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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職業健康與安全指南 

 

本指南目的是幫助您了解《職業健康與安全法

案》（OHS 法案）以及您在確保工作場所健康

與安全方面發揮的作用。 本指南介紹了遵守相

關立法需要做的事，這會使您的工作場所更健

康和更安全。 

我們的目標 - 健康與安全 

擁有健康安全的工作環境是每個人都想達成的

目標，工作場所每個人都需要投入支持才能實

現這一目標。 

內部責任制是 OHS 立法的基本原則，它使這一

目標得以實現。 其核心前提是，每個人 - 包括

工人和雇主 - 都要根據其權限和管控水平對工

作場所的健康與安全負責。 

艾伯塔省 OHS 法案是影響您生活的重要立法。 

它概述了您作為工人的權利和責任，以及您雇

主和工作場所其他人的責任。 OHS 法案規定了

保護和推動整個艾伯塔省工人健康與安全的最

低標準。 

OHS 法案適用於我嗎？ 

OHS 法案適用於艾伯塔省大多數工人和雇主。 

除非您符合以下條件，否則都屬於 OHS 法案規

定的範圍： 

• 在聯邦管轄範圍內（例如加拿大特許銀行、

省際運輸公司、電視和無線電廣播公司等）; 

或者 

• 農場和牧場經營业主、业主家庭成員或非工

薪的個人。  

OHS 法案和法規中規定的基本健康與安全標準

現在包括： 

•農場和牧場中有薪酬、非業主家庭的工人 

•家庭僱員（如保姆和管家） 
 

此外，農場和牧場中有薪酬的非業主家庭的工

人也必須遵守 OHS 準則 （OHS Code）中列出

的技術規則。 

OHS 法案、法規和準則

OHS 法案、法規和準則提供了

相關“規定”，以幫助確保您

工作場所的健康與安全。 

OHS 法案 （OHS Act）授權政府制定有關工作

場所健康與安全的法規和準則（或規定）。 

法規 （regulations）涉及與一般行政事務和廣

泛的健康與安全規則及規定的要求。  

OHS 準則（OHS  Code）規定了詳細的技術標

準以及工作場所各方為履行其義務必須遵守的

健康與安全規則。 技術要求涉及化學危害、設

備安全、急救、騷擾和暴力以及噪聲等領域。   

艾伯塔 OHS機構 (Alberta OHS)扮

演的角色 

OHS 負責管理和執行艾伯塔省政府的 OHS 立

法。 相關資源可以幫助您： 

•了解健康與安全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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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工作場所各方權利與責任 

• 預防疾病和傷亡 

如果您有任何問題或疑慮，請致電或在線與

Alberta OHS 聯絡中心取得聯繫。 

OHS 官員參與工作現場巡查、調查、答疑並進

行必要測試以確定是否符合 OHS立法。 

 

如果您對職業健康與安全有任何問題或疑

慮，請聯繫 Alberta OHS聯絡中心 

有時候人們誤認為 Alberta OHS 是工人 

賠償委員會（WCB）。 雖然兩者都向勞工部長

報告，但 Alberta OHS 是 WCB 之外一個獨立

實體。 

WCB 的職責是遵守《工人賠償法》，為遭受工

傷和患病的工人提供康復計劃，並與 Alberta 

OHS、業界和勞工部協同合作，幫助減少受傷

或患病工人的數量。 WCB 監督由雇主資助的保

險計劃，該計劃向因公受傷或患病的工人支付

賠償金。 

誰是您的雇主？ 

知道誰是您的雇主很重要，因為 OHS 法案規定

雇主必須盡其所能保護您的健康、安全和福

祉。 例如，雇主必須識別和評估工作場所危害

以控製或消除它們，並確保設備處於安全的工

作狀態。 

雇主即： 

• 僱用或找來一名或多名工人（包括來自臨時

人員配備機構）的人員 

• 任何指定為代表雇主的人員 

• 負責監督組織內部員工健康與安全的人員 

雇主有責任： 

• 確保工作場所工人和公眾的健康、安全和福

祉 

• 提供稱職的主管 

• 確保您接受過培訓並具備從事工作所需的技

能 

• 防止工作場所發生騷擾和暴力事件 

• 酌情與聯合工作場所健康與安全委員會或代

表進行合作 

有關雇主責任的詳細信息，請參閱雇主職業健

康與安全指南（LI009）。 

您有權享有安全健康的工作場所 

工人需要了解內部責任制下的權利和責任。 

根據 OHS 法案，您有三項基本權利： 

1.  知情權 

2.  參與權 

3.  拒絕危險工作權 

 

 

1. 了解健康與安全知識 

您有權了解工作場所危害，並可在工作現場獲

取健康與安全信息。 

根據 OHS 立法，您的雇主有責任讓您了解自身

權利和義務。雇主還必須向您

提供有關工作場所危害的信

息、用於消除或控制危害的管

控措施以及任何相關的工作實

踐及程序。 

如果在工作場所使用危險品（如危險物質或化

學品），雇主必須向您提供適當的標籤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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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清單。雇主還必須確保您接受過如何處理

危險材料的適當培訓。此外，還需額外培訓如

何安全使用設備以及如何選擇和使用個人防護

設備。 

雇主必須確保您擁有安全工作所需的技能和培

訓。 您亦應在內部責任制中發揮作用，必須參

加培訓並將所學運用到工作實踐中。 

2.參與健康與安全事務 

您有權參與健康與安全討論，並參與影響您工

作中健康與安全事務的決策。 您的雇主必須回

應工人提出的健康與安全問題。 

如果您的工作場所有健康與安全委員會

（HSC）或健康與安全（HS）代表，他們會把

工作場所各方聚集在一起，開展一系列相關活

動：預防及識別和控制危害、調查健康與安全

事故、回應關於危險工作的報告。 

如果工作場所沒有 HSC 或 HS 代表，雇主在評

估工作場所危害並實施控制措施時仍必須讓受

影響的工人參與其中。 

3 拒絕危險工作 

工人若無法或沒有准備好以健康和安全的方式

處理，則不得承擔任務或做指派的工作。如果

有合理理由相信工作對您或任何其他人有危

害，您有權拒絕危險工作。工作如涉及不正常

的健康與安全危害則被認為是可能引發工作遭

拒絕的危險情況。 

如果您決定拒絕從事某一特定工作，必須立即

向雇主、主管或其他指定人員報告拒絕工作的

決定及其理由。如果存在危害，雇主必須調查

並消除危害。 

雖然您拒絕從事認為危險的特定工作，但雇主

必須繼續向您支付相同的工資和福利。在問題

得到調查和解決之前，雇主可以將您安排做其

他工作，或者如果確定不存在危險情況下，雇

主可以指派其他人來完成該項工作。在重新分

配工作時，雇主必須（以書面形式）告知其他

工人這項工作曾遭到過拒絕及其拒絕理由，並

讓這些工人知道自己也有拒絕工作的權利。 

除非危害被立即消除，否則雇主必須準備一份

書面報告，說明您拒絕工作的情況、雇主調查

以及採取的任何行動。 雇主必須向您提供該報

告副本，還必須向 HSC 或 HS 代表（如果有）

提供報告副本。 該報告不能包含拒絕工作員工

的任何個人信息。 

如果雇主不同意工作存在危險的說法，或者雙

方無法就解決問題的方法達成一致，請考慮諮

詢 HSC 或 HS 代表（如果有）。 如果工作現場

各方無法解決問題，請聯繫 Alberta OHS 聯絡

中心。 OHS 官員將跟進並決定採取何種行動。 

您和雇主都必須遵循該官員的決定。 但是，如

果您或雇主不同意官員的決定，可以要求核查

主任 (Director of Inspection)對此事進行審

核。 

 

歧視性行為 

您若遵守 OHS 法案、法規或 OHS 準則，則不

能受到處分或被解僱。 

 

您依法行使自己的權利和義務時，雇主

不能採取歧視性行動（例如 

終止合同、裁員、降級、換工種或改變

您的工作地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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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確實發生了這種情況，請致電 Alberta 

OHS 聯絡中心，OHS 官員將對此展開調

查。 如果您不同意該官員的決定，可以要求

艾伯塔省勞資關係委員會審查此事。 

別忘了 – 您亦有責任 

法律符合內部責任制的原則，亦

要求您安全作業，確保您和他人

的健康與安全。 您必須遵守工作

的健康與安全規則，與雇主或主

管合作。 例如，在進行某類工作時，您可能需

要使用安全設備，例如防護鞋、防護鏡、頭

盔、和聽力保護裝備。 

 

您不得在工作場所引發或參與騷擾或暴力

事件。  

您有責任向雇主或主管報告您對任何不安全或

有危害工作場所或工作現場情況的擔憂。雇主

或主管必須採取必要措施確保工人安全健康地

工作。 如果您的問題未得到解決，請將問題提

交給 HSC 或 HS 代表（如果有）。 如果沒有委

員會或代表，或者您仍不滿意，可以聯繫

Alberta OHS 聯絡中心並要求其工作人員展開

調查。 任何人都有權打電話，無論是否直接參

與了該項工作。 

您還必須與遵守 OHS 立法的任何人合作，並且

自己亦須遵守相關立法。 

報告事故和傷害  

當某些事情導致 、或者可能導致工人嚴重受傷

時，雇主必須通知 Alberta OHS 聯絡中心。 必

須報告嚴重傷害或事故：  

• 導致工人死亡的傷害或事故 

• 導致工人入院治療的傷害或事故 

• 導致或可能造成嚴重傷害的意外或不受控制

的爆炸、火災或洪水 

• 起重機等大型升降裝置的倒塌或系統紊亂 

• 建築物或某一結構中確保其結構完整性所必

需的任何部件的倒塌或失靈 

• 法規規定的傷害/事故、或某一類別的傷害/事

故 

  

雇主還必須使用在線報告服務向艾伯塔省勞工

部報告潛在嚴重事故（PSI）。 PSI 是指任何一

個合理且知情的人士會確定在稍微不同的情況

下，很可能會對某人造成嚴重傷害的事件。 

PSI 不僅限於工人，亦無需傷害已經發生。 

在確定事件是否為 PSI 時，應考慮以下因素：  

• 事件的實際情況（人員、地點、時間、遵循

的工作實踐） 

• 事故發生時存在的危害 

• 事故發生時採取的適當控制措施 

• 可能導致嚴重傷害的略微不同的情形（時

間、距離、身體姿勢等） 

• 過去兩年內雇主或主承包商業務中發生過的

導致嚴重傷害的類似事件 

 

如果您在礦井或礦區工作，請參閱 OHS 法案第

40（3-4）節，了解您的雇主必須報告的其他情

形。 

OHS 官員可能會調查此事。該官員可能進行面

談並收集證據以確定事故發生的情形。 OHS 法

案規定了官員的權力。您、雇主和其他現場各

方（例如您的主管）必須與該官員合作。官員

將撰寫一份調查報告，總結事故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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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雇主還必須在 HSC 或 HS 代表 （如果有）

的參與下對事件進行自己的調查。調查完成

後，雇主必須向 HSC 或 HS 代表及核查主任提

供報告副本。如果沒有 HSC 或 HS 代表，雇主

必須和工人分享這一報告。 

雇主必須確保隨時可以提供嚴重傷害或事故的

調查報告，並應要求提供給艾伯塔省勞工部。

對於 PSI，雇主必須使用在線報告服務向

Alberta OHS 提交調查報告。 

向艾伯塔省勞工部提供的文件與要求您向 WCB

或其他地方當局（如警署）提供的文件是分開

的。   

攜手合作  

您在大公司還是小公司任職並無區別;您有責任

讓自己和他人在工作場所保持健康與安全。您

的雇主和其他工作場所各方（例如主管、承包

商等）也對健康與安全負有責任。通過與您雇

主和其他工作場所各方的合作，您可以幫助倡

導健康與安全的工作場所，您和所有艾伯塔人

都將因此而受益。 

違反規定 

所有艾伯塔人都有權享有安全、公平和健康的

工作場所。工作現場各方必須履行其職責，以

支持 OHS 立法規定實現的目標。如果工人、雇

主和其他工作場所方不遵守規則，OHS 法案可

用於敦促您及雇主以及其他各方遵守規定。 

OHS 指令 （OHS Orders） 

OHS 法案賦予 OHS 官員發布指令的權力，這

要求工作場所各方採取措施以符合 OHS立法。 

指令類型包括：  

• 合規性指令 - 記錄觀察到的違規情況以及在指

定日期前為實現合規而需採取的措施 

• 停止使用的指令 – 如果設備運行不良或不安

全，要求關閉設備或停止其繼續使用 

• 停止工作的指令 - 停止以不健康或不安全的方

式進行的工作，並且可適用於整個工作場

所、單個雇主的多間工作場所或工作場所的

某些活動或區域 

 

罰單和行政處罰  

OHS 官員有權針對雇主、工人、主管和自顧

者的 OHS 違規違法行為現場即時地開出罰

單，因為這些人將自己或他人的健康與安全

置若罔聞。 罰單每次從$100 到$500 金額不

等。 每張罰單均收取 15％的受害者附加

費。 

預防性質的行政處罰由 Alberta OHS 開具，

鼓勵相關方遵守立法，是針對嚴重或屢次違

反 OHS 立法的人士。 當 OHS 官員認為某

人違反了 OHS立法、未能遵守相關指令、

作虛假陳述或向官員提供虛假或誤導性信息

時，可對受監管的工作場所各方（包括工

人、雇主、主管等）處以行政處罰。  

有關更多信息，請參閱 OHS 網站：OHS 違

規罰單和 OHS 行政處罰。  

 

起訴 

如果您、您的雇主或其他工作場所方（例如主

管）違反了 OHS 法案、法規或準則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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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對 OHS 官員所說內容置若罔聞，那麼您、

雇主或其他工作場所方可能會被起訴。如果相

關人員無視法律或拒絕合作並處理工作場所的

健康與安全問題，可以訴諸法庭。對於初犯

者，定罪可能會導致罰款高達$500,000，加

上每天按$30,000 計算的日違約金和/或每次

違規最長六個月的監禁。第二次定罪可能導致

罰款高達$ 1,000,000，加上每天按$60,000

計算的日違約金和/或每次違規最長達一年的

監禁。 

在某些涉及嚴重傷害或致死的案件中，可以提

起刑事疏忽指控。在這種情況下，監禁按每導

致一名受傷人員可判處最高為 10 年的處罰來

計算； 每導致一人死亡可判處最高為終身監

禁的處罰來計算。聯邦立法修訂了《加拿大刑

法》，該法律規定了工作場所健康與安全的法

律義務，並對導致傷害或致死的違法行為施以

嚴厲處罰。   

對 OHS 指令、決定或舉措進行審核

和上訴 

如果您收到 OHS 指令，不同意 OHS 的決

定，可以採取以下措施要求審查此事。 

主任審查  

收到 OHS 官員指令或決定的

人可以要求核查主任進行審查

（歧視性行為指令除外）。   

 

如果您希望審核指令，則必須在收到指

令後 30 天內提交主任審查的請求。 

核查主任有權：  

• 確認、更改或撤銷指令或決定 

• 作出主任認為合理的任何其他指令，並 

• 將此事提交給艾伯塔省勞資關係委員會 

 

向艾伯塔省勞資關係委員會上訴 

艾伯塔省勞資關係委員會（ALRB）審理各種事

項的上訴，包括核查主任的指令或決定、歧視

性行為指令、行政處罰以及核查主任的決定

等。 

ALRB 有權： 

• 確認、更改或撤銷指令或決定; 並且 

• 在確定事情沒有根據時拒絕聽取上訴  

 

有關更多信息，請參閱 OHS 網站：請求審核 

OHS 指令或決定和對 OHS 舉措進行上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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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資料僅供參考。本資料中提供的信息僅供用戶參考和使用，並且雖然被認為是準確和實用的，但不提供任何形式的擔保。對

於因使用本資料中包含的信息而導致的任何直接或間接損害，The Crown、其代理商、員工或承包商概不負責。如果對本材料

中包含的任何信息或法律要求確有疑問，請參閱當前版本的《職業健康與安全法案》、法規與準則 或其他適用法律。此外，如

果本材料中包含的任何信息與適用的法律要求之間存在任何不一致或衝突，則以法律要求為準。該材料目前更新至 2019 年 2

月。法律隨著新立法，現有立法修正案和法院判決而不斷變化。重要的是，讓自己了解現行法律。可以出於非商業目的使用、

複製、存儲或傳輸該材料。在將這些材料出版或發布給他人時，必須確認材料來源。未經艾伯塔政府書面許可，不得出於商業

目的使用、複製、存儲或傳播本資料。 

聯繫我們 

OHS 聯絡中心 

艾伯塔全省 

•1-866-415-8690 

  

愛民頓及周邊地區 

•780-415-8690 

  

聾人或聽障人士： 

•1-800-232-7215（艾伯塔省） 

•780-427-9999（愛民頓） 

  

PSI 在線報告服務 

alberta.ca/report-potentially-serious-
incidents.aspx 

  

網站 

alberta.ca/occupational-health-
safety.aspx 

 

獲取 OHS 法案、法規和準則的副本 

艾伯塔省女王印務局  

(Alberta Queen’s Printer) 

qp.gov.ab.ca    

  

職業健康與安全 

alberta.ca/ohs-act-regulation-code.aspx   

 

 

獲取更多信息 

 

雇主職業健康與安全指南（LI009） 

ohs-pubstore.labour.alberta.ca/LI009 

  

報告和調查傷害與事故（LI016） 

ohs-pubstore.labour.alberta.ca/LI016 

  

報告和調查潛在嚴重事故（LI016-1） 

ohs-pubstore.labour.alberta.ca/LI016-1 

  

政府 OHS 官員的角色與職責（LI046） 

ohs-pubstore.labour.alberta.ca/LI046 

  

工作場所健康與安全委員會和代表 

alberta.ca/work-site-health-safety-committees.aspx 

 

工人參與健康與安全事務（LI041） 

ohs-pubstore.labour.alberta.ca/LI041 

  

工人賠償委員會 

wcb.ab.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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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指南目的是幫助您了解《職業健康與安全法案》（OHS法案）以及您在確保工作場所健康與安全方面發揮的作用。 本指南介紹了遵守相關立法需要做的事，這會使您的工作場所更健康和更安全。
	我們的目標 - 健康與安全
	內部責任制是OHS立法的基本原則，它使這一目標得以實現。 其核心前提是，每個人 - 包括工人和雇主 - 都要根據其權限和管控水平對工作場所的健康與安全負責。
	艾伯塔省OHS法案是影響您生活的重要立法。 它概述了您作為工人的權利和責任，以及您雇主和工作場所其他人的責任。 OHS法案規定了保護和推動整個艾伯塔省工人健康與安全的最低標準。
	此外，農場和牧場中有薪酬的非業主家庭的工人也必須遵守OHS準則 （OHS Code）中列出的技術規則。
	除非危害被立即消除，否則雇主必須準備一份書面報告，說明您拒絕工作的情況、雇主調查以及採取的任何行動。 雇主必須向您提供該報告副本，還必須向HSC或HS代表（如果有）提供報告副本。 該報告不能包含拒絕工作員工的任何個人信息。
	如果雇主不同意工作存在危險的說法，或者雙方無法就解決問題的方法達成一致，請考慮諮詢HSC或HS代表（如果有）。 如果工作現場各方無法解決問題，請聯繫Alberta OHS聯絡中心。 OHS官員將跟進並決定採取何種行動。 您和雇主都必須遵循該官員的決定。 但是，如果您或雇主不同意官員的決定，可以要求核查主任 (Director of Inspection)對此事進行審核。
	歧視性行為
	您有責任向雇主或主管報告您對任何不安全或有危害工作場所或工作現場情況的擔憂。雇主或主管必須採取必要措施確保工人安全健康地工作。 如果您的問題未得到解決，請將問題提交給HSC或HS代表（如果有）。 如果沒有委員會或代表，或者您仍不滿意，可以聯繫Alberta OHS聯絡中心並要求其工作人員展開調查。 任何人都有權打電話，無論是否直接參與了該項工作。
	您還必須與遵守OHS立法的任何人合作，並且自己亦須遵守相關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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