核90分
同仁獲頒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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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職安衛績效獎勵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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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防災耐久性執行情形

基樁、基礎RC採用抗硫II型水泥
墩柱RC採用SCC，不易產生蜂窩
免拆模板(鋼格網)，第二階段澆置前拆除，確保RC保護層。
鋼構底漆(1st)採無機鋅粉底漆，維持長期之防銹效果。
鋼構螺栓斷尾鎖固，斷尾處磨平處理，防止鏽蝕。
雜散電流防治，防止結構鋼筋與金屬管線腐蝕。

墩柱RC採用SCC，不易產生蜂窩 鋼格網第二階段澆置前鑿除 螺栓斷尾處磨平處理

噴砂除銹表面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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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環保執行情形

空氣品質作為

設置施工圍籬

定期清掃塵土及認養道路

裸露地表覆蓋防塵網

監控土石運輸將監控結果
定期送環保局 週遭道路清理 圍籬透明帆布定期更換

認養道路維護 裸露地表覆蓋防塵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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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環保執行情形

噪音振動

介壽陸橋拆除採切割工法，降低噪音振動 鄰近商家採靜壓式板樁，降低噪
音振動影響、確保鄰房結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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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交通維持

1.施工前需辦理交維說明會
2.使用半阻隔式圍籬搭配透明帆布，增加道路通視性，有效提升交通安全。
3.施工期間亦須與地方商家保持溝通協調，充分說明施工期程。

4.主要影響區段全天候派遣義交人員引導車流，協助使用路人適應。
5.封閉道路施工以夜間為，施工前宣導(警廣、交通局發佈、捷運局社群網
頁宣導)，施工中確認交維設施及指揮人員，確實管控於申請時間內開放通
車，避免影響車流。
6.工區各項交維措施將定期巡檢，遇有設施損壞、缺漏，則追蹤立即修繕、
補充，路面有破損及不平整處亦要求立即修補；每日確認工區夜間警示、
照明燈具功能良好，出入口確實封閉，以維持用路人行車安全。

交維安全對策_確保用路人安全

定期巡檢、維護及路面修復

辦理交維說明會 半阻隔式圍籬搭配透明帆布(定期清洗) 地方商家保持溝通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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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基於安全考量之工法研擬

全套管基樁施工鄰近油管，
搖管器出力可能造成油管下
陷而漏油。

油管保護措施:靜壓式板樁預先隔離油管，增設地梁及地盤改良，以穩固地盤，施
工中加強監測，確保油管在施工中安全狀態。

高危險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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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基於安全考量之工法研擬

跨阿公店溪鋼橋吊裝 :
鋼構吊裝棧橋因需承受300T吊車
，棧橋支撐跨距小於10m，
無法滿足跨河構造物申請規定

困難 : 對策 :

棧橋支撐最大跨距約
7.5m<規定10m以上 P101A101

鋼橋採頂昇滑移工法:
減少臨時支撐落墩符合申請規定，
確保施工期間水流斷面順暢，
降低施工風險並提高定位精度

跨溪鋼橋_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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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基於安全考量之工法研擬

跨溪鋼橋_研擬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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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基於安全考量之工法研擬

跨溪鋼橋採國內首創頂昇滑移工法 :

特色 : 1.減少臨時支撐落墩數量，確保施工期間水流斷面順暢。

2.利用位能轉換成推進動能，無需龐大反力座。

2.低噪音振動且無污染、亦不受雨天影響。

3.現場動員工班人數少，降低施工風險且解決缺工問題。

4.與柱頭採端進閉合，解決溫差閉合困難之問題。

跨溪鋼橋_成果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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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基於安全考量之工法研擬

施工團隊全員參與防災減災任務

營造安全、健康、友善的工作環境

達成職場零災害、零事故、零處罰的目標

結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