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政府第512次市政會議專案報告

報告機關：臺中市勞動檢查處

報告人：邱怡川處長

報告日期：110年11月23日

促進青年朋友職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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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青年朋友為社會中堅砥柱，培養青年職業安全衛生觀念使其終

身受惠，經分析其工作內容多為短期臨時性作業，工作風險偏高，

為提升青年之工安意識及激發青年職安衛認知，亦能了解現場作業

實務面之問題，本處推展職安教育訓練、校園巡迴演講、大專院校

安全夥伴策略聯盟、青年職安衛體驗等一系列活動，確保職場新鮮

人之安全與健康。



簡報大綱

1 背景分析

職災千人率下降情形、本市青少年人口、學生概況、職災年齡層分布情形

2 目前作為
宣導會辦理情況、青年輔導、推廣職業安全衛生制度、教育訓練等

3 創新作法
減災創新作為

4 結語、未來策進作為

5 



1 背 景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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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分析：職災千人率下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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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分析：108-110年1-9月同期重大職災年齡層分佈狀況

資料來源：勞動檢查機構檢查資訊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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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分析：臺中市青年人口概況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民政局人口管理統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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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來，本市青年人口逐年下降，對於職場安全更
顯得重要，本處將積極研議相關青年職場安全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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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分析：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數概況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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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群科 專業群科 專業群科

進修部(學校) 進修部(學校) 進修部(學校)

實用技能學程 實用技能學程 實用技能學程
綜合高中 綜合高中 綜合高中

針對實用技能學程及進修部即將進入職場的青年朋友，加
強宣導，提升安全意識，並要求雇主提供安全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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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分析：本市高中職分布情形

108-110年與18校辦理共47場次8,494人參與

臺中市立霧峰農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臺中市明台高級中學

臺中市私立致用高級中學

臺中市私立大明高級中學
臺中市青年高級中學

嘉陽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嘉陽高級中學

臺中市私立玉山高級中學
臺中市立東勢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臺中市私立嶺東高級中學

臺中市立沙鹿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宜寧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宜
寧高級中學

臺中市立新社高級中學

葳格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葳格高級中學

臺中市私立慈明高級中學

明德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明德高級中學
臺中市立臺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臺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目 前 作 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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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前作為：校園高中職宣導會(1/2)

透過至校園宣導深化安全衛生教育，

增進本市青年安全衛生防護觀念。

與本市22所學校職場高風險相關科系

(土木、機械、化工)等聯繫辦理。

除至現場宣導，並製作數位影音宣導

影片供疫情時遠端教學使用。

強化
教育

精進
宣導

線上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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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前作為：校園高中職宣導會(2/2)

藉由勞動教育向下紮根，於國、私立高中(職)並導入實務性勞動教育，並透過教育宣導方式認識

職業災害類型及預防對策，建立正確安全的勞動價值觀，110年度宣導學校包含臺中高工、霧峰

農工、玉山高中在內，共辦理11校17場次，其中11場次現場面授，6場次遠端影音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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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前作為：青年職場安全宣導概況

18-29歲青年分布於

高中職、大專院校、研究所、

在職勞工等

108-110年青年人口數為44-47萬人次

107-109學年度高中職人數為8.2-9.5萬人次

107-109學年度大專院校人數為18.4-18.7萬人次

宣導類型

勞動監督檢查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補助

前進校園辦理臨場輔導

職業災害預防宣導等

恭請市長指導-落實青年安衛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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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前作為：青春專案

• 針對製造業、營造工地、餐飲業、大賣場及加油站等僱用青少年較多之工作

場所，實施青少年職業安全衛生專案檢查。

• 108年起每年實施青少年安全衛生勞動檢查50-60場次。

職業安全衛

生專案檢查

• 跨部會及機關合作推動青少年勞工之職場安全健康教育宣導、輔導及體驗。

• 宣導青少年勞工駕駛機車安全、協助宣導實驗室或實習工廠等安全衛生事宜。

宣導、輔導

及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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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前作為：提升大專院校職業安全衛生

職安署偕臺中市勞動檢查處與

教育部中區大專校院安衛互助聯盟

締結安全伙伴

協助辦理本市轄內17場大專院校工安

診斷暨高階主管座談會

(109年8月1日起至112年7月31日止)

跨校
合作

每年2場次(共6場次)聯盟分享會及聯

盟夥伴學校大會暨災害預防宣導會

(109年8月1日起至112年7月31日止)

現場
輔導

定期
宣導



3 創 新 作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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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積極建構本市職場安全健康防護網，於109年辦理「臺中市職場安全衛生防災科技展示暨體

驗活動」，以展示車主動出擊方式，至事業單位、校園及轄內工業區提供工安互動體驗巡迴展

覽，提供各式互動道具及個人防護器具供現場體驗，並搭配各種工安宣導影片，共辦理65場次。

3.創新作法：安全衛生防災科技展示暨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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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創新作法：青年職場安全體驗營隊

109年首度舉辦「青年職場安全體驗

營隊」邀請本市青年了解自身工作環

境之危害與預防，並融入營隊競賽等

趣味方式，成為推動職安觀念之青年

人，各界反應良好，110年度配合疫

情舒緩，於10月份辦理實體體驗(含機

械捲夾預防、局限空間危害預防，及

科技於職場安全之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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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創新作法：臺中市職場實境安全衛生體驗訓練

選列曾發生職業災害、從事職業安全衛生工

作之相關人員為參加對象，辦理安全衛生管

理職能訓練進階課程，結合VR體驗，落實青

年就業安全，110年度共辦理4場次，參與人

數共24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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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創新作法：青年職業安全衛生文化促進

本處與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中區健康服務中心、中小企業安全衛生服務站等資源進行重點

式服務，並結合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臨場服務之模式，協助企業建立安全衛生觀念，提供健

康管理之評估與促進等勞工健康保護事宜。109年度計31家事業單位提出申請，其中11家事

業單位係與中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共同辦理。

職場安全衛生資源共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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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創新作法：職業災害預防宣導暨研討會

為有效降低職業災害發生，提升職場安全衛生管理水平，並活

絡本市安全衛生促進會合作及交流活動，活動內容以各類職業

災害預防為主軸，邀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專家以實例分享方式

解說具體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作法，採取小組討論方式促進事業

單位間經驗分享及交流。110年度共辦理4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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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創新作法：外送平台業者管理

因應外送平台媒合工作者提供外
送服務亦發展成新經濟型態產業

(本市外送員總數約15,000，青年外
送員人數約4,500人，佔總數1/3)

食品外送業者有約座談會、
外送員安全駕駛體驗活動等

且為加強保障本市外送員權益，
110年擬訂本市外送平台業者管
理自治條例

產業
優化

跨局
合作

地方
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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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創新作法：外籍移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 青年移工多從事高危險性工作又常因語言隔閡，職場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較難落實，

爰配合通譯人員辦理印、泰、英及越南語多國語言版移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 本處於110年10月25日及11月1、4、5日舉辦「工業區外籍移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6場次，共360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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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創新作法：職業安全衛生攝影徵選比賽

工程小尖兵

欲速則不達

焊道磨除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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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創新作法：職業安全衛生攝影徵選比賽

第一名：安全防護距離

第二名：安全護具

第三名：安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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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創新作法：職業安全衛生兒童繪畫比賽

低年級組：絞肉工作要專心，要注意安全

中年級組：注意實驗室安全

高年級組：使用高空工作車全程使用安全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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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創新作法：職業安全衛生宣導、輔導花絮 (1/3)

職業災害預防宣導會上課情形 強化營造業安全衛生源頭管理宣導會 危險性機械作業危害預防宣導會

機械捲夾危害預防交流觀摩會 高空作業車作業安全觀摩情形 CNS4750施工架作業安全觀摩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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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創新作法：職業安全衛生宣導、輔導花絮(2/3)

臨廠(場)安全衛生輔導改善專案-佳豪塑膠 臨廠(場)安全衛生輔導改善專案-崴琳企業社 臨廠(場)安全衛生輔導改善專案-民豐實業

專家學者入場輔導工安診斷-109年度臺中市
污水下水道零星用戶接管工程開口契約

專家學者入場輔導工安診斷-
臺中市豐原區豐原轉運中心新建工程

高風險事業單位工安診斷輔導-
臺中市游泳訓練中心場館新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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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創新作法：職業安全衛生宣導、輔導花絮(3/3)

設備製造人臨廠診斷輔導-振泰工業 機械製造人臨廠診斷輔導-多元搬運
危險性設備延長、替代方案現場輔導-

台灣玻璃

國營事業臨廠(場)安全衛生輔導-
台灣中油天然氣事業部

校園臨廠(場)安全衛生診斷-逢甲大學
職業安全衛生診斷與輔導暨高階主管自

主管理座談會



結語、未來策進作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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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未來策進作為

持續辦理「政府機關協力構築臺中市職場安全健康精進計畫2.0」，

盼透過「整合市府資源督促民間共同降災」、「協助業者落實職

業災害預防及健康促進作為」、「擴大安全衛生宣導、輔導及扎

根服務」、「建立安全夥伴關係及強化廠商自主管理能力」四大

核心策略，盼藉由相關精進作為，並增加檢查與宣導之強度與廣

度，彰顯本府戮力於青年朋友職業災害之降低、暨尊重生命安全

之努力與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