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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職業安全衛生範圍職業安全衛生範圍

適用職業安全衛生之行業適用職業安全衛生之行業

人力銀行勞安職缺人力銀行勞安職缺

職業安全衛生專業證照職業安全衛生專業證照

如何取得證照如何取得證照

安全衛生人員之職責安全衛生人員之職責

災害發生原因災害發生原因

危害認識個案說明危害認識個案說明

學歷：

國立台灣科技大學工業管理系（主修人因工程）博士
國立台灣科技大學管理研究所工業管理學程碩士
中原大學工業工程學系學士
聖約翰科技大學（新埔工專）工業工程與管理科畢業

相關之經歷:

聖約翰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理系副教授兼任系主任
聖約翰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理系助理教授
聖約翰技術學院工業工程與管理系講師
明志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理系兼任講師
中華映管股份有限公司經營處工程師

證照與學歷：

勞工安全管理師資格，北勞安字第0990861546號

勞工安全衛生管理員技術士，103-031082號。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工業工程科及格，考試院84年

度專門職業與技術人員高等考試，（84）專高字第1729號。

工業工程技師，經濟部台工登字第013960號。

現場安全衛生監督人員訓練班結業證書，中華民國工業安全

衛生協會，（91）安福現場字第32034號。

生物醫學工程學程結業，國立台灣科技大學工程學院，臺科

大工院(94)證字第051號。

專長: 人因工程、生物力學、工作研究、工業安全與衛生

職業安全衛生範圍職業安全衛生範圍

包含『職業傷害』
與『職業疾病』之
預防
機械安全

電氣安全

化學安全

營建工程安全

消防安全

人因工程

勞動心理……等等

安全防護

自動控制

通風換氣

墬落預防

防火防爆

肌肉骨骼傷害

噪音、照明、溫溼、異
常氣壓、輻射

工作與休閒

適用職業安全衛生之行業適用職業安全衛生之行業

農、林、漁、牧業。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製造業。

營造業。

水電燃氣業。

運輸、倉儲及通信業。

餐旅業。

機械設備租賃業。

環境衛生服務業。

大眾傳播業。

醫療保健服務業。

修理服務業。

洗染業。

國防事業。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之事業。(保險、金融及保險

業、保全、休閒服務業、家庭
電器零售業、學校之實驗室實
習工廠)



人力銀行勞安職缺人力銀行勞安職缺 資料來源：104人力銀行

資料來源：104人力銀行

資料來源：104人力銀行

職業安全衛生專業證照職業安全衛生專業證照

勞工安全衛生業務主
管

甲種勞工安全衛生業
務主管

乙種勞工安全衛生業
務主管

丙種勞工安全衛生業
務主管

勞工安全衛生管理員

乙級勞工安全衛生技
術士

勞工安全管理師

甲級勞工安全技術士

勞工衛生管理師

甲級勞工衛生技術士

工業安全技師(高考)

如何取得證照如何取得證照

勞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至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認可之『勞工安全衛生訓練機
構』訓練結業經測驗合格者

甲種勞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訓練42小時
僱用勞工人數在一百人以上者

乙種勞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訓練35小時
僱用勞工人數在三十人以上未滿一百人者

丙種勞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訓練21小時
僱用勞工人數未滿三十人者



如何取得證照如何取得證照

勞工安全衛生管理員

1.具有勞工安全管理師或勞工衛生管理師資格者。

2.國內外大專院校工業安全衛生專門類科畢業，或工
業安全衛生相關科系畢業，並曾修畢工業安全衛生
相關科目十八學分以上者。 103年7月1日停止適用。
3.領有勞工安全衛生管理乙級技術士證照者。

4.曾任勞動檢查員，具有勞動檢查工作經驗滿二年以
上者。

乙級技術士資格乙級技術士資格

1.高級中學、高級職業學校以上畢業，具有現場經驗
1年以上，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訓練結業者(勞工
安全衛生管理員)。107小時
2.普通考試及格，具現場經驗1年以上，並經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之訓練結業者(勞工安全衛生管理員)。
3.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肄業修畢工業安全、工業衛生
相關科目9學分以上者(依附表1及附表2所列核心科
目學分數必須佔所規定學分數一半以上，配合其他
表列科目學分數達9學分以上者，即符合報檢資格)。
資格附表1及附表2 四技學分

勞工安全管理師勞工安全管理師

1.高等考試工業安全類科錄取或具有工業安全
技師資格者。

2.領有勞工安全管理甲級技術士證照者。

3.曾任勞動檢查員，具有勞工安全檢查工作經
驗滿三年以上者。

4.具有國內外大學院校工業安全碩士學位，或
工業安全相關類科碩士以上學位，並曾修畢工
業安全相關科目十八學分以上者。101年7月1
日停止適用。

勞工衛生管理師勞工衛生管理師

1.高等考試工業衛生類科錄取或具有工礦衛生
技師資格者。

2.領有勞工衛生管理甲級技術士證照者。

3.曾任勞動檢查員，具有勞工衛生檢查工作經
驗滿三年以上者。

4.具有國內外大學院校工業衛生碩士學位，或
工業衛生相關類科碩士以上學位，並曾修畢工
業衛生相關科目十八學分以上者。 101年7月1
日停止適用。

甲級安全技術士資格甲級安全技術士資格

1.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工業安全專門類科畢業者(工
業安全與衛生、職業安全與衛生)。
2.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修畢工業安全相關科目
18學分以上者(依附表1規定辦理)。
3.具有現場經驗5年以上，取得勞工安全衛生管理乙
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證照，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
訓練結業者(勞工安全管理師)。115小時
4.高等考試或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考試及格，具
現場經驗1年以上，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訓練結
業者(勞工安全管理師)。

甲級衛生技術士資格甲級衛生技術士資格

1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工業衛生專門類科畢業者。

2.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修畢工業衛生相關科目
18學分以上者(依附表2規定辦理)。
3.具有現場經驗5年以上，取得勞工安全衛生管理乙
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證照，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
訓練結業者(勞工衛生管理師)。 115小時
4.高等考試或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考試及格，具
現場經驗1年以上，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訓練結
業者(勞工衛生管理師)。



如何準備如何準備

1.具備9學分者：研讀勞工安全衛生管理

員訓練教材及勞工安全衛生法規，熟

讀考古題。

2.未具備9學分者：參加行政院勞工委員

會認可之『職業訓練機構勞工安全衛生

管理員訓練』結業者。再研讀訓練教材

及勞工安全衛生法規，熟讀考古題。
(訓練單位：中華民國職業安全衛生協會)

網址：www.twd.org.tw

如何準備如何準備

1.勞工安全衛生法規 30%
2.勞工安全衛生計劃與管理30%
3.專業課程 40%

學科: 80題單選題，每題1.25分。
術科:10題。

安全衛生人員之職責安全衛生人員之職責

1.釐訂職業災害防止計畫、緊急應變計畫，並
指導有關部門實施。

2.規劃、督導各部門辦理勞工安全衛生稽核及
管理。

3.規劃、督導安全衛生設施之檢點與檢查。
4.規劃、督導有關人員實施巡視、定期檢查、
重點檢查、危害通識及作業環境測定。

5.規劃、實施勞工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安全衛生人員之職責安全衛生人員之職責

6.規劃勞工健康檢查，實施健康管理。

7.督導勞工疾病、傷害、殘廢、死亡等職業災
害之調查處理及統計分析。

8.實施安全衛生績效管理評估，並提供勞工安
全衛生諮詢服務。

9.提供有關勞工安全衛生管理資料及建議。

10.其他有關勞工安全衛生管理事項。

安全衛生人員之職責安全衛生人員之職責

6.規劃勞工健康檢查，實施健康管理。

7.督導勞工疾病、傷害、殘廢、死亡等職業災
害之調查處理及統計分析。

8.實施安全衛生績效管理評估，並提供勞工安
全衛生諮詢服務。

9.提供有關勞工安全衛生管理資料及建議。

10.其他有關勞工安全衛生管理事項。

災害發生原因災害發生原因

一、不安全設備環境:
機械無安全防護裝置、漏電、無防護開口或平台…
等等

二、不安全動作行為 :

疏忽不注意、未按照作業要領、未遵守禁止事項、
未使用安全裝備、身體狀態不佳…等等

三、天災 :地震、颱風等



危害之預防危害之預防

一、危害之評估--危害認識(人.物.設備.環境.
製程)

大部分災害原因早已存在，只是未被發掘，
實施「安全稽核」，評估危害因素可消弭災害。

二、危害之控制
1.發生源之控制--以無危害或低危害製程取代
2.危害途徑之控制--密閉、隔離、自動操作
3.暴露者之控制--防護具之使用
三、管理及訓練
實施自動檢查、自主檢查
勞工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危害認識危害認識

感謝邱忠本先生提供相關資料

中華民國職業安全衛生協會前理事長

台灣惟端有限公司 經 理

惟端工礦衛生技師事務所技 師

台達電子工業(股)公司 工安顧問

危害認識危害認識11

電源供應
器產品測
試架，為
防成品刮
傷，使用
包裝泡棉
墊測試之
成品?

危害認識危害認識22

電氣線路
銜接是否
安全?

結果結果 正確方式正確方式



危害認識危害認識3.13.1

超音波清洗機使用有機溶劑
清洗

鋼板清洗機

使用異丙醇清洗

危害認識危害認識3.23.2

超音波清洗機使用有機溶劑
清洗

2005/11/28上午10:00，清洗室的窗戶處有火焰
冒出，隨著身後轟的一聲巨響，抽風管、門
窗、玻璃都跟著飛了，牆壁上也著火了。

清洗室排風窗口玻璃被
震碎; 清洗室門被氣爆
衝擊力毀損，飛至馬路

對面草坪

清洗室東側玻璃被震碎，碎玻璃片
遍布道路及草坪上；南面溶劑室側

門被氣爆產生震動毀壞

危害認識危害認識44

公司舉行整潔競賽，使用異丙醇擦拭輸送帶、桌子
及地板

溶劑擦拭地板..氣爆

2006.8.9. 使用去漬油
溶劑清洗模具房地板
油污，隔壁從事模具
架安裝，打磨金屬架
時，產生火花，引燃
清理地板之溶劑發生
氣爆，4人受傷(三人
12,38,46%之燒傷及一
人手部骨折)。



危害認識危害認識55 危害認識危害認識66

危害認識危害認識77

2006.11.09.工安巡查缺失之一；2F F25靜音室放有熱
風槍，且裡面電源線零亂，靜音室內安裝吸音棉無防
火效果，存在火災隱患

泡棉有
脫落現
象

使用
熱風
槍

結果結果

2006.11.12.  下午四點 靜音室發生火災

2005.04.27.

問題點: TNC厂車間
人員穿戴長圍巾,存
在被机器卷入危險

責任單位: TNC生技

危害認識危害認識88 案例案例

2006.02.02.洗衣女工（紅箭頭處）因絲巾被捲進
機器內，遭勒斷脖子，頭顱（藍箭頭處）滾到三

公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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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