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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從司法院裁判書查詢系統蒐集案例，從裁判書統整差異的「屬性」，再

應用問卷及模糊層級分析法整合營建職災之專家知識，最後採 MS Excel 建置一以

重大營建職災歷史判例為基礎之案例式推理系統。研究結果顯示，職災專家認為

重大營建職災訴訟審判結果主要受到職災致災因素、被告深具悔意、被告坦承犯

行、職災死亡人數等之影響。具備精確性(在約 87%的案例相似度，可獲致近 87%

的推理精確度)的本系統，可提供法官與檢查官在起訴或審判前的初步方向，也能

讓訴訟案件利害關係人於職災訴訟案件審判前，應用本系統去預測可能的判決結

果，提供案件被告儘早了解相關法律責任等資訊，而得以儘早研擬因應對策。 

 

關鍵詞：職業災害、營建職災訴訟、因應對策、案例式推理 

 

A Fatal Disaster Verdict Prediction System for 

Construction Projects 

 

Abstract 

    The study collected fatal construction occupational disasters (FCOD) cases from 

the Judicial Yuan’s Law and Regulations Retrieving System, and summarized the 

"attributes" of the discrepancies, then used questionnaires and fuzzy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FAHP) to integrate the expert knowledge on FCO. Finally, MS Excel was 

used to build a case-based reasoning (CBR) system for users to derive current 

conditions from past experiences. Research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rial results of 

FCOD were mainly influenced by : causes of the disaster, the defendant's remorse, the 

defendant's confession, and the number of occupational disaster fatalities. The 

validation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eveloped system was accurate (nearly 87% 

accuracy of reasoning was obtained with 87% case similarity). This proposed system 

can provide judges and prosecutors with preliminary directions before prosecution or 

trial, and also allow involved parties to use the system to predict the possible outcomes 



                     第十九屆營建產業永續發展研討會 

 

of an occupational disaster litigation before the trial, and provide defendants with early 

information about their legal responsibilities so that they can plan their responses early. 

 

Keywords: occupational accident, construction occupational accident litigation, 

countermeasures, Case-Based Reasoning 

 

一、前言 

具高度危險性的營建產業，每年的職災致死人數高居全產業之首，衍生不少

社會問題，而訴訟案件便是其中之一，行為人將觸犯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刑法等罪

責。然而，職災訴訟案件當事人缺乏法學知識，責任歸屬常常無法釐清，大大的

降低法院處理的成效。為解決上述問題，本研究發展建置營建重大職災案例式推

理系統，期望能快速地從資料庫檢索出過往的相似案例，以供法官進行判決時之

參考，以維持判決的一致性。同時，亦可讓普遍缺乏法學知識的勞資雙方，在判

決前能具備初步概念。 

本研究針對營建工程重大職災判決，蒐集裁判書案例從中汲取辨識差異的「

屬性」，使用模糊層級分析法整合專家知識，以作為案例式推理系統的權重，最後

則是使用 MS Excel 完成系統的建置。本研究案例取自司法部裁判書查詢系統之地

方法院第一審刑事判決，且僅取自臺北地方法院及新北地方法院的有罪定讞裁判

書，裁判書之判決日期介於 2003/03/01 至 2020/12/31 之間。 

二、文獻回顧 

2.1  營建職災裁判書 

為期能有效地從歷史案件中挖掘出相近的資料做參考，需從裁判書汲取出辨

別差異的「屬性」，以區分不同判決的差異，屬性需具體的表現出案例特性，且令

使用者能輕易理解(莊俊賢, 2001)，屬性依其因果關係可分為「問題屬性」與「解

答屬性」兩個部分(周世凱, 2003)，本研究從裁判書汲取出代表的 30 項「屬性」

，並將其中 18 個「屬性」(如圖 1 所示)歸類為「問題屬性」，且將其歸類為四個

構面(參考周世凱(2003)分類方式，分別為審判背景條件、職災實際情況、工作場

所環境及被告行為因素)。 

2.2  案例式推理 

案例式推理在營建工程領域中大多用於輔助決策與管理，Liu(2019)針對建設

專案的爭議，從過往案例中摘錄出 37 個爭議原因，並透過相似度檢索最相似的案

例，推導出建議的爭議解決方案。王熙松等(2005)用 MS Excel 建立了一套供公路

養護機關做邊坡整治決策的系統，結果表明 MS Excel 能有效的做案例式推理的相

關計算。周世凱(2003)則是針對營建職災判決做研究，並以 CBR Works 進行系統

的建置，證實案例式推理能有效的運用於營建職災判決的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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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問卷分析 

    本研究針對營建職災相關領域的專家發送問卷，本問卷發送之對象包括安衛

管理員(工程師)、安衛課程講師及勞檢所檢查員，共發出 52 份問卷，扣除隨意填

答題項之 13 份問卷，再透過整體一致性(C.R.H.<0.1)檢驗，篩選出 15 份有效問

卷通過。 

    本研究使用模糊層級分析法(FAHP)求算「屬性」權重，在刪除未通過一致性

檢定的問卷後，將剩餘的 15 份問卷由明確尺度轉換為三角模糊尺度，並採幾何平

均數針對專家意見進行整合，以求算各構面與因子的模糊權重值，最後採重心法

對三角模糊數進行解模糊，進而求得明確權重值。圖 2 顯示各問題屬性的權重。 

營建業職災審判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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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問題屬性權重 

 

四、案例式推理 

4.1  系統架構流程 

    圖 3 顯示本研究的系統推理架構流程，該過程共可概分為 6 個階段，詳述如

下： 

1. 建立案例資料庫：本研究從司法部的裁判書查詢系統中蒐集裁判書資料，並

提取裁判書中明確的內容做為屬性。 

2. 決定屬性分類與其相似度：從法規與文獻尋求屬性的分類方法，進而建立相

似度的比較方式。 

3. 確立屬性權重值：發送問卷尋求知識專家知識，以製作問題屬性權重。 

4. 案例相似度計算：藉由步驟 2、3 所求得的屬性相似度及屬性權重交叉相乘後

加總，計算出案例之於詢問的相似度，為本系統之核心。 

5. 案例改編：當系統推薦的案例無法滿足詢問時，則需進行案例改編。 

6. 案例回饋：透過結果的測試評估，將可行的案例保留於本系統的資料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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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系統推理架構 

    本研究的案例式推理系統使用MS Excel建置，並使用模糊層級分析法(FAHP)

確立之權重值做為本系統的問題屬性權重。系統由四個部份構成，分別為案例庫

、使用者輸入介面、相似度計算與排序及輸出介面。本系統四個部份簡述如下： 

1. 案例庫：彙整經由本研究提取「屬性」予以簡化的裁判書案例。 

2. 使用者輸入介面：提供使用者填入欲查詢資料之介面。 

3. 相似度計算與排序：與使用者輸入介面及案例庫相連結，計算使用者填入資

料與案例庫資料的相似度與排序。 

4. 輸出介面：顯示與填入資料最接近的案例供使用者參考。 

4.2  屬性比對方式 

    本研究旨在預測法院的判決結果，所以在判決前的已知的審判背景條件、職

災實際情況、工作場所環境及被告行為因素等，歸為「問題屬性」範疇；被告處

有期徒刑、科以罰金、宣以緩刑等判決後結果則歸類為「解答屬性」。本研究使

用的相似度比對方式分別採用完全比對、差異比對、差距比對及邏輯比對四種方

式交叉構成。比對方式如圖 4 所示，各屬性的比對方式如表 1 所示。 

 
圖 4 比對方式示意圖(資料來源：王熙松等,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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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屬性比對方式 

問題屬性名稱 比對方式 解答屬性名稱 比對方式 

初審地方法院 完全比對 案例裁判字號 分類與查詢用 

檢察起訴形式 完全比對 法院判決程序 完全比對 

被告對象角色 差異比對&完全比對 法院裁判案由 完全比對 

被告現場負責 邏輯比對 論罪科刑法條 僅供參考，不做比較 

被告選任辯護 邏輯比對 被告處有期徒刑(月) 差距比對&完全比對 

營建行業分類 差異比對&完全比對 被告處拘役(天) 差距比對&完全比對 

營建建造類別 完全比對 自由刑易罰金 完全比對 

現場作業項目 差異比對&完全比對 被告科以罰金 差距比對&完全比對 

導致職災因素 完全比對 罰金易服勞役 完全比對 

職災死亡人數 差距比對&完全比對 被告宣以緩刑 差距比對&完全比對 

職災受傷人數 差距比對&完全比對 案件可否上訴 完全比對 

職災發生類型 完全比對   

職災媒介物質 差異比對&完全比對   

災後處理情形 差異比對&完全比對   

被告坦承犯行 邏輯比對   

被告深具悔意 邏輯比對   

被告付出和解 邏輯比對   

被告曾有前科 邏輯比對   

4.3  案例驗證 

    由表 2 可知，除了案例驗證四的案例相似度較差之外，其餘案例的案例相似

度大致介於 80%~95%之間，推理精確度介於 70%~100%之間。推理精確度的標準

差明顯大於案例相似度。綜合案例驗證一~五，推理精確度 0.102、案例相似度僅

0.067，由此可證，本系統的推理精確度浮動相較案例相似度來的大，但五個案例

的推理精確度平均值仍均大於 80%，顯示本系統的整體驗證成效良好。 

表 2 案例驗證結果 

案例驗證 

結果案例 
案例驗證一 案例驗證二 案例驗證三 案例驗證四 案例驗證五 

平均 

(依結果案例) 

結果案例一 
案例相似度 0.9070 0.9640 0.9410 0.7805 0.8950 0.8975 

推理精確度 0.9974 0.7500 0.7813 0.9917 0.8620 0.8765 

結果案例二 
案例相似度 0.8730 0.9450 0.9320 0.7750 0.8900 0.8830 

推理精確度 0.9922 0.8724 0.9063 0.8497 0.9948 0.9231 

結果案例三 
案例相似度 0.8660 0.9410 0.9320 0.7730 0.8695 0.8763 

推理精確度 0.8724 0.7448 0.9010 0.7216 0.8646 0.8209 

結果案例四 
案例相似度 0.8110 0.9225 0.9320 0.7670 0.8555 0.8576 

推理精確度 0.9948 0.8438 0.9036 0.8724 0.7344 0.8698 

結果案例五 
案例相似度 0.7750 0.9225 0.9145 0.7670 0.8200 0.8398 

推理精確度 0.7396 0.8698 0.9974 0.6534 0.9740 0.8468 

平均 

(案例驗證) 

案例相似度 0.8464 0.9390 0.9303 0.7725 0.8660 0.8708 

推理精確度 0.9193 0.8162 0.8979 0.8178 0.8860 0.8674 

標準差 
案例相似度 0.0527 0.0174 0.0097 0.0057 0.0302 0.0673 

推理精確度 0.1136 0.0638 0.0768 0.1328 0.1044 0.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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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相較於其它產業，我國營造業職災死亡人數佔比最高，充分凸顯該類職災的

重要性。然而，國內研究大多聚焦於職災的防範，以及相關的風險管理方法，少

有針對職災衍生的訴訟問題之相關研究。據此，本研究蒐集營建重大職災裁判書

做為案例，進行專家問卷作分析，並採用 MS Excel 建置案例式推理系統，以期能

提供營造業在預測職災判決及職災防範的參考。本研究彙整幾點研究結論如下： 

1. 以重大職災的判決來看，檢查起訴形式與被告選任辯護存在顯著關聯，大部

分被告在檢察官提起公訴時，會選任一名辯護律師，而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

決時，則通常不會選任辯護律師；營建行業分類與被告對象角色也存在顯著

關聯，建築工程業的現場負責人、整地、基礎、及最後修整工程業的雇主自

然人、結構工程業與冷凍、空調及管道工程業的雇主法人與其負責人以及其

他專門營造業的現場作業員，上述角色需特別嚴格管理留意自身的工程，以

避免因自身過失而造成的職災。 

2. 本研究以模糊層級法彙整職災專家意見，並將屬性分為四大構面，大部分的

專家認為被告行為因素(0.336)對營建職災審判結果影響最大，其次是工作場

所環境(0.274)，審判背景條件(0.139)造成的影響則最小。而對營建職災審判

結果影響最大的前四個因素包括：導致職災因素(0.140)、被告深具悔意(0.098)

、被告坦承犯行(0.096)，以及職災死亡人數(0.087)。 

3. 本案例驗證結果顯示，本系統在約 87%的案例相似度，可獲得 86.7%的推理

精確度，此顯示了本系統精確性之可接受性。本系統可供法官與檢查官在起

訴或審判前的初步判定參考，也能讓勞資雙方於職災審判前預測判決結果，

提供被告人事先了解其應負法律責任之資訊，因此得以儘早研擬因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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