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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獎典禮流程

時間 活動行程

09:30～ 10:00 報到

10:00～ 10:05 主持人開場

10:05～ 10:15 表演活動

10:15～ 10:25 長官及貴賓致詞

10:25～ 10:50 職業安全衛生績效優良縣市政府頒獎

10:50～ 11:10 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單位五星獎頒獎

11:10～ 11:15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自主管理績優單位頒獎

11:15～ 11:30 頒發感謝狀
(積極參與TOSHMS促進會會務推動幹部)

11:30～ 11:55 政府機關推動職安衛業務成果分享

11:55～ 12:25 職業安全衛生績優單位實務交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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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獎緣起 

為鼓勵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與直轄市

及縣市政府，於擘劃政策、擬定計畫及推動措

施時，能融合職業安全衛生意識，透過跨域治

理及公私協力作為，積極推動職業安全衛生業

務及保障所屬人員職場安全健康，勞動部依據

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擇定與職業安全衛生業

務推動有一定關聯程度或影響範圍較大之中央

部會及各地方主管機關，就其推動職業安全衛

生績效進行評核，彰顯政府對於工作安全及職

場衛生健康的重視。

相信透過本獎項表揚績優機關，除可作為

其他政府機關及公民營機構推動職業安全衛生

業務之表率及典範外，更能帶頭引領產業建構

良善安全的工作職場，進而提升國內職場安全

衛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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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介紹
苗栗縣政府於 105 年進行組織再造，並秉持徐縣長耀昌所強調「創新、求

變、接地氣」之理念，成立了全國第一個「勞工及青年發展處」，並由所轄勞
資關係科負責執掌職業安全衛生推廣等業務，同年積極推動勞動部「補助地方
政府參與中小企業工作環境改善計畫」，並敦聘苗栗在地產業界專家、學者或
已退休之工安達人等，籌組「職業安全衛生輔導團」，對於轄內中小企業進行
入廠輔導；嗣於 108 年度成立了跨局處之「職業安全衛生推動小組」，透過各
局處分工及跨域治理，針對各自所轄之業管事業單位，積極且有效地將職業安
全衛生觀念導入各企業之經營運作中，強化預防職業災害之發生；至 109 年間，
特於竹南、頭份地區成立第一個職業安全衛生家族，透過在地大型石化產業之
公司以大廠帶小廠經驗之傳承，推動集合式輔導，並辦理觀摩及相關技術指導
等課程，有效提升區域性整體之工作環境安全衛生，共同為本縣打造優質舒適
零災害之工作環境。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概念
本府為有效落實健全職業安全衛生，除了提供為民服務之各項業務，為所

轄民眾優質的生活環境之外，同時也善盡社會責任，積極與員工、民眾、企業、
承攬商、社會等關係人建立良好互動，共同追求永續未來。遂制定相關職業安
全衛生推動政策四大面向：

( 一 ) 強化府內安全衛生水準
( 二 ) 提升縣民風險評估概念
( 三 ) 降低公共工程職災風險
( 四 ) 推動友善職場工作環境

評核等第「優」   苗栗縣政府

安全衛生執行績效
1、	為推動本縣職場安全衛生文化，培養安全的觀念，將安全衛生融入活動及
輔導，訂定「苗栗縣政府安全衛生向下紮根職業安全衛生青年志工團成立
計劃」，透過產官學合作，建立職業安全衛生青年志工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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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辦理安全衛生訓練專精課程，針對政府單位、學校及事業單位等提供
	 	 需求課程，以提升其安全衛生觀念並促進交流，共計辦理 18 場次宣導
	 	 活動 ( 總計 1,800 人 )。
	 (2) 針對工廠進行安全衛生輔導，改善工作職場，必要時進行二次輔導，
	 	 以確認輔導成效，共計輔導 850 量次。
2、	加強公共工程安全衛生管理，成立「施工查核小組」，每年擬定施工查核
計畫，針對縣內公共工程實施查核，共計查核 205 件；亦修訂「查核小
組獎懲作業要點」，增訂廠商獎勵方法，查核成績列為甲等(109年48件、
110 年 63 件 )，每半年公開表揚一次 (109 年 36 家優良廠商表揚、110
年 47 家優良廠商表揚 )，以強化本縣公共工程之施工品質及效率。

結語
勞工身心健康及職場安全一職都是本府所重視及努力之目標，為落實職業

安全衛生推廣之業務，本府將持續提升苗栗縣轄內工作者之工作環境、促進身
心健康；勞動安全文化之向下紮根；以及落實產業永續安全的承諾等。

本府納入地方、區域與社區觀點，強調人與人的和諧相處，兼納包容共好，
並促進永續與繁榮，更以積極建構「樂居山城 - 活力苗栗」的健康城市為發展
主軸，期許透過制度化的規畫，循序漸進地改善，為廣大的勞動作業者打造優
質、安全、健康的友善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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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介紹
雲林縣政府依業務職掌設有 18 個直屬單位、5 個所屬一級機關、16 個所

屬二級機關，由縣長率領所屬機關 ( 單位 ) 共同	推動職業安全衛生業務。

安全衛生管理概念
本府以「幸福城市-安全上場，保障勞工健康」為施政願景，建立「幸福」、

「安全」及「健康」之友善城市為施政目標，落實積極有效之管理機制，以「強
化府內同仁安全意識」、「提升縣民風險概念」、「強化公共工程設計」、「推
動友善健康職場」為政策目標，打造「幸福、安全、健康」之城市。

安全衛生執行績效
1. 本府 109 年至 110 年針對「高風險行業職業安全衛生輔導」，共完成 236
場次，提出	412	項改善建議，「中小企業安全衛生輔導」，共完成 875 場
次，提出	4,680	項建議事項，「工安稽查小組輔導」共完成 73 場次，提
出	156	項建議事項，整體改善率約 98%，有效減少發生職災之危安因子。

2. 本縣 107 年至 108 年重大職災案件死亡人數共計 19 人（分為 8 人及 11
人），109 年至 110 年重大職災案件死亡人數共計 10 人（分別為 5 人及
5人），兩相比較下 109 年至 110 年重大職災案件死亡人數降低 48%（減
少9人），職業災害死亡千人率為0.022%，較全國平均值為低 (0.023%)。

結語
							本府雖非勞動檢查機構，為守護工作者安全與健康，提供勞工更舒適之工作
環境，結合本府相關單位針對高風險企業及中小企業實施安全衛生宣導及輔導，
藉督促業者共同防災、協助業者落實職場降災及健康促進工作，並透過擴大辦
理安全衛生宣導輔導、諮詢服務及建立安全夥伴關係，提升工作者安全衛生意
識。	

評核等第「優」   雲林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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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為保障勞工職場安全與身體健康，未來將全面強化地方安全衛生業務
組織功能，秉持『從微小的安全開始，職場安全要處處謹小慎微；到維護的安
全，職場安全要事事按步就班；唯一的安全，處處謹小慎微，事事按步就班』，				
的安全原則來輔導企業，加強職場減災工作，結合地方防災資源，積極促進企
業安全衛生扎根，發揮「蒲公英」精神，將『安全、安康、安心』的工安種子
散播至各職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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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等第「優」   嘉義市政府

機關介紹
嘉義市政府設有 14 個直屬單位、6 個所屬一級機關、10 個所屬二級機關

及 2 個區公所，為配合勞動部落實職業安全衛生業務執行，由秘書長擔任召集

人成立職業安全衛生工作推動小組，透過內外通力合作，資源維繫整合的模式，

持續精進落實轄內職業安全衛生工作，為嘉義市工作者打造安全、安心、幸福

的工作環境。

安全衛生管理概念
本府以「全齡共享	世代宜居」為施政願景，落實打造嘉義市成為「健康暨

友善安全勞動幸福城市」，制定嘉義市「在嘉工作好安心」計畫，計畫重點聚

焦於「市府高風險業務人員」、「公共工程」、「高風險單位」、「配合中央

規範之職業安全衛生業務與計畫」及「推動健康友善職場」等項目，以「提升

職安意識、完善職安制度、強化執行管理、降低職災風險」為計畫目標，持續

保障嘉義市工作者之職業安全。

安全衛生執行績效
( 一 ) 本府設定至 110 年職災給付千人率降低至 4.1 以下，亦即較 103 至 106

年平均值 4.465 減少 8% 以上為總目標，而至 110 年底止，實際下降至

3.766，減少 15% 以上。

( 二 ) 公共工程：

1. 於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要求危險評估、安全圖說、規範及經費明細

表等文件；並於工程查核相關文件列入安全衛生項目，定期實施安全

衛生監督查核與勤查，另落實改善措施與各項安全設備與教育訓練。

2. 嘉義市東義路及盧山橋改建工程參選 111 年度第 16 屆金安獎榮獲優

等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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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目的事業：依目的事業特性，透過對內各局處單位通力合作，對外維繫

整合機關資源、專業人力之模式，督促本市所轄事業單位強化職業安全

衛生相關執行，包含場所查核、作業安全與防護、相關標示、教育及演

練等，並多元化職安訓練內容與宣導管道，以完善轄內安衛工作之推行。

( 四 ) 所屬機關：依各機關之業務特性，持續辦理並精進所屬人員職業安全衛

生措施，包含制定規範、定期添購設施設備、工作環境改善、辦理相關

訓練等。

結語
職業安全衛生工作之推行，本府以「府」為單位發揮團隊合作之力量共同

為實現市府願景而努力，同時為能補足本府於內外部環境、資源之劣勢與不足，

市府亦積極向外尋求更多的力量、資源與協助，未來本府亦將持續透過跨部門

分工合作與資源維繫模式，以提升本市職業安全衛生意識與水準，降低職業災

害風險為目標，實現打造嘉義市成為「健康暨友善安全勞動幸福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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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等第「良」   宜蘭縣政府

機關介紹
宜蘭縣政府組織架構一級單位共 15 處、所屬一級機關共 6機關、所屬二級

機關共 23 機關，自 106 年起籌組職業安全衛生推動小組，由縣長擔任本府職業
安全衛生推動小組召集人，共同推動職業安全衛生業務。

安全衛生管理概念
本府以「拚出宜蘭好生活」為施政願景，以照顧民生福祉為主軸，並注重

環境永續，施政目標中「環境安全」與「防災」面向，以職業安全衛生文化落實，
推動四大目標：

1. 遵行職安法令，完構職安制度
2. 強化教育訓練，提升職安知能
3. 落實防災措施，建置減災應變
4. 打造友善職場，確保安全健康

安全衛生執行績效
1.107、108 年降災目標之職災給付千人率為 3.514、3.478，109、110 年下
降達到 3.466、3.297，降災成果初步得到成效。

2. 制定宜蘭縣職業安全衛生政策及計畫，致力於推動「提升府內同仁安全意
識」、「強化縣民風險概念」、「強化公共工程設計」、「推動友善健康
職場」政策，採行策略分為「提供執行職務高風險人員安全防護措施」、
「強化公共工程品質與職業安全衛生」、「高風險事業單位加強查核與宣
導」及「推動健康友善職場」。

3. 與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合作，於 109 年 9 月 13 日在宜蘭市
中山國小辦理「職場安全週	職安小英雄」活動，藉由親子一起參與工安體
驗，讓工安意識向下扎根。呼籲事業單位及勞工一起重視職場安全。

環境永續，施政目標中「環境安全」與「防災」面向，以職業安全衛生文化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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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製作職業安全衛生宣導影片並於國道客運及媒體頻道播放，以降低職業災
害發生，確保勞工之職場安全。

結語
本府自 97	年配合勞動部執行「安全衛生在地扎根計畫」及「地方政府參與

推動中小企業工作環境輔導改善計畫」，持續推動轄內 100 人以下製造業和微
型工程業者進行安全衛生宣導、檢查、輔導及減災教育訓練等，並結合輔導團
志工及職安衛績優夥伴，推動事業單位職業安全知能，建立職業災害預防措施，
每年均完成計畫指標，有效降低職業災害發生率；並藉由成立縣府職業安全推
動小組進行跨局處合作，透過各單位檢視所轄業務期能建立轄內優良職業安全
衛生文化，提升宜蘭縣公部門及產業職業安全衛生水準，改善安全衛生職場環
境及主動風險管理機制，降低職業災害發生，努力達成「環境永續」、「拚出
宜蘭好生活」之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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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等第「良」   新竹市政府

機關介紹
新竹市政府依《新竹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設有 15 處一級單位，所屬一

級機關 6 局，另所屬一級機關下設有合計 18 個二級機關，共同推動職業安全衛
生業務。

安全衛生管理概念
新竹市是台灣高科技的重鎮及創新產業的聚落之一，亦是國際重要的創新

研發產業區域，為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提升
新竹市所屬機關安全衛生法治觀念，讓所有市民瞭解安全衛生的重要性，訂定
職業安全衛生政策：「致力遵循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強化公共工程安全管
理制度」、「保障勞工朋友的安全與健康」、「透過勞工代表、工業會、商業
會達成全員參與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活動」、「持續提升本市職業安全衛生水準，
為永續幸福城市創造優良就業環境」。

安全衛生執行績效
1.	為降低職業災害，提升事業單位安全衛生自主管理制度，針對高風險之事
業單位本府產發處、都發處及勞工處，每年合計辦理 600 場次以上之臨廠
輔導與聯合稽查，協助事業單位建立正確的職業安全衛生觀念降低職業災
害發生機率。

2.	新竹市政府獲評列「109 年度行政院所屬及地方主管機關推動員工協助方
案成效力評估」優等獎。

3.	環保署 110 年考核新竹市環保局「清潔隊部環境管理」( 考核項目包含職
業安全衛生項目 )，獲分組競賽優勝第一名。

結語
新竹市政府一直以來持續輔導事業單位降低職業災害，改善工作環境，透

過職業安全衛生宣導，落實職業安全衛生工作，藉以提升市民對職安衛的認知，
另外也招募業界具職安證照之職安人員擔任輔導員，協助輔導中小企業改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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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環境，以確保勞工者安全與健康。職業災害預防是有賴市民共同努力，秉持
「職安沒有最好，只有更好」的理念，持續推動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共同建構
安全、安穩、安心的職場環境是所有勞工朋友的共同期待，本府將持續落實職
業安全衛生工作，以確保所有市民的安全與健康。



16

評核等第「良」   南投縣政府

機關介紹
南投縣政府按《南投縣政府組織自治條例》，設有一級單位共 14 處、所屬

一級機關共 7 局，20 個所屬二級機關，推動職業安全衛生業務。

安全衛生管理概念
本縣以「加強本縣勞工安全衛生及職災救助措施」為施政願景，推動重點

聚焦「加強安全衛生教育，強化工作者安全，保障勞動者權益，改善勞工與員
工身心健康」為推動政策，藉以達成「提升府內同仁安全意識」、「強化縣民
風險概念」、「強化公共工程設計」、「推動友善健康職場」之願景。

安全衛生執行績效
1. 首創以學校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 成立全國第一家以大專院校為核心的職
業安全衛生家族，率先成立職安家族，透過「大手牽小手，大校帶小校」
的方式分享校園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及實務操作經驗，藉由資源傳承、相互
觀摩學習，讓校園安全更有保障。

2. 本縣 109 至 110 年職災給付千人率平均值 3.83 為基準，較 107 至 108 年
職災給付千人率降低	0.6%。

3. 本縣結合醫院，與經濟部工業局南崗工業區服務中心、南投縣工業會、南
崗工業區廠商協進會等工商團體，聯合辦理「送健康到企業」活動，疫苗
接種服務，並搭配四項癌症篩檢、心情溫度計篩檢，與廠商一同守護員工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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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1. 為整合中央與在地資源，共同提升勞工職業安全衛生及健康照護之工作，
加強辦理各項觀摩會、研討會等資源，並希望以各種案例提醒勞工重視職
業安全。

2. 校園安全向來也是職業安全衛生較難以注意之地方，本縣為提升校園職業
安全意識，更首創以大專院校為核心的職業安全衛生家族，透過「大手牽
小手，大校帶小校」的方式分享校園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及實務操作經驗，
藉由資源傳承、相互觀摩學習，讓校園安全更有保障。並結合在地大學共
同參與安全衛生活動，並邀請擔任家族核心企業，連結 USR 與 C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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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執行績效
1. 針對本縣職災發生率高風險之營造業，採取積極主動輔導，訂定以 107 至
108 年職災給付千人率平均值 4.419 為基準，職災給付千人率 109 年為
4.138，110 年為 3.939，皆有達到下降 5%之目標。

2. 以生動活潑並兼具遊戲方式辦理職場健康週活動，並主動結合其他局處活動，
辦理職安宣導活動，以提升本縣職安衛水平。

評核等第「良」   屏東縣政府

機關介紹
本府設有	20	個直屬單位、5 個所屬一級機關、54 個所屬二級機關，除縣政

業務外，另有勞動部補助經費聘用勞動條件檢查員	7	名、職安衛專責人員 2名、
職業災害個案管理員 3 名共同為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努力。

安全衛生管理概念
訂定「屏東縣政府推動職業

安全衛生目標及計畫」並遵照計
畫內容推動與執行，以建構「幸
福勞動•安居樂業」為本縣願
景，盤點本府相關權責及資源，
訂定推動計畫之目標及策略，逐
年訂定執行工作內容，並函送各
機關 ( 構 ) 遵循辦理。

3. 職安專責人員及輔導員積極主動入
場輔導，輔導比率達 98%。

4. 考慮各行業別的職場環境差異，分
別成立職安衛家族，號召事業單位
以母雞帶小雞方式，共同推動本縣
安全職場環境，並辦理家族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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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構本縣職業安全衛生宣導平台 (Line@ 及官方 FACEBOOK 粉絲專頁 )，提
供有關勞工相關所有訊息給勞工朋友參考，109 及 110 年共推播 398 則。

6. 辦理「春風吉地保平安 - 農耕勞作萬事興 - 最新農業輔具發表會及職業安全衛
生特展」，並進行展出 1 個月，開幕當天同時辦理「2021 職安小英雄親子體
驗營」，希望職安衛觀念從小紮根。

結語
為提升本府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水準，降低職業災害，並督促所屬機關推動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於 108 年訂定本府職業安全衛生推動計畫，並成立推動小
組，推行職業安全衛生業務，自青黃不接積沙成塔，職業安全衛生工作沒有達
到最好的時候，只有一天比一天更好；規劃自 111 年起對本府及本府各機關實
施督導考核，期透過推動計畫及督導考核方式，提升本府各機關對於職業安全
衛生業務認知，職場零災害不應是口號，本府各機關 / 單位一同用心職業安全
衛生工作，推動幸福職場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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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等第「良」   臺東縣政府

機關介紹
臺東縣政府依業務職掌設有	15	個直屬單位、5	個所屬一級機關及	5	個所屬

二級機關，並成立職業安全衛生工作推動小組共同推動職業安全衛生業務。

安全衛生管理概念
本府制定「臺東縣政府職業安全衛生推動計畫」，推動重點聚焦於「縣府

高風險業務」、「公共工程」、「高風險事業單位」及「推動健康友善職場」等，
提升工作者及事業單位職業安全衛生意識為目標，俾以維護工作者之安全及健
康，達成「促進職安衛意識」、「提升安全防護水準」、「強化公共安全維護」
及「打造友善健康職場」之願景。

安全衛生執行績效
　1.「臺東縣政府職業安全衛生推動計畫」原定減災目標為較前二年平均值
減少 30% 以上；109-110	年職業災害死亡千人率平均值	0.044	較 107-
108	年平均值	0.068	下降 35.3%，達成目標。

		2. 分析縣內人口及產業特性，辦理農藥管理人員訓練課程、設計多語種職
業安全宣導單張、針對原住民工作者及偏遠地區之小型工程，強化防災宣
導及輔導等。

		3. 成立「旅宿安衛家族」，為全國第一個針對旅宿業之安全衛生家族，以
大廠帶小廠方式，提升中小企業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4. 發揮「人本關懷」精神，訂有「聽阮心聲」員工交流信箱設置實施計畫、
員工協助方案	EAP	工作圈實施計畫及「愛屋及烏」員工關懷實施計畫，另
訂「臺東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員工心理支持服務作業要點」，適用於所
有公務員及工作者，積極度在各縣市人事單位中居領先群。

結語
本府經由產業特性、職災分析，制定「臺東縣政府職業安全衛生推動計

畫」，在安全衛生推動上資源能有效分配，並以長期趨勢分析被動指標，以兩
年為一周期的方式進行，以減少偏差，落實職場減災及防災。本府積極推動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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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安全衛生工作，職業災害保險給付千人率有歷年下降之趨勢，成效良好。
縣府團隊將持續提升各機關職業安全衛生知能，漸進推展至公共工程及

勞務之協力廠商及所屬事業單位，以期全體事業單位與縣民公私協力，一同維
護本縣工作者之職業安全與健康，提升各業職業安全衛生水準，創造優良安　　
全之就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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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等第「良」   澎湖縣政府

機關介紹
轄內推動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業務更加適性與完善，由以下直屬單位（14	

個）、所屬一級機關（8	個）、所屬二級機關（12	個、國民中學 14	校、國民小
學 37	校）、各鄉式公所（6	個）、附屬單位，共同分責推動，為配合勞動部落
實職業安全衛生業務執行，由縣長擔任召集人成立職業安全衛生工作推動小組，
負責規劃、推動安全衛生工作，持續落實轄內職業安全衛生工作，減少職業災
害發生率，為澎湖縣工作者創造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

安全衛生管理概念
澎湖縣政府地署離島，照顧縣民之勞動權益，建立友善職業安全衛生環境，

恪遵職業安全衛生法規，預防職業災害及提升職業安全衛生績效，創造經濟、
教育、宜居的國際島嶼，下列為本府之職業安全衛生承諾：
1.	本縣承諾遵守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並要求府內機關共同遵守。
2.	本縣致力建立職業友善職業安全衛生環境，預防職業災害。
3.	本縣強化辦理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提升職業安全衛生知能及危害辨
					識能力。
4.	本縣承諾將持續改善職業安全衛生執行之績效。

安全衛生執行績效
1.	透過持續改善職業安全衛生執行績效，達成降低職業災害發生千人率5%。
2.	勞動法令扎根宣導，權益落實保障：
(1) 勞動法令政策宣導及研習活動，共計辦理12場次活動 (總計 1,555人 )。
(2)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與宣導會，共計辦理15場次活動 (總計654人 )。

3.	提升公共工程品質，辦理政府採購研習計 10 場次、工程人員教育訓練 2
場次、工程現地觀摩 2 場次，施工查核與採購稽核業務辦理績效考評，成
績考核分別列優等及甲等，109	年度全民監督公共工程執行績效考評獲得
甲等績效優良。



2323

結語
澎湖縣政府以「卓越領航、重返榮耀」的使命精神，為我們下一個世代打

造永續發展的基礎。本縣施政架構主軸為觀光發展、產業創新、青年創業、教
育文化、樂齡養生、交通運輸、可負擔的住宅、醫療服務，以及海洋土地永續
利用，為照顧縣民之勞動權益，建立友善職業安全衛生環境，恪遵職業安全衛
生法規，預防職業災害及提升職業安全衛生績效，創造經濟、教育、宜居的國
際島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