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 學年度正修科技大學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一、 政策：本校秉持校訓「止於至善」之理念，為建立一個持續進步、安全、

衛生、健康與人性化學習環境的永續優質學園，我們承諾遵行法規、

預防風險，維護校園環保與安全衛生。防治汙染、降低危害，持續

改善並提升環境品質。著重教育、自主學習，提升校園安全文化。

節約能源、綠化校園，善盡地球村一份子之責任，藉此訂定校園環

境安全衛生政策，確實達到校園環境安全衛生永續發展的目標。(如

附件一)。 

二、 目標：為防止本校所屬各實驗(習)室、實習工廠、研究室等工作場所之職業

災害，保障教職員工生安全與健康，特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十二條之ㄧ規定，訂定「正修科技大學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本

計畫在於完成及執行勞工安全衛生事項，並要求相關人員應確實遵

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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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 

(四)有害作業環境之採樣策略規劃與測定。 

(五)採購管理、承攬管理與變更管理事項。 

(六)安全衛生作業標準之訂定。 

(七)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及現場巡視。 

(八)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九)個人防護具之管理。 

(十)健康檢查、健康管理及健康促進事項。 

(十一)安全衛生資訊之蒐集、分享與運用。 

(十二)緊急應變措施。(實驗室緊急應變人員聯絡電話、安全衛生緊急應變計

畫、實驗室緊急通報系統表、職業災害緊急應變聯絡電話)。 

(十三)職業災害、虛驚事故、影響身心健康事件之調查處理與統計分析。(緊

急事故通報表、正修科技大學職業災害防止計畫、正修科技大學年度

自動檢查計畫) 

(十四)安全衛生管理記錄與績效評估措施。 

(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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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 



2. 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評估。 

3. 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控制。 

(二) 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管理。 

1. 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管理。 

2. 機械、設備或器具之檢查。 

(三) 危險物與有害物之標示及通識。 

(四) 有害作業環境之採樣策略規劃與測定。 

(五)採購管理、承攬管理與變更管理事項。(正修科技大學營繕事務委託承攬

之承攬告知相關事項) 

1. 採購管理、承攬管理與變更管理注意事項。 

2. 承攬作業說明。 

(六)安全衛生作業標準之訂定。 

(七)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及現場巡視。 

(八)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九)個人防護具之管理。 

1. 個人防護具之法令依據、目的、適用範圍、定義及適用時機。 

2. 個人防護具選用基本原則。 

3. 各式防護具簡介。 

4. 個人防護具的維護與管理。 

(十)健康檢查、健康管理及健康促進事項。 

1. 法令依據、目的、適用範圍。 

2. 勞工體格檢查、健康檢查及特殊健康檢查定義。 

3. 健康檢查實施方式。 

4. 健康檢查結果。 

(十一)安全衛生資訊之蒐集、分享與運用。 

1. 網頁運用。 

2. 網頁資訊及最新消息。 

3. 網頁留言。 

(十二) 緊急應變措施。(實驗室緊急應變人員聯絡電話、安全衛生緊急應變

計畫、實驗室緊急通報系統表、職業災害緊急應變聯絡電話) 

(十三) 職業災害、虛驚事故、影響身心健康事件之調查處理與統計分析。(緊

急事故通報表、正修科技大學職業災害防止計畫、正修科技大學年度

自動檢查計畫) 

1. 緊急事故通報表。 

(十四)安全衛生管理記錄與績效評估措施。 

1. 安全衛生管理記錄。 

2. 安全衛生管理績效。 

3. 安全衛生績效管理及評估制度。 



(十五)其他安全衛生管理措施。 

1.實驗場所廢棄物管理。 

五、計畫時程： 

(一)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105 年 8 月至 106 年 7 月止。 

(二)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管理：105 年 8 月至 106 年 7 月止。 

(三)危險物與有害物之標示及通識：105 年 8 月至 106 年 7 月止。 

(四)有害作業環境之採樣策略規劃與測定：105 年 8 月至 106 年 7 月止。 

(五)採購管理、承攬管理與變更管理事項：105 年 8 月至 106 年 7 月止。 

(六)安全衛生作業標準之訂定：105 年 8 月至 106 年 7 月。 

(七)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及現場巡視：105 年 8 月至 106 年 7 月

止。 

(八)安全衛生教育訓練：105 年 8 月至 106 年 7 月止。 

(九)個人防護具之管理：105 年 8 月至 106 年 7 月止。 

(十)健康檢查、健康管理及健康促進事項：105 年 9 月至 10 月及 106 年 4 月

至 5 月。 

(十一)安全衛生資訊之蒐集、分享與運用：105 年 8 月至 106 年 7 月止。 

(十二)緊急應變措施：105 年 8 月至 106 年 7 月止。 

     (十三)職業災害、虛驚事故、影響身心健康事件之調查處理與統計分析：105

年 8 月至 106 年 7 月止。 

(十四)安全衛生管理記錄與績效評估措施：105 年 8 月至 106 年 7 月止。 

(十五)其他安全衛生管理措施。  

 實驗場所廢棄物管理：105 年 8 月至 106 年 7 月止。 

六、實施方法 

(一)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如附件二) 

(二)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管理： 

1.機械、設備或器具之清單：本組要求實驗場所負責老師應詳填，以統整實驗

場所內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種類及數量，並讓實驗場所負責老師便利於管理。 

2.機械、設備或器具之檢查：本組依法令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並要求實驗

場所負責老師應法令規定之檢查日期定期實施機械、設備或器具之自動檢查。

自動檢查內檢查日期、檢查方法、檢查結果均須填寫，檢查完畢後檢查人員

姓名、實驗場所負責人及單位主管均須簽名蓋章，相關檢查紀錄依法令規定

須予以保存三年。 

(三)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本組要求使用危險物與有害物之實驗場所應予

清楚標示及符合通識規則之要求。 

(四)有害作業環境之採樣策略規劃與測定：每年委託經勞動部合格之檢測機構來

校進行採樣測定。 

(五)採購管理、承攬管理與變更管理事項。(正修科技大學營繕事務委託承攬之承

攬告知相關事項) 



   1.採購管理、承攬管理與變更管理注意事項。 

    (1)本校採購作業流程及採購流程圖依總務處標準作業辦法辦理。 

    (2)本校各單位、系所及中心在找尋到適當廠商後或公開招標完成後，在修繕

維護或工程施工前，須簽訂「正修科技大學營繕承攬作業告知之事項」。 

(3)總務處環安組於每學年發送「實驗室基本資料調查表」，以掌握每學年進

入實驗場所之教職員工生。若實驗場所負責老師或系所(中心)環安衛負責

老師有變更或異動，可將變更後之實驗場所負責老師或系所(中心)環安衛

負責老師填入調查表中，以利本組統整。在學期中，若系所(中心)之實驗

場所負責老師或環安衛負責老師有變更或異動者，系所(中心)主管需向總

務處環安組報備。 

(4)當系所(中心)之實驗場所及其他工作場所導入新作業活動，例如新設備、

新製程、使用新化學品或變更作業程序等，實驗場所負責老師須向環安組

報備，以利本組啟動「正修科技大學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

控制」。 

   2.承攬作業說明。 

(1)依法令規定，教育訓練服務業之大專院校有從事工程施工、品質管制、進

度管控及竣工驗收等之工作場所已納入勞工安全衛生法適用範圍，鑑請總

務處日後若有相關施工工程需發包，簽呈應會辦總務處環安組，以利總務

處環安組提出相關法令規定應辦理建議。 

(2)因學校之事業範圍為教育工作，因此大部分情況多為「業主」之身分，例

如:興建大樓、校園走道(階梯)施工…等，非屬學校之事業範圍，因此學校

為各項校園工程之業主。但為因應法令公告，日後本校若有相關施工工程，

申請施工單位應於大型工程開標完成後或小型工程施工前，須要求承攬商

或相關施工廠商簽訂「正修科技大學承攬作業告知之事項」，並要求承攬

商及承攬商之所有員工務必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簽訂

完成後才能進行工程之施工。 

(3)若有上述狀況(例如:興建大樓)，依規定，該工程承攬商為該工程雇主(原

事業單位)，應負本法所定雇主之責任，營建工地相關安全衛生管理工作  

須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辦理；依規定，須訂定安全衛生管理計畫書，並送一   

份至本校總務處營繕組備查；依規定，該工程承攬商須設置協議組織，並

定期召開協議組織會議，協議組織會議召開前，敬請告知總務處環安組，

每次的協議組織會議紀錄須影印一份送至本校總務處營繕組備查。 

(4)實驗場所若有機械或儀器設備需委外檢測或維修，實驗場所負責老師或共

用老師應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有關其實驗場所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

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 

(5)「正修科技大學各項工程或作業承攬安全衛生管理規定（非實驗場所內承

攬作業）應告知之事項」是指非進入實驗場所之修繕維護或工程須簽訂之

承攬事項告知單；「正修科技大學營繕事務委託承攬之承攬告知相關事項」



是指進入實驗場所之修繕維護或工程須簽訂之承攬事項告知單。 

(六)安全衛生作業標準之訂定。 

(七)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及現場巡視。 

(八)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九)個人防護具之管理。 

   1.法令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規定。 

2.目的：為確保教職員工生在工作場所免受各種機械設備及危險物和有害物所

產生之危害因子之危害，影響教職員工生安全與健康，配戴於作業教職員身

上的設備，稱為個人防護具。  

   3.適用範圍：職業安全衛生法指定之適用範圍。 

   4.定義： 

     (1)噪音作業：指工作者工作八小時，日時量平均音壓超過八十五分貝之作業。 

     (2)電焊、氣焊作業：指工作者以電焊、氣焊從事熔接、切斷之作業。 

     (3)電器作業：只從事電路檢查、修理等活線作業，及接近電路或其他支持物，

從事裝設、拆除、油漆、清潔等作業。 

(4)有機溶劑作業：指教職員工生工作時會接觸「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所

規定之有機溶劑。 

(5)特定化學物質作業：指教職員工生工作時會接觸「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

標準」所規定之特定化學物質。 

 (6)危險物及有害物：指教職員工生工作時會接觸「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

規則」所規定之危險物及有害物。 

  (7)缺氧作業：指從事侷限空間之作業。 

  5.適用時機： 

  (1)作業條件改變、進出料、機械維修或試運轉時，污染物濃度突然昇高，則

作業人員或試、維修人員一定要配戴個人防護具。 

  (2)作業環境複雜，雖作業人員在某一作業地點時間短暫，如營建工地。但作

業員工，仍須視需要配戴安全索或安全帽。 

  (3)作業本身即充滿危險，如高架作業、活線接近、維修等作業，這些作業員

工，一定需配戴完善防護具才能作業。 

  (4)在正常操作下，可能不會有危險，但防止因誤操作或失誤，而導致溶液飛

濺或外洩而受傷，作業人員也須配戴護目鏡與防酸、鹼的圍裙（或實驗衣）。 

  (5)搶救人員在處理意外事故時，為保護本身安全，一定要配戴安全合適的防

護具。 

   6.個人防護具選用基本原則： 

  (1)應能有效的將危害因子阻隔。 

  (2)須針對危害的形式與作業環境的特性來選配防護具。 

  (3)著用方便且不妨礙作業。 

  (4)使用材料不會引起人體不良反應，且配戴後不會增加使用者重量負荷。 



  (5)設計良好，具充分強度與耐久性、維修容易，符合既定的國家標準。  

 7.各式防護具簡介： 

(1)頭部防護具，依適用的時機可分： 

  a.防止異物墜落、撞擊的安全帽 

  b.防止電擊之電氣作業絕緣帽 

(2)眼睛防護具 

    a.防塵眼鏡 

  b.防止酸、鹼液濺的護目鏡 

  c.防止強光及有害紫外線的太陽眼鏡與遮光防護具。 

  d.防止輻射熱，有害光線造成眼、臉傷害的防護面罩。 

8.個人的維護與管理：本組要求實驗場所負責老師應定期實施個人防護具之自

動檢查。自動檢查內檢查日期、檢查方法、檢查結果均須填寫，檢查完畢後

檢查人員姓名、實驗場所負責人及單位主管均須簽名蓋章，相關檢查紀錄依

法令規定須予以保存三年。 

(十)健康檢查、健康管理及健康促進事項： 

1.法令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規定。工作者對於健康檢查，

有接受之義務。 

2.目的：為保護教職員工生健康，並藉由體格檢查、健康檢查及特殊健康檢查，

發現潛在健康危害之因子，並提供工作分配建議與健康改善方案，期望達到

職場健康促進的實質效益。 

 3.適用範圍：適用勞工安全衛生法之教職員工生。 

 4.勞工體格檢查、健康檢查及特殊健康檢查定義： 

(1)勞工體格檢查：雇主於僱用勞工時，應就下列規定項目實施一般體格檢查： 

a.既往病歷及作業經歷之調查。 

    b.自覺症狀及身體各系統之物理檢查。 

c.身高、體重、視力、色盲及聽力檢查。 

d.胸部Ｘ光（大片）攝影檢查。 

e.血壓測量。 

f.尿蛋白及尿潛血之檢查。 

g.血色素及白血球數檢查。 

h.血糖、血清丙胺酸轉胺脢(ALT 或稱 SGPT)、肌酸酐(creatinine)、膽固醇及

三酸甘油酯之檢查。 

i. 其他必要之檢查。 

(2)勞工健康檢查：雇主對在職勞工，應就下列規定期限，定期實施一般健康檢

查，一般健康檢查項目同體格檢查項目。 

a.年滿六十五歲以上者，每年檢查一次。 

b.年滿四十歲以上未滿六十五歲者，每三年檢查一次。 

c.未滿四十歲者，每五年檢查一次。 



(3)特殊健康檢查：雇主使勞工從事粉塵作業外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應於其受

僱或變更其作業時，依法令規定實施各該特定項目之特殊體格檢查。特別

危害健康作業如下： 

a.高溫作業勞工作息時間標準所稱之高溫作業。 

b.勞工噪音暴露工作日八小時日時量平均音壓級在八十五分貝以上之噪音作

業。 

c.游離輻射作業。 

d.異常氣壓危害預防標準所稱之異常氣壓作業。 

e.鉛中毒預防規則所稱之鉛作業。 

f.四烷基鉛中毒預防規則所稱之四烷基鉛作業。 

g.粉塵危害預防標準所稱之粉塵作業。 

h.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所稱之下列有機溶劑作業： 

(a)1.1.2.2-四氯乙烷。 

(b)四氯化碳。 

(c)二硫化碳。 

(d)三氯乙烯。 

(e)四氯乙烯。 

(f)二甲基甲醯胺。 

(g)正己烷 

i.製造、處置或使用下列特定化學物質或其重量比（苯為體積比）超過百分之

一之混合物之作業： 

(a)聯苯胺及其鹽類。 

(b)4-胺基聯苯及其鹽類。 

(c)4-硝基聯苯及其鹽類。 

(d)β-萘胺及其鹽類。 

(e)二氯聯苯胺及其鹽類。 

(f)α-萘胺及其鹽類。 

(g)鈹及其化合物（鈹合金時，以鈹之重量比超過百分之三者為限）。 

(h)氯乙烯。 

(i)2，4-二異氰酸甲苯或 2，6-二異氰酸甲苯。 

(j)4,4-二異氰酸二苯甲烷。 

(k)二異氰酸異佛爾酮。 

(l)苯 

(m)石綿（以處置或使用作業為限)。 

(n)鉻酸及其鹽類。 

(o)砷及其化合物。 

(p)鎘及其化合物。 

(q)錳及其化合物（一氧化錳及三氧化錳除外）。 



(r)乙基汞化合物。 

(s)汞及其無機化合物。 

(t)鎳及其化合物。 

(u)黃磷之製造、處置或使用作業。 

(v)聯吡啶或巴拉刈之製造作業。 

(w)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作業。 

5.健康檢查實施方式：本組依法令規定，每年委請勞動部核定合格之醫院至本

校辦理勞工體格檢查、健康檢查及特殊健康檢查。 

6.健康檢查結果： 

  (1)本組依法令規定，體格檢查紀錄應參照法令規定之格式為之，並至少保存

十年。 

  (2)本組依法令規定，健康檢查紀錄應參照法令規定之格式為之，並至少保存

十年。 

  (3)本組依法令規定，特殊體格檢查、特殊健康檢查及健康追蹤檢查紀錄  應

參照法令規定之格式為之，並保存十年以上。但游離輻射、三氯乙烯、四氯

乙烯作業之勞工及聯苯胺及其鹽類、４-胺基聯苯及其鹽類、４-硝基聯苯及

其鹽類、β-?胺及其鹽類、二氯聯苯胺及其鹽類、α-萘胺及其鹽類、鈹及其

化合物、氯乙烯、苯、鉻酸及其鹽類、砷及其化合物等之製造、處置或使用

及石綿之處置或使用作業之勞工，其紀錄應保存三十年。 

  (4)實施特殊健康檢查後，經醫師認有必要時，應依醫師之意見實施含作業條

件調查之健康追蹤檢查。 

  (5)對於勞工從事粉塵作業外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時，本組已建立健康管理資

料，並依下列規定分級實施健康管理： 

   a.第一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全部項目正常，或部分

項目異常，但經醫師綜合判定為無異常者。 

  b.第二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

經醫師綜合判定為異常，但可能與職業原因無關者。 

  c.第三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

經醫師綜合判定為異常，且可能與職業原因有關者。 

d.第四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

經醫師綜合判定為異常，且與職業原因有關者。 

(6)對於勞工經一般體格檢查、特殊體格檢查、一般健康檢查、特殊健康檢查或

健康追蹤檢查後，本組採取下列措施： 

a.參照醫師依法令規定之建議，告知勞工並適當配置勞工於工作場所作業。 

b.將檢查結果發給受檢教職員工生。 

c.將受檢教職員工生之健康檢查紀錄彙整成健康檢查手冊。 

(7)本組依法規定實施勞工特殊健康檢查及健康追蹤檢查，並要求委託檢查之醫

院應出示勞工特殊健康檢查結果報告書。 



(十一)安全衛生資訊之蒐集、分享與運用。 

1.網頁運用：本組網頁可連結到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勞動部、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衛生福利部、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教育部資訊及科

技教育司、學校安全衛生輔導團等相關網站及其他大專院校總務處環安

組…等。以利教職員工生可透過本組網頁之頁面連結至相關網站，並搜尋

或運用到更多安全衛生資訊。 

   2.網頁資訊及最新消息：本組為確使網頁之資訊之正確性，將定期或不定期

上網確認資料之完整性及正確性。為確使本組所發送之調查資料、教育訓

練、開會通知等相關資訊能讓教職員工生周知，除發送紙本通知及郵件信

箱外，相關資料及資訊也會公告於最新消息。 

   3.網頁及信箱留言：校內教職員生若有任何感想或意見，均可透過本校訊

息網網頁進行留言，本組人員收到問題後將會儘速回覆。校外人士亦可透

過發送電子郵件方式反映問題，讓安全衛生資訊能更便利蒐集、分享與運

用，並使校內外工作者能保持暢通之溝通管道，也讓校內外工作者

對於安全衛生及環保方面之知識能有更近一步之瞭解。 

(十二)緊急應變措施。(實驗室緊急應變人員聯絡電話、安全衛生緊急應變計畫、

實驗室緊急通報系統表、職業災害緊急應變聯絡電話)。 

(十三)職業災害、虛驚事故、影響身心健康事件之調查處理與統計分析。(緊急事

故通報表、正修科技大學職業災害防止計畫、正修科技大學年度自動檢查

計畫) 

1.緊急事故通報表：依法令規定，本組訂定「正修科技大學緊急事故通報表」，

要求實驗室負責老師在事故發生後 24 小時內完成填報。ㄧ式存於各系所

單位，ㄧ式須繳回本組，以利本組存查。並要求實驗室負責老師工作場所

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一時，應立即通報本組，以利本組於八小時內報告檢

查機構。 

(1)發生死亡災害者。 

(2)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者。 

(3)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一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 

(4)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 

(十四)安全衛生管理記錄與績效評估措施。 

1.安全衛生管理記錄： 

(1)職業災害統計月報表：本組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三十八條規定，本組於

每月十日前上網申報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之職業災害統計月報表。 

(2)實驗場所安全衛生管理查核：本組定期及不定期至各實驗場所進行安全

衛生管理查核，檢查後將彙整實驗場所相關缺失以郵件通知實驗場所負

責老師及共用老師，並要求實驗場所負責老師及共用老師依本組建議事

項儘速改善，本組將擇期至實驗場所進行安全衛生管理複查。 

2.安全衛生管理績效。 



(1)職業災害統計月報表：每月統計職業災害統計，如發現職業災害則實施    

   事故調查，查明直接、間接及基本原因並加以改善。 

(2)高低電壓電器檢查：總務處營繕組依法令規定定期委託機電顧問有限公

司至本校實驗場所進行高低電壓電器檢查，機電顧問有限公司檢查後將

檢查結果發送總務處營繕組，並依機電顧問有限公司所列之建議改善事

項及注意事項擬請總務處營繕組儘速改善，以保護教職員工生安全。 

(4)實驗場所機械及設備自動檢查：本組要求實驗場所負責老師或共用老師

應依法令規定定期實施機械及設備自動檢查，並要求實驗場所負責老師

或共用老師若發現實驗場所機械及設備有損壞或毀損，應立即通知專業

廠商或寫修繕單至總務處營繕組洽理修繕。本校實驗場所負責老師或共

用老師對於實驗場所機械及設備自動檢查都已確實遵守。 

(5)校園評鑑：教育部於 103 年來校進行大專校院環境安全衛生管理現況調

查報告輔導計畫之輔導訪視，依評鑑委員所列之意見持續改進，本組已

彙整評鑑委員所列之建議及建議承辦單位並予以上簽及會辦各相關單位，

鑑請各相關單位依照評鑑委員所列之意見及建議改善事項提出改善進度

及成效說明，並將改善進度及成效說明詳填於評鑑建議改善事項進度表

中，並由本組統一彙整。 

(十五)其他安全衛生管理措施： 

     1.輻射設備管理： 

依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第二十七條及『學術機

構輻射防護委員會導則』第二條之規定，設置「正修科技大學輻射防護管

理委員會」，委員會之職責如下： 

(1)評估輻射防護措施計畫。 

(2)審核輻射工作人員之操作能力及資格。 

(3)放射性物質及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之輻射安全管制。 

(4)定期檢討及修訂輻射防護措施計畫。 

(5)定期（至少每半年乙次）稽查各使用放射性物質及可發生游離輻射設

備場所之輻射防護措施，如有違反規定者，應即停止其作業，並限期

改善。 

(6)定期召開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檢討全校輻射安全作業。 

(7)制定輻射防護訓練計畫，並督導實施。 

(8)審核放射性物質及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之各項採購案和評估工作場所

及各項設備配置是否符合輻射安全規定。 

(9)督導處理全校內所發生之各類輻射意外事件，並將發生原因，處理經

過與所採取之改善措施等作成報告，函報原子能委員會。 

(10)每年將放射性物質及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之使用現況，及人員異動異

動情形製成報表函送原子能委員會核備。 

2.實驗場所廢棄物管理。 



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廢棄物清理法』相關法規規定，針對實驗室於進行

實驗時，應考慮其可能產生之廢棄物種類、數量，依本規範確實執行分類、

收集等工作。 

除實驗室產生之空化學藥瓶應於洗淨後由藥品供應商協助回收外，感染性

廢棄物、實驗室廢液及老舊藥品均定期委由合格清運公司業者運送至合格

之廢棄物處理廠進行處理。 

七、實施單位及人員：本計畫之權責如下 

(一)總務處環安組:擬訂、規劃、督導及推動本計畫及相關環保和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事項，並指導有關部門實施。 

(二)環安衛委員會：對擬訂之安全衛生政策提出建議，並審議、協調、建議安全

衛生相關事項。 

(三)環安衛人員:擬訂、規劃及推動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及環保和職安法令規

定之事項，並指導有關部門實施。依法令規定或視實際狀況修訂相關規章、

計畫及工作守則及定期或不定期實施實驗場所安全衛生檢查等。 

(四)單位負責人:依職權指揮、監督所屬執行安全衛生管理事項，並協調及指導

有關人員實施。 

(五)實驗場所負責人:負責協助並落實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及工安法令規定之事項，

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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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實落實安全衛生管理，若有不符規定之事項，應儘速改善。 

八、完成期限：106 年 7 月。 

九、需要經費：依總務處環安組及各單位際狀況編列所需經費。 

(一)所需經費由本組及本校相關單位年度預算中支付。 

(二)所需經費由有實驗場所之各系所(中心)年度預算中支付。 

十一、其他規定事項： 

(一)本計畫經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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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正修科技大學環境安全衛生政策 

 

本校秉持校訓「止於至善」之理念，為建立一個持續進步、

安全、衛生、健康與人性化學習環境的永續優質學園， 

我們承諾： 

 遵行法規、預防風險，維護校園環保與安全衛生。  

 防治汙染、降低危害，持續改善並提升環境品質。  

 著重教育、自主學習，提升校園安全文化。  

 節約能源、綠化校園，善盡地球村一份子之責任。 

 

校長 龔瑞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