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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 109學年度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民國 109 年 6 月 29 日本校 108 學年度第 3 次安全衛生委員會審議通 

一、目的：為防止職業災害，保護本校工作者之安全與健康，落實校園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工作，特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條規定，訂定本校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二、範圍：凡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範圍之本校工作者及工作場所內之相關設施、

設備與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三、計畫項目： 

(一) 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 

(二) 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管理。 

(三) 危害性化學品之分類、標示、通識及管理。 

(四) 有害作業環境之採樣策略規劃及監測。 

(五) 危險性工作場所之製程或施工安全評估。 

(六) 採購管理、承攬管理及變更管理。 

(七) 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八) 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及現場巡視。 

(九)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十) 個人防護具之管理。 

(十一) 健康檢查、管理及促進。 

(十二) 安全衛生資訊之蒐集、分享及運用。 

(十三) 緊急應變措施。 

(十四) 職業災害、虛驚事故、影響身心健康事件之調查處理及統計分析。 

(十五) 安全衛生管理記錄及績效評估措施。 

(十六) 其他安全衛生管理措施。 
 

四、實施細目： 

(一) 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 

1、 承攬商明確知悉本校各項規定與其所承攬工作的潛在危害因子。 

2、 實施作業環境、作業方式、設施安全檢查。 

3、 實施作業、設施安全督導。 

(二) 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管理： 

1、 各機械、設備、器具均有專屬的管理人，器具有固定的存放地點。 

2、 各機械、設備、器具維持於堪用的狀態。 

(三) 危害性化學品之分類、標示、通識及管理： 

符合『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規定。 

(四) 有害作業環境之採樣策略規劃及監測： 

1、 作業環境測定採樣策略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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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業環境測定採樣監測。 

3、 侷限空間作業前的作業環境測定。 

(五) 危險性工作場所之製程或施工安全評估： 

無。 

(六) 採購管理、承攬管理及變更管理： 

1、 採購契約明確規定承攬商所必須遵行的職業安全衛生與其他要求 

事項。 

2、 承攬商明確知悉其應遵守事項。 

3、 承攬商完全遵守契約規定。 

(七) 安全衛生作業標準之訂定： 

1、 各項作業均有對應的標準作業程序書（包括作業前準備事項、注

意事項等），以避免因不安全的行為而發生工安事故。 

2、 依作業狀況，適時增訂/修訂作業標準程序。 

(八) 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及現場巡視： 

符合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之規定。 

(九)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辦理「109學年度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計畫表」中之各類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 

(十) 個人防護具之管理：  

勞工作業時依職業安全衛生相關規定配戴個人防護器具。 

(十一) 健康檢查、管理及促進： 

1、 辦理教職工健康檢。 

2、 辦理健康促進系列活動。 

3、 職醫臨場服務。 

(十二) 安全衛生資訊之蒐集、分享及運用： 

1、 工安案例宣導。 

2、 安全衛生資訊宣導。 

(十三) 緊急應變措施：  

依照本校「安全衛生緊急應變作業程序」防災演練。 

(十四) 職業災害、虛驚事故、影響身心健康件之調查處理及統計分析： 

1、 實施職業災害調查分析。 

2、 實施虛驚事故調查分析。 

3、 辦理災害統計。 

(十五) 安全衛生管理記錄及績效評估措施： 

安全衛生優良人員獎勵。 

(十六) 其他安全衛生管理措施： 

1、 教職員工明確知悉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相關事宜的申訴管道。 

2、 於適當空間作為承攬商作業人員休息區與吸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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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計畫時程： 

詳附表 1 本校 109 學年度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表。 

 

六、實施方法： 

(一) 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 

1、 承攬商開工前，召開「開工前安全衛生會議」，參加人員包括本校

業務承辦單位及總務處(環安組)相關人員、承攬商、設計建造單位，

並向承攬商進行「承攬作業工作環境危害告」。 

2、 承攬商亦需對所屬勞工及再承攬商勞工危害因子告知。 

3、 有共同作業之場所及工地應每月召開協議組織會議，並具體書面紀

錄及告知落實執行。 

4、 各級主管人員不定期至現場實施作業環境、作業方式與設施之安全

檢查，發現有不安全情形恐危及勞工生命安全者，得立即要求承攬

商停止作業，俟改善後再同意承攬商復工。 

5、 委託監造工程案件，比照前款辦理。 

(二) 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管理： 

1、 由各單位登載各機械、設備、器具的保管人並紀錄其存放地點，保

管人員異動時有明確的移交紀錄。 

2、 各使用人或保管人不定期檢視或測試所保管機械、設備、器具，紀

錄保存3年備查 。 

(三) 危害性化學品之分類、標示、通識及管理： 

1、 依『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規定，標示各危險物與有害物。 

2、 SDS取得與更新，並以書面紀錄留存三年。 

(四) 有害作業環境之採樣策略規劃及監測： 

1、 擬定作業環境測定採樣策略規劃執行。 

2、 執行作業環境測定物理性及化學性採樣監測。 

3、 密閉空間作業標準規定，作業前辦理環境測定。 

4、 由各業務單位依作業屬性監測。 

(五) 危險性工作場所之製程或施工安全評估： 

無。 

(六) 採購管理、承攬管理及變更管理： 

1、 將本校「承攬作業環境安全衛生管理辦法」、「承攬商施工安全衛

生規則」納為採購契約之要項。 

2、 承攬商開工前，召開「開工前安全衛生會議」除告知承攬作業之工

作環境、工程危害因素及應採取之防範對策外，亦宣導本校「承攬

作業環境安全衛生管理辦法」、「承攬商施工安全衛生規則」之規

定。 

3、 不定期巡檢承攬商是否依契約相關規定辦理。 

(七) 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各單位就所權責管理的作業與操作，訂定其對應之標準作業程序，另



4 

應依實際作業需要不定期修訂。 

(八) 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及現場巡視： 

符合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之規定。 

(九)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7條規定之訓練課程與時數，

辦理該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十) 個人防護具之管理： 

1、 定期確認個人防護具之數量（尤其是消耗品）足夠使用。 

2、 個人防護具有破損或不足時進行維修、保養及更新。 

3、 確保個人防護具之等級符合工作安全需求。 

4、 個人專用防護器具由各業務單位依需求採購後，分發交予個人自行

保管與使用；共用之個人防護器具由各業務單位依規定辦理採購。 

(十一) 健康檢查、管理及促進： 

1、 辦理教職工健康檢。 

2、 辦理健康促進活動。 

3、 職醫臨場服務。 

(十二) 安全衛生資訊之蒐集、分享及運用： 

1、 將全國工安意外事故中與本校作業或活動類似者，公告使各業務單

位知悉。 

2、 於開前安全衛生會議中宣導校承攬作業項目類似之工安事件。 

3、 在本校總務處「環安專區」網頁上進行安全衛生資訊宣導，並持續

更新網頁資訊(網址：http://general2.nhu.edu.tw/main.php)。 

4、 張貼各種海報、漫畫、標語並經常更新，以維護安全警覺。 

(十三) 緊急應變措施： 

  定期辦理職工消防組訓暨防護團教育訓練。 

(十四) 職業災害、虛驚事故、影響身心健康事件之調查處理及統計分析： 

1、 重大職業災害通報：事故單位主管填寫「重大職災事故調查表」並

立即通報至總務處(環安組)，必要時可先以電話或口頭通知;總務

處(環安組)應於8小時內通報轄區之勞檢單位。 

2、 實施職業災害調查分析：依照「SP-22職災事故調查處理程序」之

「5.5事故調查」、「5.6事故統計分析」規定辦理 。 

3、 實施虛驚事故調查分析：依照「SP-22安全衛生矯正與預防措施管

理程序。 

4、 辦理職災統計：按月統計並以網路申報方式，經由「勞動部職業安

全衛生署-職業災害統計網路填報系統」填送資料。 

(十五)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紀錄及績效評估措施： 

各單位提送建議獎勵名單，由總務處(環安組)彙整簽報。 

(十六) 其他安全衛生管理措施： 

1、 張貼申訴公告於各業務單位「作業場所佈告欄」，並隨時更新相關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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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置承攬商休息專區與吸煙區，有效管制承攬商作業人員的休息與

吸菸。 

 

七、實施單位及人員： 

各單位主管:依職權指揮、監督所屬執行安全衛生管理事項，並協助落實安全

衛生管理計畫及職安法令規定之事項、遵守主管機關指定之建議與事項、法

令之規定及總務處(環安組)所列之建議，確實執行安全衛生管理工作，若有

不符規定之事項，應儘速改善。 

 

八、實施期間：109 學年度(109 年 8月 1 日至 110年 7月 31日)。 

 

九、經費： 

本計畫所需經費，由各業務單位年度預算等相關經費支出。 
 

十、績效 

(一) 總務處(環安組)定期將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等之

工作場名單，簽請權責單位主管協助督導、改善。 

(二) 表現優良之相關安全衛生管理人員，由各業務關單位推薦名單，送交總

務處(環安組)彙辦提送本校安全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

予於公告獎勵。 
 
十一、 其他規定事項： 

(一) 本計畫經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修正時亦同。 

    (二)本計畫應逐年檢討修正並公告實施。 

    (三)本計畫未規定事項，依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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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 109學年度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計畫項目 計畫目標 實施方式 承辦單位 

預定/實際工作進度 

109年 110年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一、 

工作環境或作業

危害之辨識、評估

及控制 

1.承攬商明確知悉各

項工程規定與其所承

攬工作的潛在危害因

子。 

承攬商開工前，召開「開工前安全衛生會議」，

參加人員包括本校業務承辦單位及總務處(環安

組)相關人員、承攬商、設計建造單位，並向承

攬商進行「承攬作業工作環境危害告」 

總務處(環安

組) 
            

2.實施作業環境、作

業方式、設施安全檢

查。 

管理單位各級人員不定期至現場實施作業環

境、作業方式與設施之安全檢查，若發現有不安

全情形，立即要求承攬商停止作業，俟改善後再

同意承攬商復工。 

總務處(環安

組) 

請購單位 

            

3.實施作業、設施安

全督查。 
不定期現場督察，並將督察結果拍照，有缺失而

須改善者送相關單位限期改善。 

總務處(環安

組) 
            

二、 

機械、設備或器具

之管理。 

1.各機械、設備、器

具均有專屬的管理

人，器具有固定的存

放地點。 

由各單位登載各機械、設備、器具的保管人並紀

錄其存放地點，保管人員異動時有明確的移交紀

錄。 

實習場所 

總務處 
            

2.各機械、設備、器

具維持於堪用的狀

態。 

各使用人或保管人不定期檢視或測試所保管機

械、設備、器具，紀錄保存3年備查 。 

實習場所 

總務處 
            

三、 

危害性化學品之分

類、標示、通識及

管理。 

符合「危害性化學品

標示及通識規則」規

定。 

依「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規定，標示

各危險物與有害物。 

實習場所 

總務處             

各項危害性化學品SDS取得及更新。 
實習場所 

總務處             

四、 

有害作業環境之採

1.侷限空間作業前的

環境測定。 

依密閉空間作業標準規定，作業前辦理環境測

定。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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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項目 計畫目標 實施方式 承辦單位 

預定/實際工作進度 

109年 110年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樣策略規劃及監測 2.動火作業前的環境

測定。 

依工程危險屬性決定。 總務處 

各單位             

3.作業區作業環境監

測計畫通報 

於實施監測15日前，應將監測計畫依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之網路登錄系統及格式，實施通報。 

總務處(環安

組)             

4.作業區作業環境監

測 

使用中央空調之空氣調節之建築物室內 作業場

所之二氧化碳濃度監測 

總務處(環安

組) 
            

作業場所光源亮度之照度監測 總務處(環安

組)、各單位 
            

五、 

危險性工作場所之

製程或施工安全評

估 

無 無              

六、採購、承攬管

理及變更管理 

1.採購契約明確規定

承攬商所必須遵行的

勞工安全衛生與其他

要求事項。 

將本校「承攬作業環境安全衛生管理辦法」、「承

攬商施工安全衛生規則」納為採購契約之要項。 總務處 (採

購) 
            

2.承攬商明確知悉其

應遵守事項  

承攬商開工前，召開「開工前安全衛生會議」除

告知承攬作業之工作環境、工程危害因素及應採

取之防範對策外，亦宣導本校「承攬作業環境安

全衛生管理辦法」、「承攬商施工安全衛生規則」

之規定。 

總務處(環

安組)  

請購單位 
            

3.承攬商完全遵守契

約規定。 

不定期巡檢承攬商是否依契約相關規定辦理。 總務處(環

安組)  

請購單位 
            

七、 

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各項作業均有對應的

標準作業程序 

各業務單位就所權責管理的作業與操作，訂定其

對應之標準作業程序 ，另應依實際作業需要不
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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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項目 計畫目標 實施方式 承辦單位 

預定/實際工作進度 

109年 110年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定期修訂。 

八、 

定期檢查、重點檢

查、作業檢點及現

場巡視。 

符合「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辦法」規定。 

承攬商開工前，召開「開工前安全衛生會議」，

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各業務單位、職業總務處(環

安組)不定期抽查。 

總務處(環

安組) 

請購單位 
            

九、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辦理「108學年度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計畫之

各類教育訓練」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7條規定

之訓練課程與時數，辦理該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人事室 

總務處(環

安組) 
            

十、 

個人防護具之管

理 

勞工作業時依職業安

全衛生相關法令配戴

個人防護器具。 

安全帽、其他個人專用防護器具由各業務單位採

購後分發交予個人自行保管與使用；共用之個人

防護器具由各業務單位採購後保管並進行自主檢

查。 

各單位             

十一、 

健康檢查、管理及

促進 

1.辦理教職工健康檢

查。 

教職員工健康檢查項目依據「勞工健康保護規

則」附件8辦理 

人事室 

學務處 
            

2.辦理健康促進活

動。 
依本校109年度健康促進計畫辦理 學務處             

3.職醫臨場服務 
臨場服務項目為「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12~13

條規定事項。 
學務處             

十二、 

安全衛生資訊之

蒐集、分享及運用 

工安案例宣導 

將全國工安意外事故中與本校作業或活動類似

者，公告使各業務單位知悉。 

總務處(環

安組) 
            

於開前安全衛生會議中宣導校承攬作業項目類

似之工安事件。 

總務處(環

安組) 
            

安全衛生資訊宣導 

在本校總務處「環安專區」網頁上進行安全衛生

資訊宣導，並持續更新網頁資訊 (網址：

http://general2.nhu.edu.tw/main.php)。 

總務處(環

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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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項目 計畫目標 實施方式 承辦單位 

預定/實際工作進度 

109年 110年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1.張貼各種海報、漫畫、標語並經常更新，以維

護安全警覺。 

總務處(環

安組) 
            

十三、 

緊急應變措施 
辦理職工消防組訓暨

防護團演練 

依照本校「安全衛生緊急應變作業程序」防災演

練 

總務處(環

安組) 
    ｖ        

十四、 

職業災害、虛驚事

故、影響身心健康

事件之調查處理

及統計分析 

1.重大職災通報 
由職業總務處(環安組)於8小時內通報轄區之勞

檢單位。 

總務處(環

安組) 
            

2.實施職業災害調查

分析。 

依照「SP-22職災事故調查處理程序」之「5.5

事故調查」、「5.6事故統計分析」規定辦理 。 
各單位             

3.實施虛驚事故調查

分析。 
依照「SP-22安全衛生矯正與預防措施管理程序」 各單位             

4.辦理災害統計。 

按月統計並以網路申報方式於經由勞動部職業

安全衛生署「職業災害統計網路填報系統」填送

資料。 

總務處(環

安組) 
            

十五、 

安全衛生管理記

錄及績效評估措

施 

安全衛生優良人員

獎勵。 

各單位提送建議名單，由總務處(環安組)彙整簽

報。 

各單位 

總務處(環

安組) 
            

十六、 

其他安全衛生管

理措施 

1.教職員工明確知悉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相

關事宜的申訴管道。 

張貼申訴公告於各業務單位「作業場所佈告

欄」，並隨時更新相關資訊。 

總務處(環

安組) 
            

2於適當空間作為承

攬商作業人員休息區

與吸菸區。 

設置承攬商休息專區與吸煙區，有效管制承攬商

作業人員的休息與吸菸。 
各單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