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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文摘要

recycle

近年來，台灣因經濟蓬勃發展，車
輛及輪胎需求量大增，車輛的使用必造成
輪胎的磨損，當輪胎磨擦而呈平滑階段或
破裂現象則進入淘汰的命運，每年所產生
之廢胎數量據估計已高於 1500 萬條，總
計 10 萬噸以上。國內每年產生約十萬公
噸之廢輪胎，大多未能妥善回收再利用，
成為病媒蚊滋生的溫床，對環境品質及衛
生造成極大的衝擊。嚴重危害國人的健
康。本計畫擬針對廢輪胎回收業所可能產
生之安全衛生問題作診斷，配合法規需求
及 OHSAS 管理系統探討該等產業安全衛生
管理問題，並研擬改善策略。

二、 緣由與目的
近年來，台灣社會經濟蓬勃發展，人
民生活水準提升，交通也日益發達與便
利，因此國內車輛逐年增漲，相對上所產
生的廢輪胎也與日俱增，進而也促使廢輪
胎所衍生之環保問題日益嚴重。廢輪胎再
利用清理的相關環境及技術問題一直是科
學界欲突破之挑戰，傳統之廢輪胎再利用
市場附加價值不高且市場相當有限，不足
以消化台灣地區每年產生約十萬公噸的廢
輪胎。目前國內廢輪胎回收處理係採「回
收及處理一元化制度」。此制度係將市面
上之廢輪胎回收後直接送處理廠處理，一
方面減少廢輪胎貯存可能導致之環境問
題，另一方面則降低廢輪胎貯存成本的浪
費。行政院環保署更於民國 91 年 10 月 23
日訂定「廢輪胎回收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
設施方法」
，為促進廢輪胎之回收並減少廢
輪胎所衍生之環保問題。
目前廢輪胎的回收處理，可將廢輪胎
切割成碎片，再將碎片以不同方式處理，
例如廢輪胎可回收經高壓成彈性防滑地磚
或多孔透水磚；碎片由於熱值含量即高，
因此也有利用於汽電共生工廠，燃燒碎片
來產生熱能、蒸氣並執行發電功能；另亦
有將碎片再磨細成粉狀，經添加界面活性

關鍵詞: 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 廢輪胎
The result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1) Design a self-assessmene
table to survey the execution of safety
and hygiene by owners. (2) the owners
had not fully established the safety
and hygiene system.(3) We suggest
owners must regulate a safety and
hygiene system to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disaster.
key words: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t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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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廢輪胎回收造成之安全衛生
問題

劑後成為再生橡膠，再加入輪胎生產製程
中生產再生胎，以上種種處理方式均可有
效達成再利用的理念。唯廢輪胎回收過程
中可能衍生之問題，包括產生黑煙、粉塵、
有機物質等嚴重影響作業環境空氣品質，
將對勞工產生健康不良影響。另外工 廠 裡
外堆滿廢輪胎，亦容易造成火災意
外 ， 產 生 工 安 問 題 ， 因 此 廢輪胎回收
處理的安全衛生問題亦值得業界注意並加
強預防控制。

對於廢輪胎回收工廠所使用之處理方
式，包括機械磨粉、熱裂解、輔助燃料，
在勞工處理廢輪胎回收中，勞工所操作之
機械器具、吊升荷重機具、堆高機具…等，
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危險性機械及安全
衛生設施，是否合乎法規之範疇。以及在
處理過程中所產生之有機揮發性物質
（VOC），如戴奧辛…等物質，甚而是在燃
燒分解廢輪胎的過程中所產生的高溫、高
壓…等作業環境容許濃度是否合乎容許濃
度標準，皆是勞工在廢輪胎回收工廠中所
面臨的安全衛生問題，更是值得我們在實
施廢輪胎回收工廠之安全衛生工作所需要
重視的焦點。

三、 廢輪胎回收造成之環境污染
問題
國內廢輪胎處理技術包括機械
磨粉、熱裂解、輔助燃料、其他原型利用、
境外輸出等方式。廢輪胎處理原則係以國
內處理為優先，若國內處理能量無法有效
解決廢輪胎產生問題，則再考慮境外輸
出。國內處理方式以機械磨粉、熱裂解、
輔助燃料處理方式為優先考量；原型利用
處理技術包括作為人工漁礁、土木工程、
隧道工程、碼頭工程、農（園）藝用途、
娛樂設施等，但需再行考量其使用方式是
否造成環境問題而定。
廢輪胎的產生、累積與堆棄以為所有
工業化國家帶來一個令人既頭痛又嚴重的
問題。現今台灣地區每年約有十萬公噸的
廢輪胎產生。由於廢輪胎在掩埋時，會破
壞原本掩埋場的良好覆蓋，故不適合與一
般廢棄物一起掩埋，而且掩埋處理後長期
不易腐化。台灣位居亞熱帶地區，若廢輪
胎隨意堆置遇雨積水，易滋生病媒蚊而造
成登革熱疾病發生。另外，廢輪胎具有高
熱質，若堆積貯存不慎，火災發生的潛在
問題亦較歐美等溫帶國家更為嚴重，而且
因為起火燃燒排出大量的有害物質，不但
造成空氣污染，所產生的熔油、熔渣亦可
能會滲入地底，造成土壤及地下水的汙染。

五、 研究方法
針對台南縣某一廢輪胎工廠，實際赴
現場了解該工廠廠區分布、收集事業單位
之安全衛生基本資料，並調查事業單位安
全衛生執行現況，盼能深入了解所篩選之
事業單位安全衛生管理執行之盲點及困
難，評估事業單位設施及管理不符合法規
項目並且從第三者的角度來給予輔導，改
善安全衛生設施並建立管理機制，避免職
業災害之發生，邁向企業安全衛生永續發
經營之目標。
將法規對事業單位安全衛生管理的要
求設計成表，包括安全衛生管理單位及人
員之設置、報備、是否符合法規是否擬定
安全衛生年度工作計畫，按照計畫執行並
有紀錄、是否每年擬定自動檢查計畫書，
按照計畫實施並有紀錄、所有危險性機械
(三公噸以上起重機)(一公噸以上升降機)
等是否皆申請設置報備，並經檢查合格、
所有危險性機械操作人員是否皆受訓合格
取得證書、堆高機操作人員是否皆有受訓
合格取得證書、勞工是否正確佩戴合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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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理性防護具、滅火設備是否有效並明顯
標示、周圍淨空、一般機械如研磨機、射
出成型機、衝剪機械、堆高機、電銲機之
安全防護裝置是否足夠、安全衛生工作守
則是否訂定並報檢查機構核備後，公告周
知。是否有書面紀錄，包括防護具的種類、
使用規範、使用場所、保養及領用等紀錄。
有無透過教育訓練、張貼標語，員工提案、
加強宣導安全衛生意識，逐項進行診斷評
估，評估哪些設施及管理不符法規，把不
符法規事項鑑別出來，列為改善之目標，
如此當可防止職災之發生。

2. 未實施危害通識計畫，物質安
全資料表未置放現場。
3. 危害預防工程設施不足，作業
勞工普遍未佩戴防護具。
（三）工作環境方面
1. 超過 2 公尺作業未設置護
欄、爬梯超過 2 公尺以上未設
護欄。
2. 物料堆放雜亂，場所擁擠，標
示不足，阻礙通道。
（四）消防設備方面
1. 滅火器、消防栓位置前面未淨
空。
2. 滅火器乾粉過期未更換，牆上
有滅火器標示，但無實物。
3. 逃生路線未標示及緊急出口
燈故障。
（五）電器危害方面
1. 電器箱無接地。
2. 飲水機無接地。
二. 安全衛生制度管理方面
1 未依法設置組織，確實規劃安全衛
生管理計畫、執行各項安全衛生
管理工作。
2 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並確實執行
及紀錄。
3 未對員工進行教育訓練，宣導安全
衛生知識，加強提升安全意識。
4 未重視健康檢查（部分廠商未實施
或紀錄未存檔）並追蹤健康管理。
5 高層未有任何政策宣示，並未推
動績效管理。
6 未建立承攬商管理規章，以書面方
式告知承攬商有關環境危害，及
應採取之安全措施。
7 未實施作業環境測定，據以採取危
害預防控制，如要求員工佩戴防
護具。

六、 結果與討論
經詳細訪視及評估，發現該事業單位
在安全衛生方面，缺乏守法精神及法治觀
念，吾人從法規及風險存在的角度，指出
該事業單位安全衛生設施及制度管理存在
之缺失，摘如下列，盼業者真能加以落實
改善。
一. 設備措施方面
（一）機械安全方面
1. 機械安全防護不足如皮帶
輪、馬達、切割機無護罩。
2. 固定式起重機的防滑舌片被
取下。
3. 吊升荷重未滿三公噸之固定
式起重機、堆高機操作人員未
受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
練，卻操作堆高機。
4. 對機械設備及作業，未訂定自
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二）危害預防管理方面
1. 未對化學性危害（有機溶劑、
粉塵、特化物質）及物理性危
害（噪音、高溫）進行作業環
境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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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就是流於型式，應付了事。除非被南
檢所開單取締，才會針對被舉發之項目加
以改進，不會因此多重視廠區作業環境安
全衛生。顯見中小型企業安全衛生仍有相
當幅度的改善空間。如何提升事業單位做
好安全衛生的動機(例如彙整各相關行業
職災案例)及宣導相關之法令、技術，以協
助其建立安全衛生自主管理文化，應為施
政之重點

8 未制定勞工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
南檢所核備並公告實施。
該單位未重視安全衛生工作，經訪
談分析其可能原因條列如下：
1.對安全衛生法規相關之規定，毫無知
悉，亦即毫無安全衛生之認知，以致
違法仍不知，顯示仍有加強法規宣傳
之必要。
2.有一些安全衛生之知識，但沒有正確
的態度，只注重眼前生產，未落實安
衛管理，忽略永續經營之重要，不知
安全衛生也是評估企業經營績效指
標之一。
由此可見，事業單位的安全衛生認知
有相當的落差，顯示如何加強宣導安全衛
生的重要應為努力之目標。未來政府宜主
動出擊，適時對事業單位就法令、實務、
案例，加以宣導、輔導，使其了解安衛之
重要，並建立夥伴關係，協助事業單位建
立自主管理之機制，確實落實各項安全衛
生管理工作。我們相信只有勞工的未來有
保障，事業才更能永續經營。
目前國內中小型企業所佔的比例達 95
﹪以上，由重大職業災害之統計資料顯
示，79﹪的重大職業災害發生在 100 人以
下的工廠可見中小型企業安全衛生管理問
題十分嚴重，大都未訂有安全衛生管理計
畫，未建立企業自主管理機制，以致安全
衛生皆未能符合政府相關法令之規範，因
此未來政府如何協助轄區內中小型企業建
立安全衛生自主管理制度以符合法令規
章，應為第一階段重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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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結論
由上可知，該事業單位對於安全衛生
的認知相當不足，對法規相當陌生，以致
對於安全衛生的管理採取被動，不是未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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