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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練暨廉政法紀宣導

職業安全衍生之刑事責任探討



刑法第10條第2項：公務員例示

刑法第10條第2項第1款
前段
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
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
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

刑法第10條第2項第1款
後段
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
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
權限者。

刑法第10條第2項第2款
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
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
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
之公共事務者。

1、局（處）長，副局（處）長、主任秘書、專門委
員、科長、股長、科（課）員。

2、不包括：服務於公營事業機構、公立學校與公立
醫院人員；僅從事機械性或勞動性工作的技工或
工友。

1、農田水利會會長及其專任職員。（依水利法及農
田水利會組織通則）

2、各公立學校或公營事業之承辦監辦採購人員。
（依政府採購法）

判斷標準：是否有依法令授權執行公共事務，而
公共事務係以有關公權力行使的事項為限。

1、私立學校錄取學生、確定學籍、獎懲學生、核發
畢業證書或學位證書。（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382號）

2、商品檢驗的委託。（依商品檢驗法）

3、主管機關委託專業機構或人員檢查供公眾使用之
建築物。（依建築法） …

…
1

身分公務員

2
授權公務員

3
委託公務員

簡報引用法務部廉政署 106年 破解圖利陷阱－案例篇Part1參考簡報



貪污治罪條例 第 4 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台幣一億元以下罰金：

一、竊取或侵占公用或公有器材、財物者。

二、藉勢或藉端勒索、勒徵、強占或強募財物者。

三、建築或經辦公用工程或購辦公用器材、物品，浮
報價額、數量、收取回扣或有其他舞弊情事者。

四、以公用運輸工具裝運違禁物品或漏稅物品者。

五、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
其他不正利益者。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之未遂犯罰之。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00007&flno=4


案例介紹

甲自2005年6月起任職勞動部南區職安中心檢查
員，負責檢查職業安全衛生、勞動條件及危險性
工作場所及告知廠商違反法規事項及提供僱主、
勞工意見。2017年起，甲因沈迷職棒簽賭缺錢花
用，利用到各工地勞檢及職災調查時，以廠商文
件檢附不全、施工過程有缺失可勒令停工等理由
，向發生職災之建設公司與受檢營造廠商以明示
、暗示方式勒索財物，廠商因恐遭裁罰停工被迫
付款，甲前後共向至少10多家廠商藉端勤索，得
款金額至少77萬元。甲之行徑嚴重玷污官箴，弱
勢勞工也失去藉政府檢查保障勞動安全的機會。



案例介紹

甲為A工程處技工，負責工程採購案件之現場施
工監督、施工廠商資料審查、公文簽辦、驗收、
查驗及委外監造管理等業務。甲負責「○○設備
整建工程」，而B公司得標該標案之監造部分；
該案委託技術服務契約規定，B公司應指派具勞
工安全衛生人員資格之監造主任1員常駐工地，
且不得兼跨其他標案執行職務。



因其他標案需由丙掛名，B公司副總經理乙為壓
低人事成本，先函陳報A工程處原派監造主任兼
勞工人員丙改派丁，惟實際上仍由丙繼續執行監
造工作，向具有勞工安全衛生人員資格之丁租用
證照。而甲為圖事後乙招待至有女陪侍酒店之不
正利益，明知丁為B公司報核之人頭，竟違背職
務於其職務上所掌之監造工作人員簽到表、工程
協調會會議簽到簿上簽名，且未為任何備註，虛
偽表示經其查核、確認丁有到場執行監造工作、
參與會議，復簽呈辦理B公司監造服務費請領事
宜，足生損害於A工程處對於委外監造管理之正
確性。



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

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不正利益罪。

刑法第213條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刑法第216條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加強不預警稽查：一般施工查核或督導係採事先通
知，惟將使廠商及監造單位可預先準備以符合規範
，機關應建立不預先通知之稽查制度，始得瞭解施
工現場實際情形，如有應到執行職務之人員（如職
安人員、品管人員、工地主任等）未到場，依契約
規定扣罰處置。



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六千萬元以下罰金：

一、意圖得利，擅提或截留公款或違背法令收募稅捐
或公債者。

二、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或第
三人之物交付者。

三、對於職務上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
他不正利益者。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未遂犯罰之。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00007&flno=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00007&flno=5


案例介紹

甲為前勞工委員會勞動檢查所檢查員，係依法令
服務於國家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
擔任辦理危險性機械設備審查、發證及複查業務
機會，與A公司及B企業行之負責人等多人，為申
請使用起重機使用執照案件得以順利通過審查，
遂委由乙交付每一申請案新台幣3,000元至6,000
元之現金與甲，甲持續收受乙交付之賄賂共
28,000元，甲涉嫌利用職務機會收受賄賂罪。



甲係依法令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擔任危
險性機械設備審查、發證及複查業務檢查員，理
應依法定職務依規定審查及發照，竟為一已之私
收受賄賂，構成違法。

違反禁止行政程序外接觸原則：

審核及發照業務檢查員，因業務關係常會於廠商
有機會密切接觸，公務員應抗拒廠商金錢與物質
等誘惑。



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
以下罰金：

一、意圖得利，抑留不發職務上應發之財物者。

二、募集款項或徵用土地、財物，從中舞弊者。

三、竊取或侵占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器材、財物者。

四、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
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
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直接或間接
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

五、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
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
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利用職權
機會或身分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未遂犯罰之。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00007&flno=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00007&flno=6


案例介紹

甲為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
心約聘檢查員，負責製造業之勞動條件檢查業務
，甲前往A、B公司執行勞動條件檢查，發現這2
家公司各有6項違規，應各處以新臺幣12萬元罰
鍰。A、B公司負責人得知上述勞動條件檢查結果
後，輾轉透過關係向甲之主管乙表示欲免除或減
少裁罰，乙接受請託關說後，遂指示甲隱匿A、B
公司勞動條件相關紀錄、外籍勞工出勤紀錄及補
陳無薪假同意書，並刪除線上勞動條件檢查資訊
系統內A、B公司原始檢查檔案，重新製作塗改檢
查會談紀錄等公文書，再上傳至系統，產生新的
勞動檢查結果通知書，使A、B公司獲得免受裁罰
6萬元以上之不法利益。



承辦人囿於主管壓力，致生業務上違反法律行為。

違反禁止行政程序外接觸原則。

高雄海關上百人涉收賄案菜鳥關員：不收會被排擠

高雄海關關員收賄案經8個月的搜查，案情卻像雪球
般越滾越大！不但涉案人數破百人，甚至有資歷年輕
的關員在應訊時崩潰哭訴，若拒收賄款，不但會被上
司和同儕排擠，甚至還有長官跟他說「做這行沒人不
拿錢的」。



案例介紹

甲擔任A機關公務員，負責該工務段履約管理等
監工業務。乙是B公司實際負責人，乙因承攬該
工務段之路容及綠美化維護相關工程而與擔任監
工的甲熟識。乙以B公司名義承攬該工務段共4件
工程，均由甲負責履約管理監工業務。



甲明知職業安全衛生法、勞動部「加強公共工程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作業要點」及交通部公路總局
有關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與督導及稽核作業等相關
規定，甲在監工4案過程，明知職安人員乃租用
證書並短暫加保，多次稽核過程職安人員均未在
現場督辦，職安人員簽名有偽造情形，仍積極協
助A企業社將租用的職安人員資料送審，未經送
審核備過前廠商先行施工部分及數十次稽核發現
職安人員未在場之缺失未予扣罰，明顯圖利廠商
，足生損害於A機關。甲因登載不實公文書罪、
違反貪污治罪條例之對於主管事務圖利罪4案共
被判處14年6個月有期徒刑。



造成原因

1.勞動安全衛生管理相關規範過於龐雜

2.長期忽視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應專任且常駐之重

要性

3.長期未落實稽查致使廠商便宜行事

改進方式

1.將勞安相關法規範與罰則明訂於工程採購契約

2.要求監造公司落實監造計畫考核工作並明確規範罰

則



3.政府採購法第70條之1，明定機關辦理工程
規劃設計案時，應依工地實際情形編制符合職
業安全衛生法規之安全衛生圖說與規範，並量
化編列安全衛生費用

4.提升工程督導嚴謹度與內容

5.請廠商確實提供施工前中後照片

6.適時隨機辦理無預警式現地稽查



案例介紹

被告甲、乙為A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員工，A公司承
攬B科技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鍋爐設計變更案，依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16條之規定，雇主對於經中央
主管機關指定具有危險性之機械或設備，非經勞
動檢查機構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代行檢查機構
檢查合格，不得使用，另依勞動檢查法第17條之
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對於危險性機械或設備之檢
查，除由勞動檢查機構派勞動檢查員實施外，必
要時亦得指定代行檢查機構派代行檢查員實施，
而該代行檢查員係受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相同權
限之公共事務，為刑法第10條第2項第2款之委託
公務員。



本案C鍋爐協會遂指派代行檢查員丙到場檢查，
惟被告甲、乙、為使丙提早檢查鍋爐並加速通過
驗收，避免違約，爰於丙至B公司檢查鍋爐部分
元件檢測報告之機會，拿取裝有新臺幣2萬元現
金之密封牛皮紙袋，於完成檢查業務時交予丙，
並希望其提早檢查，惟經當場拒絕，丙並於嗣後
通報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政風室，前揭被告並
經移送法務部廉政署。

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2項「對於第二條人員，關於不
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
益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
十萬元以下罰金。」
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4項「不具第二條人員之身分而
犯前三項之罪者，亦同。」



貪污治罪條例中有關從刑的處罰規定

第17條
犯本條例之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
公權。

刑法
第36條從刑為褫奪公權。褫奪公權者，褫奪下列資格：
一、為公務員之資格。
二、為公職候選人之資格。



貪污治罪條例中減刑規定

第8條
犯第四條至第六條之罪，於犯罪後自首，如有所得並自動
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其他正
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四條至第六條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有所得並自動
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
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100台非270判決（一部自白不可邀此減輕其刑之寬典）

第12條
犯第四條至第六條之罪，情節輕微，而其所得或所圖得財
物或不正利益在新臺幣五萬元以下者，減輕其刑。
犯前條第一項至第四項之罪，情節輕微，而其行求、期約
或交付之財物或不正利益在新臺幣五萬元以下者，亦同。



算術問題
5年以上 自首 或偵查中自白並繳回犯罪所得
減輕1/2 2年半以上 尚不符合緩刑規定
得減至2/3 1年8月 符合緩刑規定
合於自首要件者，當然包括自白之情形在內，於依自首規定減輕其刑後，

即不能再依自白之規定，予以遞減。

刑法第59條
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
酌量減輕其刑。 可以再減1/2

刑法
第74條
受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
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二年以上五年
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
未曾故意犯罪，或執行完五年後未曾故意犯罪受有期徒
刑以上宣告。
緩刑之效力不及於從刑、保安處分及沒收之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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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利」與「行政裁量」

公務員為一定之行政處分或其他行政行為時所適用之法律
依據，如係不確定法律概念或授權行政機關得自由裁量者，
有無發生判斷瑕疵，有時難以認定。其行政裁量與圖利間
如何劃出界限，極易產生混淆，有予以釐清之必要。

圖利罪要件
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
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
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



要件解析

圖利罪的成立與否，可以分為兩個階段思考

第一階段：

身分認定

第二階段：

圖利要件認定

係確認行為人是否為貪污
治罪條例的規範對象，也
就是行為人有無具備公務
員的身分。

係確認行為人是否具備符
合圖利罪的成立要件，包
括：「明知故意」、「違
背法令」及「獲得好處」
等。

兩階段的所有認定要件，都必須符合者，才會成立圖利罪。
簡報引用法務部廉政署 106年 破解圖利陷阱－案例篇Part1參考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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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利罪要件」

本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第5款之圖利行為，應
限於公務員自始有為自己或其他私人圖取不法利益
之直接故意為限，僅行政之失當行為，不能成立該
罪。

而判斷有無圖利之直接故意，除查明公務員有無圖
利之動機外，並應調查是否明知違背法令。公務員
於執行職務時，已善盡注意之義務，基於誠信之判
斷，認為採取之決定係最有利於該機關之經營判斷
法則，不宜遽認有圖利故意。公務員所為之裁量，
除其有故意違反第2項之法令所定之裁量範圍者外，
不宜以濫用裁量權為由，認其係違背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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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利」與「行政裁量」

裁量權之行使不能違背法令授權目的或逾越授權範圍，或
違背比例原則、平等原則等一般法律原則，否則即屬違法。

公務員於行使行政裁量時，其裁量如與上述原則有違背，
例如逾越裁量、裁量怠惰或裁量濫用，均構成裁量權行使
之瑕疵。

如主觀上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則可能會符合圖利罪的明
知違背法律等之要件。

行政違失並不等同於圖利罪!



圖利罪與行政裁量權

法院受理民事、刑事或行政訴訟案件，固係依調查所得之各
項證據資料，在客觀之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支配下，本於法
之確信，自由裁量、判斷，不受任何干涉，行使憲法第八十
條所賦予之審判獨立職權；然而基於憲法分權原理，各權平
等，必須互相尊重；實則民主自由、工商繁榮之社會，價值
多元，人際關係糾結，行政機關基於各式各樣之行政目的要
求，於不同時間、地點、對象，視個案具體情形，作出不同

決定、處分，原屬其行政裁量權之範疇，是行政機關之首

長、執事或承辦人員本於職權所為之裁量，倘無明顯違法
濫權或失當，法院不宜逕為相異之認定；且法院判斷行為
是否違法、可責，不能脫離行為之時、空因素，觀諸刑法第
一條至第八條規定即明。…可見協建小組就此回饋金之運用

，是否符合相關規定，有其行政裁量權，原則上，法院當
予尊重。

最高法院101台上446判決



圖利罪與裁量之濫用

行政事務複雜而多樣化，因人力、物力之侷限
，何種行政事務應於何時、如何或優先執行，
有時無法逐一以法令規章定之，而須授權由公
務員自由判斷。公務員於授權範圍內為裁量，
因裁量不當而未具違法性時，僅須依其情節論
究其行政責任，然若故意濫用其裁量，圖取自
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該裁
量行為即該當於犯罪構成要件，具有可罰性。
而所謂裁量之濫用，係指裁量之行使，抵觸授
權之目的，或裁量時，為追求不當目的，或攙
雜與事件無關之動機或因素，故應構成違法。

最高法院101台上879判決
28



圖利罪與裁量失當

貪污治罪條例之圖利行為，須公務員明知違背法令，自始有
為自己或其他私人圖取不法利益之直接故意為限，並將犯意
表現於行為，若無從證明公務員具有不法圖利之直接故意，

則其所為之裁量縱然失當，亦僅屬行政責任，不能以濫用
裁量權為由，遽以圖利罪相繩。從而行為人如何「明知違
背法令」之構成犯罪事實，自應於事實欄明白認定，並於理
由內說明其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

任何一家立約廠商皆為合格供應商，00國小原可逕洽其中2
家立約廠商辦理比價，毋庸依政府採購法之招標程序辦理，
縱南郭國小依內部簽約程序，採取選擇5家立約廠商進行比
價，陳0東在眾多立約廠商中自行選擇任何5家進行比價，乃

屬其行政裁量之職權，對其他立約廠商而言，不生無正當
理由之差別待遇問題，與政府採購法無違。

最高法院108台上565判決29



便民 V.S. 圖利

公共建築邊坡急需設置擋土牆
下方私人土地有條件才願意提供同意使用



圖利要件認定

公務員的圖利行為，除須具備公務員身分外，

亦須應符合「明知故意」、「違反法令」、「獲得

好處」等三項圖利要件，才會認定成立貪污治罪條

例第6條第1項第4款或第5款所稱的圖利罪。

公務員
身分

明知
故意

違反
法令

獲得
好處 圖利

簡報引用法務部廉政署 106年 破解圖利陷阱－案例篇Part1參考簡報



圖利要件認定：獲得好處

便民與圖利：例1

工程施作階段，協助廠商排除施
工困難，就是便民。

若估驗計價超估或尚未竣工卻通過竣工報告，
就會是圖利。

簡報引用法務部廉政署 106年 破解圖利陷阱－案例篇Part1參考簡報



圖利要件認定：獲得好處

便民與圖利：例2

徵收工程用地時，協助地主地上物
補償費的請領程序，就是便民。

若超估或虛估補償費用，就會是圖利。

簡報引用法務部廉政署 106年 破解圖利陷阱－案例篇Part1參考簡報



圖利要件認定：獲得好處

便民與圖利：例3

協助合乎法律程序規定的當事人，就
採購文件或資料答覆查詢、提供閱覽
或製給影本，就是便民。

若與特定業者勾串，在不符合法律規定情形
下，洩漏、提供、交付應保密的採購文件或
資料，就會是圖利。

簡報引用法務部廉政署 106年 破解圖利陷阱－案例篇Part1參考簡報



圖利要件認定：獲得好處

便民與圖利：例4

承辦採購案件，協助廠商依政府採購
法退還押標金或保證金，就是便民。

若如符合應沒收押標金，或不得退還保證金的
情形，卻因廠商的請託而退還，就會是圖利。

簡報引用法務部廉政署 106年 破解圖利陷阱－案例篇Part1參考簡報



第1條 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

第2條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工作者：指勞工、自營作業者及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

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

二、勞工：指受僱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

三、雇主：指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

四、事業單位：指本法適用範圍內僱用勞工從事工作之機構

。

五、職業災害：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

、材料、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

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

職業安全衛生



第6條

雇主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
一、防止機械、設備或器具等引起之危害。
二、防止爆炸性或發火性等物質引起之危害。
三、防止電、熱或其他之能引起之危害。
四、防止採石、採掘、裝卸、搬運、堆積或採伐等作業中引起之危害。
五、防止有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等之虞之作業場所引起之危害。
六、防止高壓氣體引起之危害。
七、防止原料、材料、氣體、蒸氣、粉塵、溶劑、化學品、含毒性物質或
缺氧空氣等引起之危害。
八、防止輻射、高溫、低溫、超音波、噪音、振動或異常氣壓等引起之危
害。
九、防止監視儀表或精密作業等引起之危害。
十、防止廢氣、廢液或殘渣等廢棄物引起之危害。
十一、防止水患、風災或火災等引起之危害。
十二、防止動物、植物或微生物等引起之危害。
十三、防止通道、地板或階梯等引起之危害。
十四、防止未採取充足通風、採光、照明、保溫或防濕等引起之危害。



第 37 條
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發生職業災害，雇主應即採取必要之
急救、搶救等措施，並會同勞工代表實施調查、分析及
作成紀錄。
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一者，雇主應於
八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
一、發生死亡災害。
二、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
三、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一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
勞動檢查機構接獲前項報告後，應就工作場所發生死亡
或重傷之災害派員檢查。
事業單位發生第二項之災害，除必要之急救、搶救外，
雇主非經司法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許可，不得移動或破
壞現場。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60001&flno=37


第 40 條
違反第六條第一項或第十六條第一項之規定，致發生第三十七
條第二項第一款之災害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法人犯前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負責人外，對該法人亦科以前項
之罰金。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60001&flno=40


第 40 條
違反第六條第一項或第十六條第一項之規定，致發生第三十七
條第二項第一款之災害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法人犯前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負責人外，對該法人亦科以前項
之罰金。

發生死亡災害
雇主可能有刑責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60001&flno=40


第 41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
臺幣十八萬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第六條第一項或第十六條第一項之規定，致發生第三
十七條第二項第二款之災害。
二、違反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三十條第一
項、第二項或第三十七條第四項之規定。
三、違反中央主管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依第三十六條第一項所
發停工之通知。
法人犯前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負責人外，對該法人亦科以前項
之罰金。

本法第三十七條第二項第二款所稱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三
人以上者，指於勞動場所同一災害發生工作者永久全失能、
永久部分失能及暫時全失能之總人數達三人以上者。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60001&flno=41


第 41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
臺幣十八萬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第六條第一項或第十六條第一項之規定，致發生第三
十七條第二項第二款之災害。
二、違反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三十條第一
項、第二項或第三十七條第四項之規定。
三、違反中央主管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依第三十六條第一項所
發停工之通知。
法人犯前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負責人外，對該法人亦科以前項
之罰金。

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
雇主可能有刑責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60001&flno=41


第 276 條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
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 284 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
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刑法之罰則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00001&flno=27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00001&flno=284


第 276 條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
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 284 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
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行為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
能注意，而不注意者，為過失。

刑法之罰則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00001&flno=27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00001&flno=284


甲為廠商之負責人，承攬A機關之工程採購案，僱用乙擔
任臨時工，為從事業務之人。某日，乙進行鋸樹工作時，
甲明知契約書等相關文件內容有關安全衛生管理規定對於
工作場所有碰撞、跌倒、墜落、物體飛落之虞者，應提供
安全設備供勞動者使用，然而現場僅以鋼索將欲鋸斷之樹
木固定於作業平台上方之樹木，且作業當時因鏈鋸被欲鋸
斷之樹木夾住，甲乙兩人輪流敲打樹木，致樹木因晃動擊
落乙，造成乙下肢癱瘓之重傷害結果。

工地現場未妥適設置安全防護設備案



造成原因
(1)未落實工作場所設置相當之防護措施
施工單位應於施工地點設置標誌、拒馬、交通錐、警示燈，或
使用號誌或旗手等交通管制設施管制交通，以避免因施工造成
用路人發生意外之注意義務，且於高低落差存有發生墜落危險
之虞之工作場所應設置相當之防護措施。

(2)輕忽職業安全衛生重要性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等相關規定，雇主於施工區域須提供相當
安全衛生設施及措施，並妥適做好安全衛生管理，以降低職業
災害風險，確保工作者之安全與健康。本案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事項未能落實，且欠缺職業安全基本概念，致使勞動者暴露在
高度職業災害風險當中，造成生命財產受損。

(3)相關施工計畫、品質計畫及勞安衛生管理計畫僅流於書面形
式，未確切落實執行。



改善方式

(1)機關加強現場工程督導

(2)加強辦理職業安全管理訓練宣導

(3)業者應確實辦理行前教育訓練與落實施工安全防護措施建置

(4)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之抽查管控機制

(5)加強審核施工人員是否均已投保勞工保險，以保障勞工工作
安全。

(6)工作內如有高處作業，雇主應施以相當之防護措

(7)廠商應加強約束員工穿戴安全措施配備機關除進行現場督導
外，應落實契約相關扣罰規定



A學校將校舍採光工程發包予B營造有限公司承攬，B公司再將
玻璃工程部分交付C公司施作，甲是C公司實際負責人及工地現
場負責人，甲僱用乙等人進行採光罩玻璃裝設工作，乙在A校
校舍高度2公尺以上之鋼構上進行採光罩玻璃安裝作業，甲身
為僱主明知勞工在上開採光罩玻璃裝設工程係在高度2公尺以
上之鋼構上進行作業，有墜落之危險。

甲卻未本於應注意雇主對於防止有墜落之虞之作業場所引起之
危害，未予架設施工架、工作台或張掛安全網、使勞工使用安
全帶、戴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等防止勞工因墜落而遭致
危險之措施，致乙於無任何安全防護裝備下，即在上開高處作
業，不慎自鋼架跌落地面，經送醫治療受有頭部重創遺留後遺
症。

忽視工安過失傷害案



造成原因
(1)工地現場管理未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其子法有關法規。

(2)有發生墜落危險之虞之工作場所未設置相當之防護措施：於
高差2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時，未使用高空工作車，或未以
架設施工架等方法設置工作臺；設置工作臺有困難時，未採取
張掛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設施。於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場
所作業，未設置符合規定之安全上下設備。

(3)有關施工計畫、品質計畫及勞安衛生管理計畫僅流於書面形
式。

(4)未落實執行下列基本保措施：消除由於機械、工作、物料與
工廠結構所造成的危害因素。封閉或防護危害發生的來源，並
加以有效的控制。提供適當的個人防護裝備，以充分保護工作
人員作業安全。



改善方式

(1)工地負責人應確實巡視工作場所

(2)加強契約與工程現場督導

(3)工程內容如有高處作業，施工計畫內應訂定墜落災害防止計
畫，雇主應施以相當之防護措施，機關亦應要求施工廠商依職
業安全相關規定辦理。



A機關辦理工程採購案件，遭上級B機關施工查核
小組查核時，發現C廠商職業安全衛生人員甲，
同時期跨不同標案工地兼任品管人員，違反勞工
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三條規定
「不得兼任其他與勞工安全衛生無關之工作」之
規定，除立即由該A機關請C廠商更換勞安人員甲
外，再依其兼職天數，扣罰每日違約金。

工程採購案件職安人員違法兼職案



改進方式

(1) 針對違反「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者嚴訂
罰則，使廠商重視勞工安全問題。

(2)工程採購契約簽訂後開工，機關承辦人宜適時進入標案系統
查詢人員履歷，若發現違法兼職情事，亦通知廠商限期改正，
避免廠商違法相關規定。

(3)工程案件進行中，機關人員不定前往督導稽核，確認有無相
關違法兼任情事。



台鐵出軌》工地違法被罰30萬台鐵局：將向中棪公司求償

針對太魯閣號事故，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表示，台鐵違反職
安法未做好危害告知、承攬管理等部分，擬各將開罰15萬元，
共計30萬元。對此，台鐵局表示，該案工程是委由中棪顧問公
司進行實質承攬管理，該筆罰金將向中棪公司求償。職安署指
出，台鐵應告知承攬人該處邊坡有翻落可能，車輛機械的性能
和行經路線應事先提醒，但是台鐵沒有進行相關作業可能的危
害告知。台鐵對於工區沒有做好聯繫協調與管制等措施，未做
好承攬管理，因此各開罰最高罰鍰15萬元，共30萬元。另對於
台鐵288處工地、工程將全面清查，其中48處完成檢查，共計
有52個承包廠商有違規情形，開罰金額107萬元，有10個工地
被處停工處分。



台鐵局表示，針對職安署勞檢各工程開立缺失，已要求各工程
監造單位落實審查承攬商至改善完成，將重複發生缺失列為後
續重點查核項目，依約罰款、終止契約或提報101刊登公報。
太魯閣事故肇事工地，經職安署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認定有
危害告知及承攬管理缺失將開罰30萬元，因該工程已停工且將
與承攬商終止契約，所開缺失將於重新招商後要求新承攬商確
實依職安法第26、27條辦理。另外，該工程是委由中棪顧問
公司進行實質承攬管理，罰金將向中棪公司求償。

第26條
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應於事前告
知該承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安
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
承攬人就其承攬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再承攬時，承攬人亦應
依前項規定告知再承攬人。



台鐵局表示，針對職安署勞檢各工程開立缺失，已要求各工程
監造單位落實審查承攬商至改善完成，將重複發生缺失列為後
續重點查核項目，依約罰款、終止契約或提報101刊登公報。
太魯閣事故肇事工地，經職安署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認定有
危害告知及承攬管理缺失將開罰30萬元，因該工程已停工且將
與承攬商終止契約，所開缺失將於重新招商後要求新承攬商確
實依職安法第26、27條辦理。另外，該工程是委由中棪顧問
公司進行實質承攬管理，罰金將向中棪公司求償。

第27條
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為防止職業災害，原事業
單位應採取下列必要措施：
一、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指揮、監督及協調之工作。
二、工作之連繫與調整。
三、工作場所之巡視。
四、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
五、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事項。
事業單位分別交付二個以上承攬人共同作業而未參與共同作業時，應指定承攬人之
一負前項原事業單位之責任。



從太魯閣事故 談台鐵風險管理之整合治理
傅還然 台大環境與職業健康科學研究所/兼任教授級教師

被告掛名營造廠工地主任，卻係借牌得標，為工程實際負責人
。明知當日連假，依規定不得施工，卻為趕上虛報的工程進度
偷偷進場進行施工。期間還親自開著載滿廢輪胎卡車，將之堆
置於工程現場隧道上方輪胎堆置處後，欲前往施工便道下方，
因彎道彎度過高且卡車車身過長過寬，致右前車頭超出施工便
道，卡住邊坡植物，無法順利過彎導致車輛熄火。他企圖用怪
手要把卡車拖離困境，因綑綁繩結不牢靠、綑綁位置不正確（
綑綁於撐座、單環勾在挖土機挖斗掛勾）及纖維帶強度明顯不
足(纖維帶強度3公噸，小於卡車重量7公噸)等原因，怪手端鉤
環鬆脫，讓吊卡車摔到鐵軌上。



該工程發包時，已預警該工程地段可能會有異物掉落軌道的安全
疑慮，於細部設計規範要求施工期間應維持鐵路東西線正常通行
，並應施作安全防護措施，避免模板、碎片、混凝土石塊及其他
任何雜物掉入軌道；經費編列於行車安全防護措施項目中，不另
計價。

承造廠商施工前應將施工詳圖提送工程司核可，台鐵局工務處、
設計監造、營造公司、專案管理等單位十八名專業工程人員也都
簽章，但廠商未施作、監造不要求、專案管理不督促，現場並無
任何安全防護措施。



台鐵將工程委託監造及專案管理，但本邊坡工程於事故後，被發
現有無良廠商借牌得標、營造業負責人違法兼任工地主任、安全
管理螺絲鬆到停工日可自由進出施工，以及監造單位明知廠商施
工進度落後，竟大膽偽造施工紀錄予以包庇的情事。

當施工便道彎道曾卡住車輛二次，台鐵花蓮工務段通知監造單位
改善行車便道設計，要求邊坡側邊設置固定護圍後，監造單位及
施工廠商可以置之不理毫無作為，工務段與工程專案管理機構，
也很識趣不追蹤，讓彎道卡住車輛事件重複發生。

如果借牌無力防止、工程進度可造假、監督可以裝瞎，所謂的「
工程團隊」，成了「和稀泥團隊」，請問工程品質還能信賴嗎?工
程安全還能期待嗎?我們忽然驚醒，原來「人謀不臧」是工程風險
的來源。因為，再嚴謹的制度，也敵不過人性的貪婪與道德倫理
的淪喪。



觀察職業安全管理風險。
肇事之積載型起重機吊升荷重三公噸以上，為職業安全衛生法
規定之危險機械，應經檢查合格方得使用，其操作人員並應具
有合格證照。
政府採購法規定工程契約應將起重機一機三證，明訂為六項量
化計價安全衛生設施之一，並規定契約施工期間，廠商應遵照
職安法及相關規定。
惟經勞動部調查結果，該起重機合格證已逾期，操作人員無合
格證照。當肇事者膽敢借牌得標、掛名工地主任、無視業主停
工令的時候，我們對於其雇用非法外籍移工、無合格證照操作
禁止使用之起重機，以及以挖土機(俗稱怪手)吊斗綁環狀布帶
拖拉起重機，因拉力不足斷裂致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車輛機械
吊斗不得用於主要用途以外之用途」之行為，也就不足為奇了
。



南投鳥嘴潭人工湖工程挨罰27萬4工地停工

為加強督促公共工程落實職業安全衛生，勞動部職安署列管全
國重大公共工程，針對工程金額10億元以上的重大公共工程進
行聯合檢查，今赴南投地區工程金額高達81億3480萬元最大
公共工程「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工程計畫」檢查，總共查出10項
次違法，開罰27萬元、4工地勒令停工。
職安署表示，今天的聯合檢查，結果有4工地遭停工處分，共
違反10項次、罰鍰27萬元，主要違反內容為露天開挖作業場
所設置擋土措施不足；對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部分，除依法裁
處外，職安署強調，「處分不是目的，改善才是重點」，呼籲
公共工程主辦機關應督導事業單位確實作好安全衛生管理，確
保每一位勞工工作安全。
職安署強調，營造工程災害風險較一般工作場所高，應從源頭
加強防災管理，尤其公共工程，更應為民間工程表率，職安署
將持續針對重大公共工程實施工安抽查，勤查嚴罰，加強督促
營造工地遵守安全衛生法令規定。



露天開挖作業場所設置擋土措施不足-自來水
送水管工程



施工架組立未有上下設備-未設置安全母索供勞工勾掛安
全帶-鳥嘴潭湖區管理中心工程



被告從事汽車修理服務業務，並僱用江00擔任汽車鈑金
助理工作，為勞工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2項之雇主。江00
受指派進行本案廠房之屋頂排水槽清理及屋頂採光浪板裂
縫修補時，被告本應注意上開水槽清理及屋頂修補過程時
有墜落之虞，而依勞工安全衛生法第1項第5款、勞工安
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25條規定，雇主應設置防止有墜落、
崩塌等之虞之作業場所引起之危害之標準必要安全衛生
設備；勞工在高度2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勞工有墜
落之虞者，應以架設施工架或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且
於設置工作台有困難時，應採取張掛安全網、使勞工使
用安全帶等防止勞工因墜落而遭致危險之措施。使用安全
帶時，應設置足夠強度之必要裝置或安全母索，供安全帶
鉤掛。

案例說明1



被告竟疏未注意及此，未在江00施工處之本案廠房屋
頂下方設置護欄或安全網等防護設施，亦未使江00使
用安全帶等防止勞工因墜落而遭致危險之措施，致江
00不慎踩踏碎裂之採光浪板而自距離地面高7.4公尺
之本案廠房屋頂失足墜落地面，而死亡。

案例說明1



案例說明2

被告承攬「集會所防水工程」，僱請陳00前往集會所進行保
固作業，詎其明知陳00須站立於鋁製折合梯第7階梯（站立位
置距地面高度約2.1公尺）上，找尋集會所天花板漏水位置（
距地面高度約3.8公尺）進行抓漏防水作業，且依職業安全衛
生法、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規定，
「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應在合理可行範圍內，採取必要之預
防設備或措施，使勞工免於發生職業災害」、「雇主對下列事
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五、防止有墜落
、物體飛落或崩塌等之虞之作業場所引起之危害」、「雇主對
於在高度2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
以架設施工架或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但工作台之邊緣及開口
部分等，不在此限」、「雇主對於使用之合梯，應符合下列規
定：三、梯腳與地面之角度應在75度以內，且兩梯腳間有金
屬等硬質繫材扣牢，腳部有防滑絕緣腳座套」、「雇主對於進
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應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
確戴用」



案例說明2

竟疏未注意及此，未採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
施，亦未以架設施工架或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
，合梯兩梯腳間未有金屬等硬質繫材扣牢，僅
用細繩綁住，更未使作業人員正確戴用安全帽
，致於同日上午11時許，陳00站於第7階梯之
合梯上從事1樓頂板抓漏防水作業時，身體側
傾失去重心，人及合梯從側面傾倒墜地死亡。



被告承攬「農路災修復建工程」，雇用吳00前往產業
道路回收板模，吳00乃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
貨車至上開工地回收板模，然因路面鬆軟，上開自小
貨車陷入路面無法行駛，遂由非駕駛挖土機為業之吳
00駕駛挖土機要將自小貨車拉出，原應注意機械作業
時，應禁止人員進入操作半徑內、駕駛者離開位置時
，應將吊斗等作業裝置置於地面，將原動機熄火、制
動，並安置煞車等之安全衛生作業規範，然其等疏未
注意，被告未能促使吳00注意上揭規定之安全措施，
吳00未具挖土機操作之相當經驗，即操作上開挖土機
，且因吳00未將挖土機熄火，即離開挖土機駕駛座欲
幫忙移置鋼筋網，但不慎誤觸挖土機之操作桿，到至
挖土機之挖斗逆時針旋轉約45度，撞擊死者之頭部左
側及身體左側。

案例說明3



戊○○係受僱於丁○○所經營之源興土木包工業（下稱源興
包工），丁○○承攬「農路災修工程」，戊○○則擔任系爭
工程之工地主任，為從事業務之人。戊○○身為系爭工程之
工地負責人，於指揮施作道路邊緣排水溝灌漿時，原應注意
開挖面邊緣因無法承受混凝土預拌車之荷重，當混凝土預拌
車過於接近開挖面邊緣時，將有造成土石崩落並致混凝土預
拌車翻落排水溝之危險，且依當時情況並無不能注意之情形
，在系爭工程之工地現場，竟為讓混凝土預拌車之卸料管更
接近模板尾端轉角處灌漿，以方便灌漿作業，指揮張00所駕
駛之混凝土預拌車繼續倒車，終至開挖面邊緣因無法承受混
凝土預拌車之荷重，致使張清祥所駕駛之混凝土預拌車翻落
排水溝，而張00因跳車不及，遂受困於翻落之混凝土預拌車
內死亡。

案例說明4



乙○○為營造工地主任，負責現場指揮、勞工作業監督等職
務，為從事業務之人員。乙○○明知依勞工安全衛生法及勞
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之規定，其應注意挖土機進行營建機械
作業時，應禁止人員進入操作半徑內，且不得使挖土機抓斗
在負載情況下行駛，以及不得使挖土機抓斗供為主要用途以
外之用途，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上
開規定，在其未到達工地現場依前開注意規定為必要之安全
防範措施前，或發現工地工人不遵守前開規定時施加糾正，
以預防發生事故，竟任由該工地之組長王00以違反前開規
定之方式操作挖土機，而於王00以挖土機抓斗吊移鑽管將
挖土機倒退時，未注意後方是否有人，致輾到原位於挖土機
後方十公尺處蹲在該處電焊機旁進行電焊工作之工人丁00
，造成挖土機右側履帶輾壓丁00上半身，致丁00因出血性
休克當場死亡。

案例說明5



潘00承攬舞臺搭建及拆除工作，指派陳00前往拆除
舞臺。本應注意雇主對於高度在2公尺以上之作業場
所，有遇強風、大雨等惡劣氣候致勞工有墜落危險時
，應使勞工停止作業；雇主對於在高度2公尺以上之
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使勞工確實使用安
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但經雇主採安全
網等措施者，不在此限；雇主為維持施工架及施工構
臺之穩定，應以斜撐材作適當而充分之支撐、施工架
及施工構臺之基礎地應平整，且夯實緊密，並襯以適
當材質之墊材，以防止滑動或不均勻沈陷，而依當時
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履行上開注意義
務，指示陳00爬上高度2公尺以上之施工鷹架拆除舞
臺。嗣陳00在鷹架上工作之際，因鷹架不穩倒塌，致
陳00墜落地面，因而受有背部穿刺傷及第12胸椎及
第1腰椎骨折之傷害。

案例說明6



甲○○承攬鋼構橋樑之塗裝，並指派該公司員工丁
○○於上址現場施作鋼樑噴漆之工作。甲○○身為雇
主，本應注意僱用勞工於離地面二公尺以上高度之高
處作業及於架空電線之接近場所從事作 業時，應設置
護網、架設防止勞工墜落之工作台或安全繩索等防止
墜落及於電路 四周裝置絕緣用防護裝備等必要安全設
備，以防止發生職業災害，而依當時情形 並無不能注
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而未於該架空電線處設置護圍
及於鋼樑開口部分設置護欄等防護設備，致丁○○在
立體交叉工程陸橋作噴漆工作時，因攜帶之噴漆用工
具之電線不慎碰觸到電壓為二萬五千伏特之架空電線
致感電而墜落地面 ，經送醫急救不治死亡。

案例說明7



乙○○平日以承作土木工程為業，為勞工安全衛生法
所稱之雇主，為從事業務之人。許00則受僱擔任工地
雜工之工作。乙○○有指揮、監督、管理勞工從事工
作，以防危險發生之義務，明知鏟土機係車輛系營建
機械，應注意不得使勞工將之供為主要用途以外之用
途，於所僱用之雜工許朝養在上開工程工地工作時，
竟未親自或指派他人在場指揮、監督、管理，任由許
00駕駛剷土機至上開工地門口正前方，以剷斗機裝載
角材、模板後，再將鏟土機升高至距地面2.6公尺高
度，復由剷土機後側攀爬至剷斗內，朝工地2樓樓板
拋擲材料以進行材料傳送作業，致許00於同日13時
50分許，不慎失足自剷斗內墜落地面，因而受有頭部
挫傷、顱內出血之傷害死亡。

案例說明8



蔡00係公司之工作場所負責人，負責承包工程現場施
工及勞工安全管理業務，而為從事業務之人。指派僱
用員工范00，前往道路駕駛挖土機進行除草工程時，
蔡00本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法第5條第2項、勞工安全
衛生設施規則第120條第4款之規定，注意對於勞工
就業場所之通道、防濕及其他為保護勞工健康及安全
設備妥為規劃，並採取必要之措施，且對於車輛係營
建機械，如作業時有因該機械翻落、表土崩塌等危害
勞工之虞者，應於事先調查該作業場所之地質、地形
狀況等，適當整理工作場所以預防該等機械之翻倒、
翻落，詎其竟疏未事先進行相關預防措施，致范00於
操作挖土機時，因天雨路滑造成挖土機墜落道路邊坡
，范康錦因而遭翻覆之挖土機壓住身體導致腹腰部與
骨盆腔鈍力損傷死亡。

案例說明9



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