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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實施「垃

圾不落地」政策，臺北市採定點定線收垃圾，

其他地方政府有似為了「便民」，由清潔隊員

站在車斗後方接垃圾丟入車斗中，大街小巷

沿線收，過程可謂險象環生。日前更傳出嘉

義市1名垃圾車清潔隊員站立在車後方，不幸

摔落地面傷重不治之憾事。究「垃圾不落地」

政策執行是否缺乏配套？有否違反職業安全

衛生設施規則？各地方政府是否落實環保署

勞安規範等之相關規定？實有深入了解之必

要案。

貳、調查意見：

本案經調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交通

部、勞動部、嘉義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下稱嘉義市環保

局）、花蓮縣環境保護局（下稱花蓮縣環保局）等機關卷

證資料，並於民國(下同)108年1月15日詢問環保署、交

通部、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下稱職安署）等機關相

關人員，茲據機關查復及詢問前後提供卷證資料
1
，業已

調查竣事，茲臚列調查意見如下：

一、環保署推動「垃圾不落地」政策，改善早年垃圾棄置

於街頭巷口之市容環境髒亂問題，建立民眾定時或定

點排出垃圾習慣，然而現行清潔人員多站立車後踏板

隨車移動進行沿線清運垃圾或執行相關職務時，與道

路交通安全與職業安全相關法規等均有未符，該署協

1
環保署107年9月18日環署督字第1070072071號函、108年1月11日環署督字第1080003367號

函、同年月22日環署督字第1080006496號函、交通部107年10月2日交路（一）字第1078600590

號函、108年1月11日交路字第1080000504號函、勞動部107年10月8日勞職授字第1070204867

號函、職安署108年1月10日勞職安1字第1081001126號函、嘉義市環保局107年9月20日嘉市環

清字第1078400459號函、花蓮縣環保局107年9月21日花環查字第1070023985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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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交通部及勞動部迄今仍未解決，為確保清潔人員之

作業安全，亟應積極正視檢討。

(一)依廢棄物清理法第5條規定略以，執行機關直轄市

政府環境保護局、縣（市）環境保護局及鄉（鎮、

市）公所應設專責單位，辦理一般廢棄物之回收、

清除、處理及廢棄物稽查工作。同法第12條第2項

規定，執行機關得視指定清除地區之特性，增訂前

項一般廢棄物分類、貯存、排出之規定，並報其上

級主管機關備查。另依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

法第13條規定，執行機關應因地制宜宣導民眾將一

般廢棄物依下列方式排出：「一、廚餘先瀝除水分

並妥為包裝。二、刀片、玻璃碎片等尖銳利器以不

易穿透容器或材質包妥並標示之。三、木、竹片予

以裁剪並綑紮。四、封緊垃圾袋袋口。五、有害垃

圾應分開貯存排出。六、資源垃圾依回收管道分

類、貯存、排出及回收。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或執

行機關規定者。」及同辦法第5條規定，一般廢棄

物除依本辦法規定外，應依執行機關公告之分類、

收集時間、指定地點與清運方式，交付回收、清除

或處理。

(二)有關一般廢棄物之回收清除作業，依一般廢棄物回

收清除處理辦法第2條第1項第21款定義：「垃圾

車：指執行機關執行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作業之

下列車輛：（一）密封式垃圾車：車體為密封空間，

包括壓縮式及非壓縮式等型式。（二）子母式垃圾

車：以垃圾子車放置執行機關指定地點，供垃圾投

棄、收集。（三）框式垃圾車：無車頂且車身平台

為可裝載空間、車身周圍設有邊欄板，用以執行巨

大垃圾、資源垃圾、廚餘、拆除之違規廣告等一般

廢棄物回收、清除。」另有關垃圾車載人則依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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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與職業安全相關法規規定，於道路交通安

全規則第2條第7款
2
規定定義，「垃圾車」屬於「特

種車」，同規則第77條第1項第4款、第6款、第7款

則分別規定：「車廂以外不得載人。」、「框式貨車

後車廂不得載人。」、「特種車除因其專門用途使用

時必須附載之人員物品外，不得用以裝載客貨行

駛。」另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57條規定：「雇

主對搭載勞工於行駛中之貨車、垃圾車或資源回收

車，應依下列規定：一、不得使勞工搭乘於因車輛

搖動致有墜落之虞之位置。……」是以，道路交通

安全規則規範車廂以外不得載人，至為明確，職業

安全衛生法令則為清潔人員從事垃圾清運作業，垃

圾車後方踏板是否有墜落之虞，應由雇主評估及採

取各項災害防止措施。

(三)環保署為妥善處理垃圾及持續推動「垃圾零廢棄」

政策，依據行政院92年12月核定「垃圾處理方案之

檢討與展望」之「垃圾零廢棄」具體改善措施，於

96年3月1日核定「一般廢棄物資源循環推動計

畫」，研訂各項執行工作
3
，其中推動垃圾強制分類

（分為一般垃圾、廚餘及資源回收物3類），達成垃

圾減量、資源回收有效循環再利用的目標，並能兼

顧市容環境維護、消除髒亂，爰此開始推動「垃圾

不落地」之垃圾收集清運作業方式，民眾需配合垃

圾車到達時間再將垃圾直接投入垃圾車尾斗內，再

由清潔隊員操作垃圾壓縮系統，將垃圾壓縮集中於

2
指有特種設備供專門用途而異於一般汽車之車輛，包括吊車、救濟車、消防車、救護車、

警備車、憲警巡邏車、工程車、教練車、殘障用特製車、灑水車、郵車、垃圾車、清掃車、

水肥車、囚車、殯儀館運靈車及經交通部核定之其他車輛。
3
包括「推動垃圾強制分類工作」、「推動廚餘多元再利用工作」、「推動巨大廢棄物多元再利

用工作」、「推動裝潢修繕廢棄物再利用工作」、「推動垃圾零廢棄工作」、「設置水肥處理相關

設施工作」及「汰換老舊垃圾清運機具工作」等7項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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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之垃圾車箱內。因垃圾壓縮系統屬危險性設

施，壓縮操作過程中必須維持民眾之安全距離，由

清潔隊員監督、導引與維持秩序，尤其大型垃圾車

之尾斗較高，不利身材嬌小之婦女民眾、老人或小

孩傾倒垃圾，更需有清潔隊員接引協助。

(四)據環保署調查各直轄市、縣（市）環境保護局及鄉

（鎮、市）公所清潔隊之垃圾清運方式，可分為定

點清運、實施垃圾不落地之沿線清運與未實施垃圾

不落地之沿線清運等3類，目前以實施沿線清運（垃

圾不落地）之路線計3,100條最多，定點清運路線

計617條；另全國尚有75條路線尚未實施垃圾不落

地（主要為偏鄉或山地鄉），分布於臺南市、彰化

縣、南投縣、苗栗縣等。目前臺北市因主要採定點

收運，基隆市採沿線收集，均嚴禁清潔隊站立於垃

圾車後踏板上，但其他縣市因隨車清潔隊員反應如

果坐在副駕駛座，一天可能得上下車三至四百次，

不僅體力難以負荷，且容易延誤收運垃圾時間，開

關車門也易衍生交通意外等考量，故多未強制要求

清潔隊員坐在副駕駛座，而有站立於車後站板情

形。

(五)惟據環保署統計歷年垃圾收運人員因執行職務致

職業傷害之人數及原因，於103至107年間清潔人員

受傷情形，扣除上下班途中交通事故857人，以執

勤中被切、割、擦傷等計689人最多、其次為執勤

中跌倒（絆倒、滑倒）521人及執勤中交通事故480

人，故由「由工作車上跌（摔）落」並非為主要職

災原因。然再據勞動部查復於101年迄107年底，清

潔人員因執行職務發生重大職業災害共計13件，造

成13人死亡、1人受傷，災害直接原因以墜落、滾

落及公路交通事故各5件占最多，其次為被撞2件及



5

被夾、被捲1件。間接原因則以交通事故及使勞工

搭乘於因車輛搖動致有墜落之虞之位置各4件占最

多。是以，清潔人員職業災害因作業特性不同，雖

以切、割、擦傷等為最多，但因作業不慎造成重大

職業災害（死亡災害）者，卻以交通事故或墜落為

主，交通事故致職業災害之原因，須視車輛行車事

故鑑定釐清責任歸屬，但因垃圾車行駛作業而墜落

致傷亡者，為環保署及各級地方政府應予正視之課

題。

(六)然查，依道路交通安全與職業安全相關法規均不允

許清潔人員站立車後踏板隨車移動，因此清潔人員

清運垃圾過程中，站立於車後踏板協助民眾執行垃

圾收集作業，與現行法令規定有悖，自無疑義，此

據環保署、交通部、勞動部等機關查復內容，以及

勞動部提供相關清潔人員作業不慎發生墜落災害

致死重大職業災害檢查報告書4及相關判決
5
等內容

可稽。環保署為因應職安及交通法規，雖自96年起

補助地方之垃圾車，其規格已取消車後踏板，並於

前座提供3個座位，清潔隊員必須改搭乘於駕駛艙

之副駕駛座，以減少職災發生；亦已建議各環境保

護局將清運方式改以沿街定點收運方式，鼓勵各直

轄市、縣(市)優先推動都會區實施垃圾定時定點專

區收運，並透過補助經費協助地方宣導民眾習慣及

接受定點收運作業模式。但實務上除臺北市外，其

4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勞工蔡○○從事資源回收作業發生墜落災害致死重大職業災害檢查

報告書（災害發生於103年4月25日15時20分許）、屏東縣恆春鎮公所所僱勞工洪○○發生墜落

災害致死重大職業災害檢查報告書（災害發生於104年4月14日7時40分許）、嘉義市政府環境

保護局所僱勞工田○○發生墜落災害致死重大職業災害檢查報告書(災害發生於107年7月30

日上午8時25分許)、雲林縣口湖鄉公所(清潔隊)所僱勞工李○搭乘於行駛中資源回收車之車

後升降台發生墜落致死重大職業災害檢查報告書（災害發生於107年8月4日8時53分許）。
5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104年度交訴字第121號、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協商判決107年

度交訴字第8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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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直轄市仍以民眾習慣、逐步評估推動、甚且認為

無此需求
6
，環保署於本院調查期間，提出於108年

將規劃邀集各直轄市、縣(市)辦理垃圾定時定點收

運觀摩活動，亦僅有臺南市、苗栗縣有意願於108

年試辦1條路線改以定時定點收運垃圾，環保署雖

將持續輔導其他直轄市、縣(市)提出試辦規劃，然

現行垃圾清運方式仍屬違反法令規範之行為。

(七)續以，環保署為預防清潔隊員站立於行駛中之垃圾

車後面踏板而發生墜落職災，曾於96年8月14日及

99年3月26日依據交通部及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現

為勞動部）函文，函請各直轄市、縣(市)環境保護

局督導所屬或所轄清潔隊應依道路交通安全法規

及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57條規定辦理，然部

分直轄市、縣(市)環境保護局陸續反映執行困難，

仍有站立車後踏板需求，經該署多次邀集交通部、

勞動部及各直轄市、縣(市)環境保護局召開研商會

議，尋求解決問題之方法，但尚無法達成共識。該

署再於107年度擇定桃園市及高雄市辦理垃圾車車

後站人示範運行作業，並協助完成桃園市/高雄市

各5輛垃圾車車後站人設施改裝作業。為讓此次示

範運行可做為未來相關交通法規修法參考及提供

其他縣市觀摩，於107年8月29日及9月3日邀請交通

部、勞動部等相關主管機關與學者專家辦理指導訪

視作業，透過專家指導及提供檢討建議，以滾動式

修正示範運行內容。再者，交通部針對現行法令不

6
風傳媒於107年9月6日報導「拿人命換便民？定時定點收垃圾，台北做得到，其他縣市做得

到嗎？」https://www.msn.com/zh-tw/news/national/%e6%8b%bf%e4%ba%ba%e5%91%bd%e6%8

f%9b%e4%be%bf%e6%b0%91%ef%bc%9f%e5%ae%9a%e6%99%82%e5%ae%9a%e9%bb%9e%e6%94%b6%e5%

9e%83%e5%9c%be%ef%bc%8c%e5%8f%b0%e5%8c%97%e5%81%9a%e5%be%97%e5%88%b0%ef%bc%8c%e5

%85%b6%e4%bb%96%e7%b8%a3%e5%b8%82%e5%81%9a%e5%be%97%e5%88%b0%e5%97%8e%ef%bc%9f/a

r-BBMVH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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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垃圾清運實務作業需要表示，將研議針對特種車

輛如因實務作業需要，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基於維

護作業人員安全前提下，對車輛設備、安全防護設

備、作業規範訂有相關規定前提下，檢討修正道路

交通安全規則規定可行性。

(八)然而，各相關法令規範均以作業人員安全為首要考

量，對於民眾排出垃圾習慣，既已自早年推動「垃

圾不落地」政策時已逐步調整為沿線清運，時至今

日，為確保清潔人員之作業安全，應研謀或調整作

業方式（如持續推動定時定點收運垃圾），而非期

待藉由法令修正或鬆綁，輕忽清潔人員收運垃圾

時，仍存在之危害風險，甚且若冒然修正道路交通

安全規則第77條之相關規定7，清潔人員於特定條件

下（限速、限距）可站立於垃圾車尾斗後方踏板上，

恐將難以確保相關法令原規範之目的。至於其他與

民眾排出垃圾習慣無關之清除作業（如路樹修剪清

除），則應要求各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

公所清潔人員應落實法令規範，確保自身安全無

虞。

(九)綜上，環保署推動「垃圾不落地」政策，改善早年

垃圾棄置於街頭巷口之市容環境髒亂問題，建立民

眾定時或定點排出垃圾習慣，然而現行多採行沿線

清運，或執行職務時，清潔人員於站立車後踏板隨

車移動，與道路交通安全與職業安全相關法規等均

有未符，該署協調交通部及勞動部迄今仍未解決，

7
環保署於106年9月8日函至公路總局，建議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77條第1項第7款修正為「特

種車除因其專門用途使用時必須附載之人員物品外，不得用以裝載客貨行駛，垃圾車於執行

垃圾清運作業時，在限速15km/hr以下行駛時，清潔人員得站立於垃圾車尾斗後方踏板上或車

箱內執行勤務。」於107年7月20日致函交通部，建議於道路交通法修訂時附加特殊任務車輛

條款之相關文字如下：「垃圾車於執行垃圾清運作業時，在限速15km/hr以下行駛時，清潔人

員得站立於垃圾車尾斗後方踏板上或車廂內執行勤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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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清潔人員之作業安全，亟應積極正視檢討。

二、環保署已訂定「清潔人員工作標準作業程序手冊」供

各直轄市、縣（市）環境保護局及鄉（鎮、市）公所

參考，然卻未積極督導各級地方政府確依職業安全衛

生法第34條規定將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勞動檢查機

構備查，經本院調查後，仍有新竹縣政府、宜蘭縣政

府、花蓮縣政府及其部分執行機關尚未依法辦理，職

安署亦未督促各該縣政府依法行事，均應檢討改進。

(一)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4條規定：「雇主應依本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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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對於前項安全衛生工作守則，應切實遵

行。」再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規定：「雇主指事

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清潔人員之雇主，於

直縣市為環境保護局，於縣(市)為環境保護局或各

鄉（鎮、市）公所。

(二)據環保署查復，事業單位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係

事業單位依其作業性質及需要，考量其相關設施、

作業，自行審慎訂定及負責；當設施、作業等如有

新增、變更時應重新申報；涉及違反職業安全衛生

工作原理、原則、法令規定及將雇主責任藉安全衛

生工作守則之訂定轉嫁勞工者，應由函報之事業單

位修正。該署為妥善清理廢棄物並同時兼顧關心清

潔人員清運作業之安全，於100年度清潔人員安全

教育演練委託專案工作計畫，針對清潔隊員例行性

從事之垃圾收集、清運、回收以及駕駛安全等作業

可能存在之危害，參考14個環保機關所訂定清潔人

員作業守則，針對清潔作業實際操作過程，製作「垃

圾收運標準作業程序」光碟片，並於101年分送各

地方環保機關，提供各直轄市、縣(市)環境保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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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鄉（鎮、市）公所參考，請地方據以加強工作環

境及使用設備之安全防護改善措施，並精進地方督

導管理方式，落實照護清潔人員安全保障。查該手

冊含括垃圾清運、街道清掃、清溝、資源回收、廚

餘清運、掩埋場、焚化、海報廣告清除、環境消毒、

水肥清運、廢棄車輛拖吊、修車廠維修、船舶打撈

廢棄物及其他（除草、修剪樹枝及捕犬）等14個作

業程序，環保署表示已涵蓋清潔人員所有工作項

目，因手冊性質屬於行政指導之參考原則，提供各

地方環保機關因地制宜，據以自行訂定合宜具體之

標準作業程序，訂定手冊之目的已達成。

(三)續以，工作守則的基本內容應包含「職業安全衛生

法施行細則」第41條規定之9項內容
8
，清潔人員標

準作業程序手冊僅為工作守則之一部分，且依據職

業安全衛生法第34條規定，勞動檢查機構將針對報

備之工作守則缺漏及違法部分進行審查，如地方環

保機關訂定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僅照錄環保署手

冊內容或有違背相關法令情形，將無法報請勞動檢

查機構同意備查。復再據勞動部查復，各直轄市、

縣(市)及鄉（鎮、市）公所之清潔隊依職業安全衛

生法施行細則第41條規定事項訂定安全衛生工作

守則，並報請各勞動檢查機構備查，與職業安全衛

生法規定尚無不符。

(四)惟查，環保署統計由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

公所安全工作守則報勞動檢查機構備查情形，於

101年前僅4個執行機關完成，該署104年再度函送

8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41條規定：「本法第34條第1項所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之內容，

依下列事項定之：一、事業之安全衛生管理及各級之權責。二、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維護及

檢查。三、工作安全及衛生標準。四、教育及訓練。五、健康指導及管理措施。六、急救及

搶救。七、防護設備之準備、維持及使用。八、事故通報及報告。九、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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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冊並予行政指導後，後續增加18個執行機關完

成，迭至本案調查後，環保署方於107年9月20日再

召開「督導各縣市環保機關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檢討會」並於會中予以行政指導。而據勞動部於107

年10月8日查復本院資料顯示，各直轄市、縣(市)

及鄉（鎮、市）公所應報經備查之清潔隊計有209

家，僅有138家完成，有達3成計71家清潔隊均未依

上開法令規定辦理，職安署於108年1月10日於本院

詢問前所查復資料，仍有13家未完成，分別新竹縣

5家、宜蘭縣3家、花蓮縣5家。勞動部表示未依法

完成之原因，經瞭解為與工會尚有意見需溝通協調

及考量清潔隊主管可能異動所致，後續將請勞動檢

查機構加強實施勞動檢查，並依法查處。顯然環保

署未積極督促各級地方政府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4條規定辦理，遲至本院調查後仍有新竹縣政府、

宜蘭縣政府、花蓮縣政府及其部分執行機關未能完

備法令規範程序，職安署對此漠視法令規範行為，

未督促各該縣政府依法行事，均有未當。

(五)綜上，環保署已訂定「清潔人員工作標準作業程序

手冊」供各直轄市、縣（市）環境保護局及鄉（鎮、

市）公所參考，然卻未積極督導各級地方政府確依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4條規定將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報勞動檢查機構備查，經本院調查後，仍有新竹縣

政府、宜蘭縣政府、花蓮縣政府及其部分執行機關

尚未依法辦理，職安署亦未督促各該縣政府依法行

事，均應檢討改進。

三、各直轄市、縣（市）環境保護局及鄉（鎮、市）公所

因沿線收運垃圾需求，於垃圾車自行加裝車後站人設

施，其安全裝置種類型式各異，環保署建議改以沿街

定點收運，顯難於短期間內達成，故應督促各級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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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就垃圾車設置妥適之安全裝置，同時審視其裝置

與車輛型式審驗等相關規範是否相符，避免清運車輛

有違反規定之虞。

(一)依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第16條之1第2項

規定：「密封式垃圾車及框式垃圾車應具有固定式

黃色閃爍指示燈及廣播設備之安全警示系統，並於

執行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時使用。」又依道路交

通安全規則第2條第1項第7款規定，特種車指有特

種設備供專門用途而異於一般汽車之車輛，其中垃

圾車即屬特種車，所設置之特種設備係為執行專門

用途所需，而車輛檢驗分申請牌照檢驗及使用中車

輛定期檢驗，其檢驗之項目及標準分別依道路交通

安全規則第39條及第39條之1等相關規定辦理，現

行垃圾車應符合之檢測基準項目計60項(含選配25

項)。

(二)環保署調查各地方收運垃圾與裝設車後踏板狀

況，結果顯示目前全國垃圾車計有5,349輛，其中

各直轄市、縣（市）環境保護局及鄉（鎮、市）公

所因沿線收運垃圾需求，自行加裝車後站人設施計

有4,229輛，該等設施包括有車後踏板、防滑墊、

安全護欄、車斗扶手等設施。再查環保署於107年

10月提出「垃圾車車後站人作業規範暨注意事

項」，提供各執行機關與一般廢棄物之清運作業人

員據以參考，包括增修垃圾車車後站人相關設施規

格，如車後踏板尺寸
9
、安全護欄規格

10
、安全套索

9
包括：一、踏板應裝設於車後，並不得突出車身寬度，踏板面離地高度不得超過45 公分，

最多可於車後左右兩側各裝設一個踏板。二、 踏板應為防滑之金屬格柵製品(至少25mm×

2.5mm)，不會積存灰塵或其他雜物；邊緣及彎角須有足夠圓度；腳踏面須平整。三、 踏板面

積配合需每台垃圾車量製訂作，踏板面淨寬度至少應達40公分，淨深度至少達45公分。……。
10

包括：一、安全護欄需配合車後踏板製作，每一個踏板均應配置一套安全護欄，安全護欄

可採全封閉式或半封閉式。二、全封閉式安全護欄設置規範：(一)安全護欄應配合車後踏板

製作，每一個踏板均應配置一套安全護欄。(二) 安全護欄框架至少應以4 支2.5cm×2.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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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等，並將安全護欄型式區分為全封閉式安全護

欄設置及半封閉式安全護欄，且分別規範設置要

求。顯示現行各級地方政府清潔隊就垃圾車所自行

加裝車後站人設施各有不同，可否確保達成安全防

護效果，容有疑義。

(三)據交通部查復，特種車相關設備均請該特種車輛之

主管機關本於權責訂定之，再提供該部核轉審驗機

構及公路監理機關依該規範辦理車輛審驗及檢

驗。現行垃圾清運車輛，新車需按車輛型式安全審

驗管理辦法及車輛安全檢測基準相關規定，應檢附

交通部認可之檢測機構出具各類車種應符合之各

項車輛安全檢測基準項目之檢測報告，向審驗機構

提出申請，經審驗合格後由該部核發車輛型式安全

審驗合格證明書，始得辦理新領牌照登記、檢驗、

領照。另針對使用中車輛(已領牌)設置安全裝置或

簡易式安全護欄，涉及車身式樣(或設備)變更，變

更後除應符合該管特種車主管機關訂定之規範

外，仍應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38條車輛尺度規

定及第23條附件15之規定。另上揭規則第44條規定

領有牌照之垃圾車，其出廠年份未滿5年者，每年

至少檢驗1次，5年以上者每年至少檢驗2次。

(四)續以，交通部查復垃圾清運車輛所設置之安全裝置

(或簡易式安全護欄)，如主張供作為車輛行進中載

人者，按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77條第1項規定，貨

車車廂以外不得載人，故此項情形係無法經審驗合

格取得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辦理登檢領

照。該安全裝置(或簡易式安全護欄)如設計作為裝

載物品用途而成車體結構之一部分時(非作為載人

長度至少90 公分(含)以上之不鏽鋼方管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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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則其相關尺寸、防止捲入裝置等均應符合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及車輛安全檢測基準等規定。車

輛設計時所配備之主被動安全設備如安全帶等，均

係以載人車廂內之乘員為保護對象，相關設備並須

經過檢測、審驗合格。是以，環保署建議使用中車

輛(已領牌)安裝之相關設備係為實務作業需求

下，保障清潔人員作業安全之必要措施，其設備規

格有無涉及車身式樣(或設備)變更，是否符合環保

署就垃圾車所訂定之規範、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38

條車輛尺度規定等相關規定，並通過車輛定期檢驗

之規定，顯有爭議，此見環保署於107年8月29日及

9月3日邀請交通部、勞動部等相關主管機關與學者

專家辦理指導訪視作業會議紀錄中已載明「財團法

人車輛安全審驗中心：1.垃圾車車後平台，部分單

位設計為可折起，可折起狀態之下，在量測新車後

懸部分，通常是以折起來狀態量測，而現在加上設

備變成是固定的，其疑慮要再請環保署做確

認。……」、「增設踏板會增加車輛全長，是否會造

成驗車的問題，宜詳加考慮。」等內容可參，且交

通部亦仍建議環保署再行檢視所訂之「垃圾車車後

站人作業規範暨注意事項」，盤點可增進清潔人員

作業安全之措施。

(五)綜上，各直轄市、縣（市）環境保護局及鄉（鎮、

市）公所因沿線收運垃圾需求，於垃圾車自行加裝

車後站人設施，其安全裝置種類型式各異，環保署

建議改以沿街定點收運，顯難於短期間內達成，故

應督促各級地方政府就垃圾車設置妥適之安全裝

置，同時審視其裝置與車輛型式審驗等相關規範是

否相符，避免清運車輛有違反規定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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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函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二、調查意見二，函請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新竹縣政

府、宜蘭縣政府、花蓮縣政府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三、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財政及經濟委員會、內

政及少數民族委員會聯席會議處理。

調查委員：仉桂美

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2 月 1 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