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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戒措施不可少，交維設施不省略

雇主要注意… 勞工要注意…

事前勘查省不了

作業計畫先備妥

交維設施準備好

警戒措施不可少

作業計畫仔細看

視線不良加警示

交維設施放妥當

反光服裝穿戴齊

道路通常都會設有路燈、交通號誌等附屬物，以協助

道路使用者辨識路況或維持交通順暢安全。然而保養維修

這些附屬物時，勞工卻必須在來往車流中作業，甚至為

了避免影響交通而選擇於深夜進行，使得道路施工更

加危險，因此勞工於道路上或其周圍作業時應更注意

自身安全。

道路作業常見的職災可略分為兩種：一是勞工遭

過路車輛衝撞之車禍事故，二是勞工維修路燈或高處設

備時不慎墜落。排除過路車輛酒駕或疲勞駕駛等無法掌控

之狀況外，仍可透過行政控管的方法減低道路作

業的危險，如：事前妥善規劃作業流程可提高

現場作業效率及減少作業時間，可降低勞工

暴露於危險的時間。本文蒐集數則常見的

道路作業職災案例，並搭配法規及相關技術手

冊整理出安全建議供相關人員參考。

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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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施工現場除工程工作車外，應有工程警示車隨行，且警示車應與施工

地點相距100~500公尺為佳。

小叮嚀!!

移動車輛或機具時應有指揮人員協助，且駕駛應先確認現場其他人員的位

置後才可移動車輛或機具。

小叮嚀!!

施工中

施工中

二、災害案例

民國99年12月31日下午，2

名勞工前往巡視道路之導標是否

損壞，開車到作業現場時，其中

1名勞工下車查看發現內側車道

之導標有損壞，於是至工程車後

方拿交通錐並準備開始施工，同

時指揮司機倒車，未料司機倒車

時不慎輾過車後之勞工，導致該

勞工頭部重傷死亡。

民國101年1月29日上午，2名勞工分別駕駛一

輛工程警示車進行道路巡補作業，一過路

車輛為閃避施工地點而欲變換車道時

，發生車輛打滑、失控意外，然後

直接撞上作業中的2名勞

工、工程車及外

側護欄，造成現

場勞工1死1傷。

案例11

案例22

(二) 勞工注意事項

5 .兩輛以上之工程車同時停放於施工

道路時，應注意車輛間的安全距離

；移動車輛前，駕駛應確認所有作

業勞工已遠離車輛才可啟動。

1.作業前應先了解作業計畫及確定分工內容，避

免在道路上才進行作業方法及分工之討論；現

場作業時亦不可擅自變更作業方法或程序，更

不可越權執行作業。

2.作業高度在2公尺以上時，

應確實使用安全帽及安全帶

等防墜護具。

3.以高空工作車為工作平台時，應將安全帶掛鉤

於錨定點或安全母索上，且應完全剎車、伸出

外伸撐座並確定車輛穩固無滑動之虞後，始可

搭載人員進行作業。

4.在道路進行作業時，應於作業前設置交通維持設

施，如：拒馬、交通錐、閃光燈號等，並依現場

狀況調整警示區之適當距離；且應確實穿戴有反

光帶且顏色鮮明之安全帽及施工背心，以利過路

車輛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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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叮嚀!!
堆高機為搬運物料之機具，不可使用堆高機作為人員上下之設備或工作平台

；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時，應搭設施工架或使用高空工作車，並確實使用安

全帶、安全帽等防護具。

民國98年9月

6日傍晚，2名勞

工從事路燈維修

時 ， 僅 以 堆 高 機

貨叉托住鐵架作為工作

平台，當路燈維修完畢、堆

高機駕駛欲將貨叉降下過程

中，因維修人員的動作及一

旁樹枝之干擾，造成堆高機

上之鐵架翻覆，導致維修人

員隨鐵架墜落地面、送醫不治。

案例33(一) 雇主注意事項

三、安全注意事項

1.作業前應先勘查道路現場狀況，並訂定作業計畫及

確定分工內容，避免在道路上才進行作業方法及分

工之討論；作業現場應設置管理人員全程監視作業

，並隨時注意勞工是否依安全作業程序進行作業。

2.進行高度2公尺以上之作業時，應架設施工架或以其

他安全之方法設置工作台，並提供安全帽、安全帶

等防墜護具使勞工在作業中確實佩戴。

5.於道路、隧道或夜間等視線不良環境作業時，應準

備適當之照明設備，並依現場狀況調整警示區之適

當距離，且應提供有反光帶且顏色鮮明之安全帽及

施工背心供勞工穿戴，以利過路車輛辨識。

3.以機具搭載勞工進行高空作業時，應使用高空工作

車並設置錨定點或安全母索供勞工掛鉤安全帶；禁

止將堆高機做為勞工上下之設備或作業平台。

4.在道路進行作業時，為防止過路車輛衝撞作業勞工

，應於作業前設置交通維持設施，如：拒馬、交通

錐、閃光燈號、電動旗手等，並設交通引導人員協

助指揮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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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叮嚀!!
小叮嚀!!

於夜間或其他視線不良之環境從事道路作業時，應拉長警示區與施工地點

之緩衝距離，並使用閃光燈號或電動旗手加強警示、提醒過路車輛注意。

使用高空工作車從事作業時，應使工作台上之勞工佩戴安全帶。且作業現場應至少

配置2名人員互相協助及應付突發狀況；若作業現場為坡地，則應特別注意施工機具

是否穩固，如：手剎車是否完全拉起、外伸撐座是否完整伸出等。

二、災害案例

民國97年2月19日上午，

1名勞工獨自駕駛高空工作車

前往山區產業道路維修路

燈時，雖已設置輪擋但

未將外伸撐座放下及

拉起剎車就開始作業，

於是當勞工操作工作台上

升至電桿上方時，工作車便隨產業道路之坡

度往下滑動並撞擊山壁，導致勞工墜落地面

、傷重不治。

民國97年12月18日夜間，數名勞工分

乘兩輛工程車至國道上維修反光標記時，

工程警示車A佔用外側車道並實施移動性

施工，因未進行交通維持佈置，導致A車

於施工中遭路過之聯結車追撞，

然後A車又往前撞擊準備

擺放安全錐之勞工及

停於前方之工程工

作車B，最後推撞

外側護欄，造成

被 車 輛 夾 擊 之

勞工死亡、3名

勞工輕重傷。

案例44 案例55



54

小叮嚀!!
小叮嚀!!

於夜間或其他視線不良之環境從事道路作業時，應拉長警示區與施工地點

之緩衝距離，並使用閃光燈號或電動旗手加強警示、提醒過路車輛注意。

使用高空工作車從事作業時，應使工作台上之勞工佩戴安全帶。且作業現場應至少

配置2名人員互相協助及應付突發狀況；若作業現場為坡地，則應特別注意施工機具

是否穩固，如：手剎車是否完全拉起、外伸撐座是否完整伸出等。

二、災害案例

民國97年2月19日上午，

1名勞工獨自駕駛高空工作車

前往山區產業道路維修路

燈時，雖已設置輪擋但

未將外伸撐座放下及

拉起剎車就開始作業，

於是當勞工操作工作台上

升至電桿上方時，工作車便隨產業道路之坡

度往下滑動並撞擊山壁，導致勞工墜落地面

、傷重不治。

民國97年12月18日夜間，數名勞工分

乘兩輛工程車至國道上維修反光標記時，

工程警示車A佔用外側車道並實施移動性

施工，因未進行交通維持佈置，導致A車

於施工中遭路過之聯結車追撞，

然後A車又往前撞擊準備

擺放安全錐之勞工及

停於前方之工程工

作車B，最後推撞

外側護欄，造成

被 車 輛 夾 擊 之

勞工死亡、3名

勞工輕重傷。

案例44 案例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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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叮嚀!!
堆高機為搬運物料之機具，不可使用堆高機作為人員上下之設備或工作平台

；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時，應搭設施工架或使用高空工作車，並確實使用安

全帶、安全帽等防護具。

民國98年9月

6日傍晚，2名勞

工從事路燈維修

時 ， 僅 以 堆 高 機

貨叉托住鐵架作為工作

平台，當路燈維修完畢、堆

高機駕駛欲將貨叉降下過程

中，因維修人員的動作及一

旁樹枝之干擾，造成堆高機

上之鐵架翻覆，導致維修人

員隨鐵架墜落地面、送醫不治。

案例33(一) 雇主注意事項

三、安全注意事項

1.作業前應先勘查道路現場狀況，並訂定作業計畫及

確定分工內容，避免在道路上才進行作業方法及分

工之討論；作業現場應設置管理人員全程監視作業

，並隨時注意勞工是否依安全作業程序進行作業。

2.進行高度2公尺以上之作業時，應架設施工架或以其

他安全之方法設置工作台，並提供安全帽、安全帶

等防墜護具使勞工在作業中確實佩戴。

5.於道路、隧道或夜間等視線不良環境作業時，應準

備適當之照明設備，並依現場狀況調整警示區之適

當距離，且應提供有反光帶且顏色鮮明之安全帽及

施工背心供勞工穿戴，以利過路車輛辨識。

3.以機具搭載勞工進行高空作業時，應使用高空工作

車並設置錨定點或安全母索供勞工掛鉤安全帶；禁

止將堆高機做為勞工上下之設備或作業平台。

4.在道路進行作業時，為防止過路車輛衝撞作業勞工

，應於作業前設置交通維持設施，如：拒馬、交通

錐、閃光燈號、電動旗手等，並設交通引導人員協

助指揮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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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施工現場除工程工作車外，應有工程警示車隨行，且警示車應與施工

地點相距100~500公尺為佳。

小叮嚀!!

移動車輛或機具時應有指揮人員協助，且駕駛應先確認現場其他人員的位

置後才可移動車輛或機具。

小叮嚀!!

施工中

施工中

二、災害案例

民國99年12月31日下午，2

名勞工前往巡視道路之導標是否

損壞，開車到作業現場時，其中

1名勞工下車查看發現內側車道

之導標有損壞，於是至工程車後

方拿交通錐並準備開始施工，同

時指揮司機倒車，未料司機倒車

時不慎輾過車後之勞工，導致該

勞工頭部重傷死亡。

民國101年1月29日上午，2名勞工分別駕駛一

輛工程警示車進行道路巡補作業，一過路

車輛為閃避施工地點而欲變換車道時

，發生車輛打滑、失控意外，然後

直接撞上作業中的2名勞

工、工程車及外

側護欄，造成現

場勞工1死1傷。

案例11

案例22

(二) 勞工注意事項

5 .兩輛以上之工程車同時停放於施工

道路時，應注意車輛間的安全距離

；移動車輛前，駕駛應確認所有作

業勞工已遠離車輛才可啟動。

1.作業前應先了解作業計畫及確定分工內容，避

免在道路上才進行作業方法及分工之討論；現

場作業時亦不可擅自變更作業方法或程序，更

不可越權執行作業。

2.作業高度在2公尺以上時，

應確實使用安全帽及安全帶

等防墜護具。

3.以高空工作車為工作平台時，應將安全帶掛鉤

於錨定點或安全母索上，且應完全剎車、伸出

外伸撐座並確定車輛穩固無滑動之虞後，始可

搭載人員進行作業。

4.在道路進行作業時，應於作業前設置交通維持設

施，如：拒馬、交通錐、閃光燈號等，並依現場

狀況調整警示區之適當距離；且應確實穿戴有反

光帶且顏色鮮明之安全帽及施工背心，以利過路

車輛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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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戒措施不可少，交維設施不省略

雇主要注意… 勞工要注意…

事前勘查省不了

作業計畫先備妥

交維設施準備好

警戒措施不可少

作業計畫仔細看

視線不良加警示

交維設施放妥當

反光服裝穿戴齊

道路通常都會設有路燈、交通號誌等附屬物，以協助

道路使用者辨識路況或維持交通順暢安全。然而保養維修

這些附屬物時，勞工卻必須在來往車流中作業，甚至為

了避免影響交通而選擇於深夜進行，使得道路施工更

加危險，因此勞工於道路上或其周圍作業時應更注意

自身安全。

道路作業常見的職災可略分為兩種：一是勞工遭

過路車輛衝撞之車禍事故，二是勞工維修路燈或高處設

備時不慎墜落。排除過路車輛酒駕或疲勞駕駛等無法掌控

之狀況外，仍可透過行政控管的方法減低道路作

業的危險，如：事前妥善規劃作業流程可提高

現場作業效率及減少作業時間，可降低勞工

暴露於危險的時間。本文蒐集數則常見的

道路作業職災案例，並搭配法規及相關技術手

冊整理出數點安全建議供相關人員參考。

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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