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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961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9年10月23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5328 號

案由：本院民眾黨黨團，鑒於新經濟型態之產業蓬勃發展，其中部
分職業如駕駛機車外送飲食有高度職業安全衛生風險，顯示
現行法對非典型勞務樣態保護不足，爰擬具「職業安全衛生
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新經濟型態中例如機車外送飲食難以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爰增訂授權主管機關得視職業
特性使受領此種工作者勞務獲取經濟利益之人，一併負擔義務，始符損益同歸之精神。
二、現行第四十條對於雇主之刑罰較修正後刑法過失致死罪輕，不符罪刑相當原則，爰提升法
定刑上下限且使法院不得僅選科財產刑，以保護勞工。事業單位組織分工中對第六條第一
項或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事項有管理或監督權限之人員未於權限內落實必要設備或措施有
因果關係，自應一併追訴其行為，與雇主或法人負責人受同等處罰。
三、勞動基準法一百零五年修正加重法定罰鍰金額上限後，本法未隨同修正，致增加勞工生命
安全及健康危險之行為處罰較侵害勞工財產權為輕而輕重失衡，爰使罰鍰上限齊一，並導
入加重罰鍰及明定得按次連續處罰規定。

提案人：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
賴香伶 張其祿 高虹安
邱臣遠 蔡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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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第四條之一 中央主管機關考
量特定職業自營作業者之作
業風險，得指定公告受領其
勞務之人適用本法一部或全
部雇主義務及罰則規定。

說

明

一、本條新增。
二、本法第五十一條第二項規
定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
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於事
業單位工作場所從事勞動，
比照該事業單位之勞工，適
用本法之規定，然新經濟型
態中例如機車外送飲食非受
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
提供勞務，飲食外送平台復
主張其非雇主，難以適用職
業安全衛生法，爰增訂授權
主管機關得視職業特性使受
領此種工作者勞務獲取經濟
利益之人，一併負擔義務。

第四十條 違反第六條第一項
或第十六條第一項之規定，
致發生第三十七條第二項第
一款之災害者，處六月以上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法人犯前項之罪者，除
處罰其負責人外，對該法人
亦科以三萬元以上一百萬元
以下罰金。
事業單位組織分工中對
第六條第一項或第十六條第
一項規定事項有管理或監督
權限之人，於權限範圍內未
盡管理或監督責任致發生第
三十七條第二項第一款之災
害者，適用第一項規定處罰
。

第四十條 違反第六條第一項
或第十六條第一項之規定，
致發生第三十七條第二項第
一款之災害者，處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法人犯前項之罪者，除
處罰其負責人外，對該法人
亦科以前項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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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項係針對雇主違反預
防職業災害設備或措施義務
或使用危險性設備違反本法
規定致工作者發生死亡職災
之處罰，其犯罪結果乃侵害
最嚴重之生命法益且雇主對
之有高度注意義務，惟現行
法定刑上限僅三年有期徒刑
較過失致死罪更低，顯不符
罪刑相當原則且致法院適用
時均因想像競合而從過失致
死罪處斷使本條形同具文。
爰斟酌上開因素提升法定刑
並不得僅選科財產刑，以保
護勞工。
二、為免第二項對法人之處罰
因行政罰法第二十六條刑事
罰優先之規定，使法人之罰
金刑低於本法第四十三條修
正後之罰鍰，爰將法人財產
刑增加為與第四十三條一致
。
三、本法第六條第一項或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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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條第一項之義務人為雇主
，不包含事業單位中對規範
事項有管理或監督權限但未
盡防免職業災害發生責任之
人。惟第一項之刑罰規定既
係針對侵害生命法益之結果
，且如與上開人員未於權限
內落實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
措施或未經檢查合格即使用
危險性機械或設備間有因果
關係，自應一併追訴其行為
，與雇主或法人負責人受同
等處罰。
第四十三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一
百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十條第一項、第
十一條第一項、第二十三
條第二項之規定，經通知
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二、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
十二條第一項、第三項、
第十四條第二項、第十六

第四十三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
十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十條第一項、第
十一條第一項、第二十三
條第二項之規定，經通知
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二、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
十二條第一項、第三項、
第十四條第二項、第十六

一、本法之目的在保障勞工之
生命安全及健康，較勞動基
準法主要在保障勞工之經濟
性勞動條件，在保護法益上
更加重要。惟勞動基準法一
百零五年修正加重法定罰鍰
金額上限後，本法未隨同修
正，致增加勞工生命安全及
健康危險之行為處罰較侵害
勞工財產權為輕而輕重失衡

條第一項、第十九條第一
項、第二十四條、第三十
一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
三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
之規定；違反第六條第二
項致發生職業災害。
三、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
第二項之規定，並得按次
處罰。
四、規避、妨礙或拒絕本法
規定之檢查、調查、抽驗
、市場查驗或查核。

條第一項、第十九條第一
項、第二十四條、第三十
一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
三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
之規定；違反第六條第二
項致發生職業病。
三、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
第二項之規定，並得按次
處罰。
四、規避、妨礙或拒絕本法
規定之檢查、調查、抽驗
、市場查驗或查核。

，爰參酌勞動基準法第七十
九條之罰鍰金額上限及第四
項之加重罰鍰規定，使罰鍰
上限齊一。
二、本條第一項第一款係經通
知限期改善而未改善之處罰
，為落實以促使義務人改善
而非處罰為目的，並使義務
人有更強烈受罰壓力增加積
極改善動機，爰明定主管機
關於未限期改善之處罰時得
連續命限期改善且每次未限

前項處罰主管機關得依
違反規定致增加職業安全衛
生風險之人數、危害程度、
情節、動機、事業規模、經
營狀況、資力，及雇主未設
置必要設備、未採取必要措
施、未訂定計畫、未規劃或

期改善均得按次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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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評估而節省之費用，加重
其罰鍰至法定罰鍰最高額二
分之一。
第一項第一款情形處罰
時得併再命限期改善，屆期
應再次檢查，仍未改善得依
本項規定逐次處罰。
第四十五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五
十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六條第二項、第

第四十五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
五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六條第二項、第

同第四十四條立法說明，惟本
條原罰鍰金額上限為前條之一
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之
課責程度較前條第一項各款行

十二條第四項、第二十條
第一項、第二項、第二十
一條第一項、第二項、第
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十
三條第一項、第三十二條
第一項、第三十四條第一
項或第三十八條之規定，
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
改善。
二、違反第十七條、第十八
條第三項、第二十六條至
第二十八條、第二十九條

十二條第四項、第二十條
第一項、第二項、第二十
一條第一項、第二項、第
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十
三條第一項、第三十二條
第一項、第三十四條第一
項或第三十八條之規定，
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
改善。
二、違反第十七條、第十八
條第三項、第二十六條至
第二十八條、第二十九條

為輕，故罰鍰上限僅增加為前
條上限之一半。

第三項、第三十三條或第
三十九條第四項之規定。
三、依第三十六條第一項之
規定，應給付工資而不給
付。
前項處罰主管機關得依
違反規定致增加職業安全衛
生風險之人數、危害程度、
情節、動機、事業規模、經
營狀況、資力，及雇主未設
置必要設備、未採取必要措
施、未訂定計畫、未規劃或

第三項、第三十三條或第
三十九條第四項之規定。
三、依第三十六條第一項之
規定，應給付工資而不給
付。

未評估而節省之費用，加重
其罰鍰至法定罰鍰最高額二
分之一。
第一項第一款情形處罰
時得併再命限期改善，屆期
應再次檢查，仍未改善得依
本項規定逐次處罰。
委 1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