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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業及客運(含遊覽車)業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規 自主檢核表 
106年 5月彙編 

項目 檢核情形 條文(規定)內容 法源 

身心

保護

計畫 

□有 
□無 
□不適用 

為避免勞工因重複性作業等原因，促發肌肉骨骼疾病，已採取危
害預防措施，作成執行紀錄並留存 3 年。 

勞工人數達 100 人以上者，已訂定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並執行；
未滿 100 人者，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 

職安法第 6條第 2項 
設施規則第 324 條之 1 

□有 
□無 
□不適用 

為避免勞工因從事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作業促發疾病，
已採取疾病預防措施，並將執行紀錄留存 3年。 
依規定須配置有醫護人員從事勞工健康服務者，已訂定異常工作
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並執行，依規定免配置醫護人員者，得以
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 

職安法第 6條第 2項 
設施規則第 324 條之 2 

□有 
□無 
□不適用 

為預防勞工於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
害，已採取暴力預防措施，作成執行紀錄並留存 3年。 

勞工人數達 100人以上者，已訂定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
畫並執行；未達 100人者，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 

職安法第 6條第 2項 
設施規則第 324 條之 3 

健康

檢查

與管

理 

□有 
□無 
□不適用 

僱用勞工時，□已依附表八所定之檢查項目實施一般體格檢查。
□檢查結果已依附表九所定格式記錄。□紀錄至少保存七年。 

職安法第 20 條 
保護規則第 10條、第

10 條之 1 

□有 
□無 
□不適用 

對於在職勞工，□已依附表八所定之檢查項目，定期實施一般健
康檢查。□檢查結果已依附表九所定格式記錄。□紀錄至少保存
七年。 

職安法第 20 條 
保護規則第 11條 

□有 
□無 
□不適用 

實施勞工一般體格檢查、一般健康檢查後，□已參採醫師建議告
知勞工，並適當配置工作場所作業或縮短工作時間。□檢查結果
異常之勞工，已提供健康指導。□檢查結果已發給勞工。□已彙
整受檢勞工之歷年健康檢查紀錄。 

職安法第 21 條 
保護規則第 15條 

□有 
□無 
□不適用 

事業單位之同一工作場所，勞工人數在 300人以上者，已依規定
配置醫護人員，並辦理臨廠健康服務。 

職安法第 22 條 
保護規則第 3條 

安全

衛生

組織

與人

員 

□有 
□無 
□不適用 

已依附表二之規模，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及管理人員（以下
簡稱管理人員）。勞工人數在 30人以上者，已填具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單位(人員)設置報備書，向勞動檢查機構報備。 
勞工人數未滿 30 人者，其應置之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得由
事業經營負責人或其代理人擔任。 

職安法第 23 條 
管理辦法第 3條、第 4

條、第 86條 

□有 
□無 
□不適用 

第二類事業之事業單位勞工人數在 300人以上者，所置管理人員
應至少 1人為專職。 
該專職管理人員，已常駐廠場執行業務，未兼任其他法令所定專
責（任）人員或從事其他與職業安全衛生無關之工作。 

職安法第 23 條 
管理辦法第 3條、第 4

條 

□有 
□無 
□不適用 

□已依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要求各級主管
及負責指揮、監督之有關人員執行。 
□勞工人數在 30 人以下者，以安全衛生管理執行紀錄或文件代
替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勞工人數在 100人以上者，已另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之執行，已作成紀錄，並保存三年。 

職安法第 23 條 
管理辦法第 12條之 1 

□有 
□無 
□不適用 

對擔任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之勞工，已於事前使其接受職業安
全衛生業務主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事業經營負責人或其代理人擔任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者，亦
同。 

職安法第 32 條 
教育訓練規則第 3條 

教育

訓練 

□有 
□無 
□不適用 

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已使其接受必要之一般安
全衛生教育訓練。 

職安法第 32 條 
教育訓練規則第 1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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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無 
□不適用 

對擔任下列工作之勞工，已使其接受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每 2年至少 6小時。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每 2年至少 12小時。 
□急救人員，每 3年至少 3小時。 
□各級管理、指揮、監督之業務主管，每 3年至少 3小時。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成員，每 3年至少 3小時。 
□前述各款以外之一般勞工(包括無一定雇主之勞工或其他受工
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每 3年至少 3小時。 

職安法第 32 條 
教育訓練規則第 17
條、第 17條之 1 

承攬

管理 

□有 
□無 
□不適用 

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已事前告知承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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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安法第 26 條 

□有 
□無 
□不適用 

共同作業時，為防止職業災害，原事業單位已採取下列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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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之連繫與調整。□工作場所之巡視。□相關承
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
之必要事項。 

職安法第 27 條 

母性

保護 

□有 
□無 
□不適用 

勞工人數在 300人以上者，對於妊娠中或分娩後未滿 1年之女性
勞工，於從事易造成健康危害之工作(包括勞工作業姿勢、人力
提舉、搬運、推拉重物、輪班、夜班、單獨工作及工作負荷等)，
已實施母性健康保護。 

職安法第 31 條 
母性保護辦法第 3條 

其他 

□有 
□無 
□不適用 

□已依職安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
衛生工作守則，報經勞動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 

職安法第 34 條 

□有 
□無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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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災害、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 3
人以上、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 1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等任一
情形者，雇主應於 8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 

職安法第 37 條 

□有 
□無 
□不適用 

已依規定填載職業災害內容及統計，按月報請勞動檢查機構備
查，並公布於工作場所。 

職安法第 38 條 
施行細則第 51條 

□有 
□無 
□不適用 

□已依規定備置足夠急救藥品及器材，並置合格急救人員辦理急
救事宜。 
□備置之急救藥品及器材，應置於適當固定處所，至少每六個月
定期檢查並保持清潔。 
□急救人員，每一輪班次應至少置 1人，勞工人數超過 50人者，
每增加 50人，應再置 1人。 
□雇主對工作場所急救人員，應使其接受急救人員之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但醫護人員及緊急醫療救護法所定之救護技術員，不在
此限)。 

職安法第 6條 
保護規則第 6條 

教育訓練規則第 15 條 

備註： 

1. 本表係就旅行業及客運(含遊覽車)業適用職安法應優先辦理事項進行彙編。 

2. 職安法指「職業安全衛生法」；設施規則指「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保護規則指「勞工健

康保護規則」；管理辦法指「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教育訓練規則指「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規則」；母性保護辦法指「女性勞工母性健康保護實施辦法」；完整法規內容，請參閱附

錄「旅行及客運(含遊覽車)業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暨相關附屬法規一覽表」，或逕至勞動部

勞動法令查詢系統(https://laws.mol.gov.tw/index.aspx)瀏覽。 

https://laws.mol.gov.tw/index.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