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防護設備及措施設置注意事項

主講人：蔡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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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台灣已步入先進國家之列，且生活水準已大
幅提升，相對的物質享受、對生命的尊重，已和
往昔大不同。

安全設施？是否提升？

勞工安全衛生便是一項指標，而其安全設施
更是基礎工程。

今若提升競爭力，安全設施更是不可少，期
待由安全意識，帶動營造業及全面提升工安觀念，
將我們的生活品質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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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安全網(CNS14252)應用與選擇
以用途區分：
1.防止人員墜落安全網
(1)臨時性：短期工程使用，待完工後拆除
(2)永久性：於建物規劃時或機台設計完成，將視為建物一

部份，故要求美觀、安全、實用、適用與可靠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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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防止細物飛落或墜落
(1)垂直用：在斜坡、邊坡高處或高架作業風速強勁，防止人

員或物件飛落
(2)水平用：防止細物垂直落下砸傷人員，網目不得超過4M2

＊依CNS質量100g/M2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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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材質區分(依CNS14252標準)

＊ 尼龍 ＊馬尼拉繩 ＊聚酯

＊聚丙烯 ＊聚氯乙烯 ＊瓊麻 ＊大麻

☆ CNS規定除低聚乙烯(PE)外，以上各種材質均

可使用作為安全網材質

☆ 目前國內約有99％均使用聚乙烯(PE)材質

其耐候性.耐裂性.質量承受負載等均無法滿足安
全及法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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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安全帶的應用與選擇
以安全帶用途區分

• 礦用安全帶(腰帶式) ： (CNS6701) 工作半徑在掛

繩內之作業，而無衝擊或墜落之慮的工作平台

• 背負式安全帶(降落傘式、全身式) ：(CNS14253)
高處、高架、局限空間、施工架、管架斜坡作業專
用應追加腰部護墊，雙腿護墊，3D環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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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掛繩編織法區分

三股編法 席筒編法

扁狀編法 中空席筒編法

• 另加減震包：可將衝擊力降到6kN以下
• 鋁合金掛鈎250g±10%
• 鑄鐵掛鈎800g±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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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坡作業專用掛繩

斜坡作業專用防墜系統

斜坡作業專用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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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墜落後10min救援黃金時間,懸吊過久若超過60min可能導致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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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注意事項

1.安全帶使用勿「一概而論」的使用，因位置、時
間、地點之現場環境不同而有所改變

2.使用者應確實要求使用方法、自動檢查、注意事
項等適用性

3.備用時應存放於陰涼通風處

4.忌用有機溶劑做保養，表面乾淨即可

5.污損或扭曲或生命色線斷裂，則不可再使用

6.外徑減少7％或一撚已磨損或紋溝已磨平或生命色
線斷裂，則不可再使用

7.安全帶不同於其他護具，應確實遵守且不得馬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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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礦用安全帶(腰帶式)只限使用在1.5M而無墜落之
工作環境，除此之外均不可使用，否則仍有危害
生命之慮甚至死亡

9.背負式安全帶在墜落後，若正確配帶雖可發揮功
能，仍應有多層配套措施，否則懸吊過久仍對生
命造成威脅甚至死亡

10.高處作業用安全帶之調整器，不可使用於安全帶
垂直用之掛點

11.安全帶懸吊點最少應在2300kgf(3500kgf)之強度

12.使用時之懸掛高度及懸掛點高度，宜在肩膀以上

13.邊坡作業宜使用邊坡專用背負式安全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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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安全母索應用與選擇

• 以用途區分

(1)水平防墜系統：左右移動

(2)垂直防墜系統：上下移動

(3)直線防墜系統：前後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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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二度空間防墜系統：
上下或左右移動或前後移動

(5)三度空間防墜系統：
垂直(Y軸) 、水平(X軸) 、直線(Z軸)
三種空間整合達無障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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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母索使用注意事項

1.每跨距只允許一位勞工上下，不可同時工
作

2.邊緣處使用安全母索特別注意銳角，將有
產生母索磨損危害，應作護墊保護之

3.中間點跨距為10M2.支柱間距只允許一人，
系統最多為2人(含)(視設計而定)

3.端點承受強度最少2,300kgf以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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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系統達無障礙為目標，但考量安全係數，故
安全母索破斷強度應在3500kgf以上為宜

5.需為專業廠商設計，且確認無誤後方可使用

6.若有破損或衝擊後應立即檢修

7.使用者應每月或使用前做自動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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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軌式 鋼板式

每一端點均需2,300kgf
以上

而在兩側端點應需達
2,300kgf/人以上

必要時增到4,600kgf或
6,900kg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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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式 垂直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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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C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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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母索抗拉強度特性
業界常用結點束制之型式

資料來源：勞研所安全母索性能測試評估 30



吊環示意圖

資料來源：勞研所安全母索性能測試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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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鞍環示意圖

資料來源：勞研所安全母索性能測試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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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棉繩強度是否足夠有待檢驗，當發生
墜落時延展性是否太大。

資料來源：勞研所安全母索性能測試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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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索表面受損強度是否安全。

資料來源：勞研所安全母索性能測試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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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索以纏繞之方式，未以鋼索夾固定，遇
到外力時是否會脫落。

資料來源：勞研所安全母索性能測試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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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mm繩索不同編織法破斷強度比較圖

資料來源：勞研所安全母索性能測試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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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mm尼龍繩反穿結經曝曬後之抗拉強度

資料來源：勞研所安全母索性能測試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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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貓眼之繩索破斷強度比較表

資料來源：勞研所安全母索性能測試評估 38



尼龍繩16mm三股編織撒哈姆法打結數量平均之拉斷強曲線圖

資料來源：勞研所安全母索性能測試評估 39

尼龍繩索14mm、16mm三股編織不同束制法之拉斷強度

資料來源：勞研所安全母索性能測試評估 40



聚乙烯繩索16mm撒哈姆法束制結數平均之拉斷強度曲線圖

資料來源：勞研所安全母索性能測試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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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乙烯繩索14mm、16mm三股編織不同束制法之拉斷強度

資料來源：勞研所安全母索性能測試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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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棉繩14m之拉斷強度

資料來源：勞研所安全母索性能測試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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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棉繩索14mm三股編織不同束制法之拉斷強度

資料來源：勞研所安全母索性能測試評估
44



棉繩索14mm、16mm三股編織不同束制法之拉斷強度

資料來源：勞研所安全母索性能測試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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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鏽鋼鋼索不同束制方法之拉斷強度範圍比較圖

資料來源：勞研所安全母索性能測試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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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銹鋼鋼索撒哈姆法束制結數之拉斷強度

資料來源：勞研所安全母索性能測試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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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索夾鎖鋼索之長邊示意圖

資料來源：勞研所安全母索性能測試評估 48



鋼索夾鎖鋼索之短邊示意圖

資料來源：勞研所安全母索性能測試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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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索夾束制方向不同之破斷強度曲線圖

資料來源：勞研所安全母索性能測試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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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索夾束制方向不同之破斷強度曲線圖

資料來源：勞研所安全母索性能測試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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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索夾螺帽不同扭力值之拉斷強度範圍

資料來源：勞研所安全母索性能測試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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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鐵鋼索不同束制方法拉斷強度

黑鐵鋼索不同束制方法拉斷強度

3400
3600
3800
4000
4200
4400
4600
4800
5000
5200
5400

1 2 3 4 5 6

束制方法

拉
斷

強
度

k
g
f

鋁壓縮結頭

3顆鋼索夾

4顆鋼索夾

反穿結2結

反穿結3結

反穿結4結

資料來源：勞研所安全母索性能測試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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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鐵鋼索撒哈姆法結數拉斷強度曲線圖

資料來源：勞研所安全母索性能測試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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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錨定

• 法令：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2,300kgf以上/
人，若2人則為4,600kgf以上，其餘類推

• 注意事項

1.使用位置不同，邊坡地層不同、強度、使用
時條件也將不同

2.搭配安全母索使用，要求相同，不因母索材
質不同而降低錨定安全系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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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端點受力為最大負荷，尤其單點受力視人
數多寡而定

4.若有衝擊應確認是否堪用

5.地錨及箱型樑應用時，埋設深度將影響強
度

6.斜坡作業若利用樹木作為臨時性錨定時，
樹幹最少在直徑50cm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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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蔡一主碩士論文
57

資料來源：蔡一主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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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 請 指 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