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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利技師與安全衛生 

戴宜生 

 (水利技師) 

一、前言 

筆者雖為水利技師但擔任安衛管

理工作多年，對安衛工作略有了解，

深知安衛工作之困難所在，例如：安

衛經費的不足、雇主重視的不夠、勞

工警覺性的欠缺及管理人員的疏忽…

等，每每為大家所詬病，這也是災害

發生的主要原因，但這些工作並不是

技師之專業職責，筆者不在此詳述。

但勞工法令實已趨完善之今天，有關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勞工安全衛

生設施規則及相關安全衛生法規之要

求，在規劃設計階段，在督導施工階

段，在施工查驗時機，如何落實於技

師的工作中，使執行時符合安全的需

要，保障施工的安全，防止災害的發

生，再再需要技師們盡更大的心力，

充實施工安全知識以為因應，水利技

師們準備好了嗎? 

二、水利工程之特質 

水利工程之施工，自然跟水有密

切之關係，以防洪工程為例，有減洪、

攔洪、蓄洪、束洪、分洪、導洪、滯

洪等方式，從上游水土保持工作、攔

蓄洪水庫之興建、到中、下游區之河

川整治、河床疏濬、導洪分洪渠道、

截灣取直、堤防護岸、防水牆及固床

工及抽水站、防水(潮)閘門及導水堤、 

 

 

防波堤之興建…等，皆為水利工程之 

具體工程實踐，莫不是與水有重大之

關聯。而工作環境多為高山峻嶺、羊

腸小徑施工機具難於通達之處，或於

河川溪邊，亂石、雜草叢生處處，環

境極為不佳，同時作業地點之水位常

受上游降雨之影響，常發生不預期的

大水，甚或土石流，往往人車走避不

及遭到損失。而在海邊之作業則又受

到潮汐及海浪之影響，其施工困難可

見一般。 

水利工程之施工項目又以河川改

道、圍堰施築、擋土支撐作業、鋼筋

混凝土作業、機械設備安裝作業、大

壩土方作業、大壩混凝土作業、防滲

灌漿作業、河川疏濬、河川整治及海

上船舶拖放作業為大宗，其次為小規

模之山溪整治、防砂霸、排水山溝、

邊坡擋土設施及滯洪沉砂池設置…

等。 

綜合以上之認知，水利工程之一

般特性如下：  

1.施工位置多鄰近河川、溪谷、山坡、

海岸等地形變化差異性較大。 

2.工程常受到上游降雨，影響水位之暴

漲。 

3.常需於水中作業或設置臨時導水，圍

堰等措施，應有效管控前項臨時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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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4.工程為露天作業，受天候好壞及河川

流量變化之影響甚大，其中颱風影響

最大，往往數日無法施工。 

5.需配合汛期趕工。 

6.臨近出海口，需配合每日潮汐變化施

工。 

7.因工程規模大小差異性大，需採用多

種機具設備及物料，作業人員工種複

雜。 

8.工程範圍多沿河川分佈，作業人員機

具亦分佈較廣，不易管理。 

9.山區水土保持工程，地處偏遠，車輛

人員進出不易。 

10.各項施工安全措施，因全線較長安

全管制不易，故執行困難。 

11.海上船舶作業需與航管單位密切配

合。 

12.臨海作業之工程金屬構件，因受鹽

份之影響，其材質之選擇、防蝕處理

及施作之方式應謹慎。 

13.沉箱拖拽及沉放作業，其施工程序

方法受海浪及潮差影響甚大，相關之

流體力學演算需精準。 

三、水利工程之危害 

工程危害之辨識，可依據該工程

特性、施工環境、地形地質、氣候水

文、施工條件，再考量現場之能量及

危險狀況，加以辨識之。其中『能量』

指位能、電能…等，如：高處作業之

位能、用電作業之電能…等危害，防

護不當均會產生墜落、物體飛落及感

電之災害。而所謂『危險狀況』指現

場可能造成災害之狀態，包括：異常

氣壓、土壓水壓、有害有毒氣體、缺

氧環境、材料缺陷、臨時結構、機具

本體、結構本體及外力(指洪水、颱風、

海浪、風力等)…等，如：海底整平之

水壓造成之一大氣壓以上之壓力，防

護不當將造成異常氣壓之災害，隧道

開挖之水壓及有害有毒氣體之釋出或

土壓與岩壓之釋放，防護不當將造成

異常出水、缺氧中毒及崩塌之災害，

材料缺陷造成結構之損壞，防護不當

將造成結構物之倒塌、墜落…等事

故。前述介紹之『能量』與『危險狀

況』即所謂之危害，也是我們必需在

作業中加以辨識，並採取必要之安全

措施，以防止災害的發生。 

那麼水利工程中危害之主要種類

及其可能之作業狀況是什麼，簡要介

紹如下： 

1.高處位能－壩堤施築、圍堰施作、溢

洪道排取水工、閘門安裝…等各種水

利工程均有高度 2 公尺以上之作業

範圍，會發生墜落、物體飛落事故。 

2.電能－營造施工使用電力為常態，所

有受電設備、供配電設備至開關箱、

插座及施工機具設備之電力傳輸部

分均為帶電之設備，勞工如觸及，均

將造成感電事故，須以適當絕緣保護

之。 

3.土壓－開挖、填土作業過程，由於地

層或堆置土石方之壓力均可能引起

崩塌事故。 

4.岩壓－山岳隧道之地層岩壓，需依序

開挖並即時架設支撐，遭遇弱帶、節

理構造、斷層等處需更縮短開挖長

度，增加支撐，以免引致抽坍、擠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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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事故。 

5.水壓(力)－潛水員於海底之整平，有

水壓力之問題，地層中或水工構造物

均須面對水壓之考驗，需有適當強度

及基礎底部防止滲流之隔絕措施，以

免構造物損壞、崩塌。人員於臨水近

水及水上作業，應慎防發生溺水事

故…等。 

6.洪水(外力)－水工結構物施工中，未

能防範洪水侵襲，造成工程損毀及人

員財務損失。 

7.材料缺陷—各種結構之支撐作業由

於使用材料之缺陷，造成強度不足而

損壞倒塌事故，是以材料品質之管制

應落實。 

8.機具本體—機械作業由於機械維修

不良、操作不當造成翻覆、傾倒、碰

撞…等事故。 

根據以上之原則，總的來說，水

利工程潛在之作業危害，在土方作業

時為崩塌、機械作業危害，在河川疏

濬作業時為船舶作業危害、溺水，基

礎工程時之倒塌、墜落、物體飛落，

鋼筋混凝土作業時之墜落、倒塌、物

體飛落、感電，機械設備安裝時之機

械作業危害、墜落、物體飛落、感電，

海上作業時之船舶作業危害、溺水…

等，在坑道挖掘襯砌作業時之崩塌落

磐、異常出水、缺氧中毒、火災爆炸…

等，不一而足。尤其是在行水區之工

程，如未能注意洪水或土石流之侵

襲，將造成嚴重的災害，不可不防，

這一切都需要水利技師在技術指導之

餘，做全面之考量並提供安全上之建

議。 

而對區域排水工程及河川整治工

程而言，則排水箱涵渠道之新建，低

堰高壩之施工，堤防護岸之興建，其

危害則多為墜落、倒塌崩塌及機械作

業之碰撞…等，其中墜落、倒塌及崩

塌之類型，在營造業本就是災害發生

統計的前三名，而機械作業之危害在

水利工程災害統計中亦有逐漸上昇之

趨勢。故為防止這些災害發生，應從

根本上解決，即應從施工技術上克服

可能之風險，再從安全設施及安全管

理上加以考量。 

水利工程各項作業之潛在危害大

致如下(如工法不同可再評估調整之)： 

1.水土保持工程—有土石崩塌、機械作

業、溺水之危害 

2.土石壩體施築--有崩塌、墜落、機械

作業之危害 

3.混凝土壩體澆置--有物體飛落、墜

落、機械作業之危害 

4.隧道挖掘襯砌工作—有崩塌、異常出

水、中毒缺氧之危害 

5.豎井挖掘工作--有崩塌、墜落、物體

飛落之危害 

6.攔水堰施作--有倒塌、墜落、溺水之

危害 

7.取水結構--有崩塌、墜落、物體飛落、

異常出水、中毒缺氧之危害 

8.堤防施作--有崩塌、墜落、機械作業、

溺水之危害 

9.引排水渠道--有倒塌、溺水、墜落之

危害 

10.船舶水上疏濬作業--有溺水、船舶作

業之危害 

11.壓力箱涵--有倒塌、感電、墜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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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缺氧之危害 

12.排水箱涵--有倒塌、溺水、墜落之危

害 

13.抽水站施築--有倒塌、墜落、物體飛

落之危害 

14.閘門設備施築--有倒塌、墜落、感

電、物體飛落、溺水之危害 

15.防坡堤工程--有溺水、機械作業、船

舶作業、墜落、倒塌之危害 

四、安全衛生法令對水利工程之

部份條文 

既然水利工程與水脫不了關係，

我們又已大致了解了水利工程之相關

危害，其次我們就該了解安衛法令中

之一些規定，因勞安法令千頭萬續，

故筆者特摘錄法規中與水較有關之法

條及施工便道與車輛系營造機械之管

理規定，供技師們參考如下：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 

第十四條  雇主使勞工鄰近河川、湖

泊、海岸作業，勞工有落水之虞

者，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設置防止勞工落水之設施或

使勞工著用救生衣。 

二、於工作場所或其附近設置下

列救生設備： 

(一)依勞工人數，備足夠數量

之動力救生船（如橡皮

艇），每艘船上並配備長

度十五公尺，直徑九‧五

公 厘 之 聚 丙 烯 纖 維 繩

索，其上掛繫與最大可救

援人數相同之救生圈以

及船鉤、救生衣。 

(二)有湍流、潮流之情況，應

預先架設延伸過水面且

位於作業場所上方的繩

索，其上掛繫可支持拉住

落水者之救生圈。 

(三)可通知相關人員參與救

援行動之警報系統。 

第十五條  雇主使勞工於有發生水位

暴漲或土石流之地區作業者，除

依前條之規定外，應依下列規定

辦理： 

一、建立作業連絡系統，包括無

線連絡器材、連絡信號、連

絡人員等。 

二、選任專責警戒人員，辦理下

列事項： 

(一)隨時與河川管理當局或

相關機關連絡，了解該地

區及上游降雨量。 

(二)監視作業地點上游河川

水位或土石流狀況。 

(三)獲知上游河川水位暴漲

或土石流時，應即通知作

業勞工迅即撤離。 

(四)發覺作業勞工不及撤離

時，應即啟動緊急應變體

系，展開救援行動。 

第十六條  雇主使勞工於有遭受溺水

或土石流淹沒危險之地區中作

業，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依作業環境、河川特性擬訂

緊急應變計畫，內容應包括

通報系統、撤離程序、救援

程序，並訓練勞工使用各種

逃生、救援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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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於第十四條及前條之救生

衣、救生圈、救生繩索、救

生船、警報系統、連絡器材

等應維護保養。作業期間應

每日實施檢點，以保持性能。 

三、通報系統之通報單位、救援

單位等之連絡人員姓名、電

話等，應揭示於工務所顯明

易見處。 

四、第一款規定之緊急應變計

畫、訓練紀錄，第二款規定

之逃生、救援器材之維護保

養、檢點紀錄，在完工前，

應留存備查。 

第一百零五條  雇主以預鑄法施放沉

箱時，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預鑄沉箱堆置應平穩、堅固。 

二、於沉箱面上作業時應有防止

人員、車輛、機具墜落之設

備。 

三、施放作業前對拖船、施放鋼

索、固定裝置等，應確認無

異常狀態。 

四、對拖曳航道應事先規劃，如

深度不足時，應即予疏濬。 

五、水面、水下作業人員，於共

同作業時，應建立統一信號

系統，要求作業人員遵守。 

第一百零七條  雇主使勞工從事圍堰

作業，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圍堰強度應依設計施工之水

位高度設計，保持適當強度。 

二、如高水位之水有自堰頂溢進

堰內之虞時，應有清除堰內

水量之設備。 

三、建立於緊急時能迅速警告勞

工退避之緊急信號，並告知

勞工。 

四、備有梯子、救生圈、救生衣

及小船等供勞工於情況危急

時能及時退避。 

五、圍堰之走道、橋樑，至少應

設二個緊急出口之坡道，並

依規定設置護欄。 

六、靠近航道設置之圍堰，應有

防範通行船隻撞及堰體之措

施，夜間或光線不良時，應

裝設閃光警示燈。 

勞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二百三十三條  雇主對於以船舶運

輸勞工前往作業場所時，不得超

載，且應備置足夠數量救生衣、

救生用具或採取其他方法，以防

止勞工落水遭致危害。 

第二百三十四條  雇主對於水上作業

勞工有落水之虞時，除應使勞工

穿著救生衣，設置監視人員及救

生設備外，並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使用水上動力船隻，應設置

滅火器及堵漏設備。 

二、使用水上動力船隻於夜間作

業時，應依國際慣例懸掛燈

號及有足夠照明。 

三、水上作業，應備置急救設備。 

四、水上作業時，應先查明舖設

於水下之電纜管路及其他水

下障礙物位置，經妥善處理

後，再行施工。 

五、有水上、岸上聯合作業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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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應設置通訊設備或採行

具聯絡功能措施，並選任指

揮聯絡人員。 

第二百八十六條之一  雇主對於勞工

從事水下作業，應視作業危害

性，使勞工配置必要之呼吸用

具、潛水、緊急救生及連絡通訊

等設備。 

異常氣壓危害預防標準 

第三章第二節 潛水管理 第 37 條至第

57 條 

第一百一十八條  雇主對於勞工工作

場所之自設道路，應依下列規定

辦理：第 1 至 5 條 

一、應能承受擬行駛車輛機械之

荷重。 

二、危險性應設有標誌杆或防禦

物。 

三、道路（包括橋樑及涵洞等）

應定期檢查，如發現有危害

車輛機械行駛之情況，應予

消除。 

四、坡度須適當，不得有使擬行

駛 車 輛 機 械 滑 下 可 能 之 斜

度。 

五、應妥予設置行車安全設備並

注意其保養。 

第一百一十九條  雇主對使用於就業

場所之車輛系營建機械者，應依

下列規定辦理：1 至 3 條 

一、其駕駛棚須有良好視線，適

當之通風，容易上下車；如

裝有擋風玻璃及窗戶者，其

材料須由透明物質製造，並

於破裂時，不致產生尖銳碎

片。擋風玻璃上應置有由動

力推動之雨刮器。 

二、應裝置前照燈具。但使用於

已設置有作業安全所必要照

明設備場所者，不在此限。 

三、應設置堅固頂蓬，以防止物

體掉落之危害。 

四、水利技師對安全衛生應有的

認識 

在筆者的經驗當中，部份施工計

畫書中漏列安全衛生設施設置計畫，

在施工圖中未繪製護欄、上下設備及

扶手…等設施圖說，及未編列適當之

安全衛生管理費用，自然也不符合安

全衛生相關法規之規定。因此，水利

技師在安全衛生管理之規劃設計及督

導查驗方面，應逐次加強，以求跟上

時代潮流，更能符合法令上之要求。 

那麼技師在思考施工安全時，應

注意什麼呢 ?首先就是危害辨識，看看

工地有那些危害(如前述之能量與狀

況)，再評估風險(檢視危害之嚴重率與

頻率)、再考量風險控制之方法(採取設

計與施工順序之變更、加強安全管

理…等手段)，各位如需深入了解，可

參考風險評估及安全管理之相關書

籍，而本文已提及工程危害及摘錄重

要之安全衛生法規條文，則可作一般

性之了解。尤其，其中設施標準第 14、

15、16 條之規定則是所謂的『八掌溪

條款』，是要求有類似近水作業之工

程，施工單位應採取之作為，即施工

單位應確實掌握與了解作業區域之環

境地形天候及河川流域各項水文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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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並指定專人監視上游水位狀況、

建立連絡通報系統…等，並訂定緊急

通報系統及應變計畫，防止洪水或土

石流帶來之災害。技師們如恰好規劃

或督導類似工程，也能事先了解法令

所規定之內容，以便給予適當之指

導，保護作業勞工之安全。 

那麼在施工作業上，還有那些類

型的災害應特別注意，及應採取什麼

樣的安全措施，特重點摘錄如下供參

考：  

1.墜落災害防止：如高差二公尺以上之

屋頂、橋樑墩柱及上部結構、橋台、

開口部分、樓梯、工作台、施工架等

場所，應設置符合規定之護欄、護

蓋、安全網或佩掛安全帶等防墜設

施；對於高度一‧五公尺以上之場所

作業應設置安全上下設備等。前述上

下設備、工作台及施工架…等臨時結

構，必要時應請技師設計並繪製施工

圖說，訂定查驗機制。 

2.感電災害防止：如漏電斷路器及自動

電擊防止裝置之裝設，線路之絕緣架

高及電氣設備之接地裝置…等。 

3.倒塌崩塌防止：如隧道工程、橋樑工

程及大面積高淨空之建築廠房工程

等之模板支撐，露天開挖場所之擋土

支撐…等，必要時應請技師設計並繪

製施工圖說，訂定查驗機制。 

4.物體飛落防止：如安全網之設置、吊

鈎或吊具防止物體脫落之裝置及安

全帽等防護具佩帶…等。 

5.缺氧中毒防止：隧道、坑洞或局限空

間作業，應注意氣體偵測、通風、防

護面罩及急救搶救設備…等，並指派

專人監視之。 

五、結論 

技師之責任在於施工技術與施工

安全之督導，這裡之安全雖重於本質

安全之要求，如:水工結構位置及結構

強度型式之安全，然其廣義的解釋，

就包括了施工中安全設施及作業中之

安全管理等事項，所以技師們應有所

認識，增加這方面的專業知識，以期

對施工安全做出貢獻，也希望本文的

提出能對水利技師在水利工程之施工

安全管理上有所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