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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職業安全
勤美視安全的工作環境為第一優先考量，職場零重大災害為目標。所有廠區皆已取得 ISO�45001：2018，新竹廠同時通過 CNS�45001：2018 並取得健康職場標章，大
陸廠區亦取得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核發的工作安全生產標準化二級與三級證書。證書彙整表

4.5.1 落實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金屬成型事業各廠設有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22，以該廠最高主管人員為首，由生產單位、後勤單位及環安單位聯合組成，其中新竹廠安委會勞方代表占 41%，各廠依
規範每季或每周召開會議，並透過安全隱憂審查、健康照護等各項措施，竭力達成安全生產。因產業特性，職業危害包含粉塵、噪音、切削捲夾、作業環境 ( 季節 ) 高
溫，可能導致的職業病為聽力損失、塵肺，截至目前皆未發生職業病案例。

2020 年成果 2021 年計畫 中長期計畫

CMP
◊�獲得健康職場標章
◊�設立「不可接受職安衛風險管制表」，�2020 年評估風險

分數較去年下降 47.3%

◊�健康職場促進計畫
◊�「不可接受職安衛風險管制表」

評估分數較前一年度降 3%

◊�「不可接受職安衛風險管制
表」評估分數較前一年度降
3%

◊�建立安全環境
◊�零職業病��������������������������������������������������
◊�零工傷

CMS
◊�聯手清華大學與蘇州工業大數據中心，運用科技、大數

據達到預防發生效果
◊�與蘇州工業大數據中心洽談「數

字先鋒」專案
◊�與蘇州工業大數據中心洽談

「數字先鋒」專案

CMW

◊�建立線上消防系統點檢平台，達成省時準確、無紙化作
業 ( 年減 4,800 張紙 )、降低人員勞動強度

◊�提升集塵、降噪工程以及冷、熱泵機，再次降低現場粉
塵、噪音、溫度影響，提升工作環境品質

◊�消防系統點檢平台轉為內部伺服
器，並持續優化

◊�粉塵目標＜ 15mg/m3��������������������������������
◊�雜訊目標＜ 85dB
◊�2021 年安全目標

◊�消防系統點檢平台轉為內部伺
服器，並持續優化

◊�粉塵目標＜ 10mg/m3

◊�雜訊目標＜ 85dB��������������������������������������������������������������������

CMB
◊�員工宿舍經政府消防、安全、環保、城市規劃多部門聯

合檢查，推薦為「蘇州高新區示範企業集體宿舍」
◊�依蘇州市政府 331 專項行動，強化火災隱憂防控

◊�總體可滿足 300 人住宿，目前
入住約 90 人，持續為員工提供
安全居住環境，免除租屋壓力與
住處安全疑慮

◊�滿足公司員工住宿需求前提
下，空餘宿舍經政府批准對外
開放後，可向外供給安全住
處，減輕租屋壓力

22. 依各廠區所訂，委員會名稱有所不同，但執行內容相同，且皆與環安委員會合併，綜合環境、安全、衛生為三大執行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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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採用自動化設備與環保型物料，大幅降低人員負擔
◊�透過改用環保型物料，有效降低異味，氨氮、苯酚及甲

醛排放量平均再下降 35-38%
◊�採用全自動造模線、機械手臂、自動研磨機，避免人員

因搬動重物而導致職業傷害外，亦有益於產品品質與穩
定度，提升生產效率

每周 /每季自主環境安全檢查
針對廠區進行自主檢查，並召開改善會議，立即完成改善，
以減少安全隱憂及不當行為

安全示警與宣導
針對可能導致安全疑慮之物品與行為，提供安全告示圖標，�
強加宣導；外賓及承攬商亦須完成安全注意要點宣導方可入廠

防災演練
根據緊急應變管理方案，每年進行消防安全、
化學品災害、防洪等演練，提高事故應對能力

個人防護設備
主動提供安全帽、安全鞋、耳塞、
耳罩、口罩等配戴設備；外賓及
承攬商亦須完成安全注意要點宣
導方可入廠

健康照護
◊�舉辦健康講座、運動性社團
◊�設置AED(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 )
◊�免費提供健康檢查，並針對職業病高

發生率與高風險之作業同仁，進行特
殊健康檢查，如發現同仁因職業原因
不能適應原工作時，除提供醫療，將
採取更換工作、變更作業場所、健康
管理等措施

◊�結合職業醫學專科醫師，定期提供臨
廠預防醫學，包含一般醫療諮詢與轉
介、健康教育諮詢、職業傷害與疾病
諮詢、診斷與預防、健康促進活動規
劃、安全教育訓練、健康偵測管理
等，提升工作場所的健康與安全

教育訓練
針對新進、在職人員，及新設備引進前，提供相
應的教育訓練，包含基礎職業安全觀念、危害通
識規則、緊急事故處理流程、化學品管理程序
等，增強危害辨識及處理能力，並依職務特性安
排特種設備與職安相關執照考取與進修

職業危害監測
針對工作場域的粉塵、高溫、噪音等可能危及人體
健康安全的項目，持續進行監測、控制與優化

生產設備維護
定期檢查及維修所有設備，降低操作安全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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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失能傷害與缺勤

2020 年度職業災害共七件，主要為夾擠傷、壓傷、廠內車輛碰撞等輕微物理性及人因性傷害，職災案件皆依程序進行案件調查與分級管控，同時檢討、優化廠內現況
及加強教育訓練，避免再次發生。2020 年度未發生因公死亡事件、未能於六個月內復原之嚴重事件、或其他工作者 23 職災。

▍失能傷害 24�

23. 其他工作者指非屬勤美員工之工作者。
24.��失能傷害依 GRI 準則與勞動部所公布之重要失能傷害統計指標，擇以失能傷害頻率 (F.R.) 與失能傷害嚴重率 (S.R.) 呈現為準，2019 年揭露範圍新納入璞真建設，以及位處大陸三子公

司 ( 即金屬成型之蘇州勤美達、天津勤威、蘇州勤堡 )，故總經歷工時等數據有較明顯變化。
25. 失能傷害頻率 (F.R.) 計算公式：可記錄之失能傷害人次數 *1,000,000÷ 總經歷工時。
26. 失能傷害嚴重率 (S.R.) 計算公式：失能傷害日數 *1,000,000÷ 總經歷工時。

▍缺勤率

金屬成型

建設住宅

總部

生活休閒

整體              男性            男性            女性           女性

0.46%

0.50%

0.13%

0.30%

0.42%

0.44%

0.06%

0.09%

0.50%

0.50%

0.83%

0.18%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可記錄之失能
傷害人次數

3 0 9 2 7 0

失能傷害日數
(一日以 8小時計 )

26 0 428.5 78 164 0

總經歷工時 560,968 160,592 3,059,728 702,136 2,841,600 698,176

失能傷害頻率
(F.R.)25

5.35 0 2.94 2.85 2.46 0

失能傷害嚴重
率 (S.R.)26

46 0 140 111 5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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