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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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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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健康服務計畫

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

簡報大綱

母性健康保護計畫

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

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

各
項
計
畫
宣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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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性健康保
護計畫

異常工作負
荷促發疾病
預防計畫

執行職務遭
受不法侵害
預防計畫

人因性危害
預防計畫

四大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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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
LSeZrRS1wh-
d67brDxZyZMa0v7y762Un8bc74dQcEO-
vDz-8Kg/viewform

依據「職業安全衛
生法」第6條及勞
動部「人因性危害
預防計畫指引(初
版)」，特訂定本校
「人因性危害預防
實施計畫」（以下
簡稱本計畫），以
提供危害辨識、傷
病調查評估及採行
改善措施。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ZrRS1wh-d67brDxZyZMa0v7y762Un8bc74dQcEO-vDz-8Kg/viewform




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三十七條規定:

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發生職業災害，雇主應即採取必要之急
救、搶救等措施，並會同勞工代表實施調查、分析及作成紀錄。

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一者，雇主應
於八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
一、發生死亡災害。
二、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
三、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一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



發生事故後（無
論是職災事故或
虛驚事故），單
位需下載緊急事
故通報單進行填
寫。

**另依規定亦須
通報校安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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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十條規定:

雇主對於具有危害性之化學品，應予

標示、製備清單及揭示安全資料表。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第五條規定:
雇主對裝有危害性化學品之容器，應依附表一規定之分

類及危害圖式，參照附表二之格式明顯標示下列事項，所
用文字以中文為主，必要時並輔以作業勞工所能瞭解之外
文：
(一)危害圖式。
(二)內容：

1.名稱。
2.危害成分(中英文及化學文摘設登記號碼標示，並加註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等

字樣及所含重量百分比(w/w)。109.01.13修訂

3.警示語或警語。
4.危害警告訊息。
5.危害防範措施。
6.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之名稱、地址及電話。

前項容器內之危害性化學品為混合物者，其應標示之危害成分指混合物之危
害性中符合國家標準 CNS15030 分類，具有物理性危害或健康危害之所有危
害物質成分。



第十三條規定:

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提供前條之化學品與事業單位或自
營作業者前，應提供安全資料表，該化學品為含有二種以上
危害成分之混合物時，應依其混合後之危害性，製作安全資
料表。

第十五條規定:

製造者、輸入者、供應者或雇主，應依實際狀況檢討安全資
料表內容之正確性，適時更新，並至少每三年檢討一次。

前項安全資料表更新之內容、日期、版次等更新紀錄，應保
存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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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申請毒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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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機構運作毒化物
運作毒化物之實驗（試驗）室及實習（試驗）場所。

應逐月填寫毒化物運作紀錄申報表，並於每季上網填寫申報毒

化物運作紀錄。

http://120.118.152.62/Default.aspx


學術機構運作毒化物

毒化物容器、包裝或其運作單位及設施之標示，應依毒

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標與及安全資料表管理辦法規定辦理。

容器之容積在100毫升以下者，得僅標示名稱、危害圖式

及警示語。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17條

第1類至第4類毒性化學物質之容器、包裝、運作場所及設

施，運作人應依規定標示毒性及污染防制有關事項，並備

具該毒性化學之安全資料表(SDS)。

罰則：違反第17條規定者，依第35條處6-30萬罰鍰，並
令其限期改善；逾期不改善者，得令其停工或停業；必要
時，並得勒令歇業、撤銷、廢止登記或許可證等。

學術機構除依本法第20條規定外，不得將毒性化學物質

販賣或轉讓他人。





危害性化學品清單

一. 負責製備清單之人員：

二. 各單位所屬之作業場所負責人或由單位主任指定人員 ，

負責製備危害性化學品清單。

三. 製備過程：

1. 先整理出各單位所屬之作業場所所有化學物質名單。

2. 列出各單位所屬之作業場所目前所有使用之危害性化
學品清單；若有 行政院勞動部優先管理化學品及管制性化學

品，及環境保護署所規定之毒性化學物質者，則應另外上鎖

放置。



危害性化學品清單

3. 依危害性化學品清單內容

之要求填入資料。

4. 危害性化學品清單應放置

於作業場所內易取得處、作業

場所負責人及各單位主管辦公

室，以供參考。



危害性化學品清單彙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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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完後應將彙整資料
繳交副本至環安組





 目的：在於提供勞工比較詳細的安全衛生注意事

項，他好比是化學品的身份證

 依照ISO 11014-1 國際標準組織的規定SDS，共

有十六項，分為四大類的資訊

 應隨時檢討SDS內容之正確性。

安全資料表(SDS)

第十三條規定:

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提供前條之化學品與事業單位或自營作業者前，應提供安全資料表，該化學品為含有二種

以上危害成分之混合物時，應依其混合後之危害性，製作安全資料表。

第十五條規定:

製造者、輸入者、供應者或雇主，應依實際狀況檢討安全資料表內容之正確性，適時更新，並至少每三年檢討一次。

前項安全資料表更新之內容、日期、版次等更新紀錄，應保存三年。



實驗室潛在危害
實驗室檢查常見缺失項目及注意事項



實驗室應訂定符合實驗室性質之工作守
則，並確保所有人員知悉使之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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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

 環安組網頁有提供全校整體之工作守則供實驗室參考修正。
 制定後請實驗室人員確認簽名並公告。



實驗室門口應張貼相關危險警告標誌及
緊急聯絡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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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



操作實驗需穿戴實驗衣、手套、護目
鏡等防護用具

• 依規定應準備足夠數
量防護具，並以個人
專用為原則。

• 應選用合格且適當之
防護面罩、防塵口罩
、防毒面罩、防護眼
鏡、防護衣等防護具
，並使人員確實使用
，保護自身安全。



實驗室內嚴禁飲食、冰箱需明確標示

• 實驗室內禁止飲食，建議休息
區與實驗區有明確隔間，避免
遭化學品汙染及誤食。

• 實驗室冰箱須明確標示用途，
存放化學藥品的冰箱嚴禁放置
食物及飲料，如食物與藥品放
置於共同儲存區域，有互相污
染以及誤食藥品的風險。



自動檢查計畫制訂與執行

 相關表格皆公告於環安組網頁
下載區，請實驗室自行下載列
印。

 自動檢查計劃於每年12月底
前完成，並將正本放置實驗
室留存三年，以供勞檢單位
稽查。



急救箱藥品與緊急防護用具需定期檢點、補充

• 急救箱藥品定期檢視更新
及補充，若發現藥品過期
，向環安組申請進行更換
補充。

• 環安組提供化學品洩漏吸
液棉供實驗室領取，請實
驗室定期檢視補充，以避
免緊急意外發生時無法即
時取用。



定期盤點實驗室化學藥品，製作危險
物與有害物清單調查表及安全資料表

• 實驗室應定期盤點危害性化學品清單，並備置安
全資料表供實驗室人員查閱使用。

• 請各實驗室至環安組下載區下載填寫危害性化學
品清單。

• 環安組可提供安全資料表光碟供實驗室索取。

年度稽查重點



化學藥品應危害分類存放，液體放置盛盤

O X
• 使用盛接盤可避免溶液洩漏傾倒，但一盛盤內藥品需為
可相容性。(酸鹼不可放同一盛盤)

• 藥品勿堆置於排氣櫃內，避免影響導流板排煙效率。



化學藥品需張貼GHS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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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購買之化學藥品皆須張貼GHS標籤，若舊藥品無
GHS標示請與原藥品商聯繫。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

 未列於化學品網站之毒化物，需經過申請審核通過始可購買。
 購買使用毒性化學物質，務必確實填寫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錄表，
以免漏填而受罰。



11/30/2016

實驗室廢棄物管理

• 實驗室廢液依照廢液分類
流程圖確實分類存放。

• 廢液不可盛裝超過8分滿。

• 廢液桶下方應放置廢液桶
容積1.1倍之盛盤。

• 廢棄針筒與針頭請分開包
裝貯存。



機械設備標準作業程序

• 儀器設備應張貼標準作業程序（如工作前、
中、後及事故處理聯繫，提醒實驗室人員正
確操作步驟。

• 例如離心機標示最大轉速、滅菌鍋標示正常
使用壓力，如此在數值異常時便可立即發現
，避免造成危害。

• 儀器設備保養及維修記錄記錄應留存。



烘烤(高溫)作業需設置警示標誌

• 操作接觸高溫機械、器具或設備之高溫熱表面，為避
免灼燙傷之虞時，應設置警示標誌。

• 操作高溫設備儀器，應確實配套防護手套。



從事鑽孔機旋轉刃具作業
需標示不得使用手套圖示

• 車床、鑽床、砂輪機等旋轉機械作業，應明確告知並
標示禁止使用手套。



氣體鋼瓶安全管理

• 氣體鋼瓶須加以固定，並有明確標示。
• 易燃氣體、氧氣旁須有嚴禁煙火標示，且須分區
放置。

• 不用之鋼瓶要加上鋼瓶帽，以免不慎撞擊時遭到
損毀而 漏氣。

• 瓦斯、乙炔等易燃氣體須避免放置於電器開關附
近，否則有起火危險。

• 鋼瓶請標示”使用壓力”及”最高使用壓力”。
• 鋼瓶開關起子不可直接放在上面。



電器安全管理

• 防止電器(儀器)設備因電壓不符而損毀，需確實標示插座電壓。
• 插頭及插座鬆動極易因接觸不良而發熱，應經常檢視，並注意插座、
插頭是否 有過電流所造成焦黑之現象。

• 不可綑綁使用延長線及電線，以免通電時導致溫度昇高熔解外覆塑膠
，造成電線短路起火。

• 延長線應使用具保險絲安全裝置或過負荷保護裝置之產品。

X X



THANK YOU

46


	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正修科技大學環境安全衛生政策
	投影片編號 3
	投影片編號 4
	投影片編號 5
	投影片編號 6
	投影片編號 7
	職業安全衛生法
	發生事故後（無論是職災事故或虛驚事故），單位需下載緊急事故通報單進行填寫。��**另依規定亦須通報校安中心
	投影片編號 10
	投影片編號 11
	投影片編號 12
	投影片編號 13
	投影片編號 14
	&
	職業安全衛生法
	投影片編號 17
	投影片編號 18
	新申請毒化物
	投影片編號 20
	投影片編號 21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17條
	投影片編號 23
	危害性化學品清單
	危害性化學品清單
	危害性化學品清單彙總表
	投影片編號 27
	投影片編號 28
	投影片編號 29
	實驗室應訂定符合實驗室性質之工作守則，並確保所有人員知悉使之簽名
	實驗室門口應張貼相關危險警告標誌及緊急聯絡流程圖
	操作實驗需穿戴實驗衣、手套、護目鏡等防護用具
	實驗室內嚴禁飲食、冰箱需明確標示
	自動檢查計畫制訂與執行
	急救箱藥品與緊急防護用具需定期檢點、補充
	定期盤點實驗室化學藥品，製作危險物與有害物清單調查表及安全資料表
	化學藥品應危害分類存放，液體放置盛盤
	化學藥品需張貼GHS標示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
	實驗室廢棄物管理
	機械設備標準作業程序
	烘烤(高溫)作業需設置警示標誌
	從事鑽孔機旋轉刃具作業�需標示不得使用手套圖示
	氣體鋼瓶安全管理
	電器安全管理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