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 年元智大學環境安全衛生自動檢查計畫 (修訂後計畫) 

2016.03.16 104 學年度第 3 次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通過 

2016.09.14105 學年度第 1 次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通過 

一、 依據：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以下簡稱「職安法」)第二十三條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七

十九條規定，訂定本校環境安全衛生自動檢查計畫。 

 

二、 目的： 

(一) 藉由定期主動檢查安全衛生事項，預先發現不安全與不衛生因素，並設法消除或控

制，以防止災害發生，保障校內工作者（如：教職、員工、與學生）之安全與健康。 

(二) 改進不安全與不衛生的工作環境、機械設備及動作行為，宣示校方關心校內工作者

之安全與健康。 

(三) 建立各種機械設備良好之檢查、保養制度，增進校內工作者之作業安全，並延長機

械設備使用年限。 

 

三、計畫期間： 

105年  1 月 1 日 至  12 月 31 日 106年  7 月 31 日。 

 

四、 權責： 

(一)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訂定自動檢查計畫，推動自動檢查，與督導查核。 

(二) 適用場所負責人：擬訂場所自動檢查表及實施所轄場所安全衛生自動檢查，監督相

關人員執行狀況，並定期向單位主管報告，各項檢查紀錄應建檔管理並保存三年備

查，以備勞動檢查機構隨時到校查驗。 

(三) 各單位主管:負責督導所屬各作業場所依本計畫制定適用於該場所之自動檢查計畫

及自動檢查表格，並據以確實執行。 

(四) 自動檢查之人員：自動檢查實施過程涉及需要各種專業技能，且需專業技術人員操

作測定檢查，應依相關法規辦理。對於一般檢查人員亦同，促使每一檢查人員都具

備相當的知識與技術。 

五、 作業內容： 

(一) 有關機械、設備及各項作業之作業檢點，其檢點對象、內容，應由各作業場所負責

人依實際需要訂定，以作業檢點表等為之；重點檢查與定期檢查，其檢查對象、項

目應由各作業場所負責人依實際需要訂定適用之自動檢查表。以上作業檢點表及自

動檢查表均應呈報單位主管核可後實施。各項檢查紀錄應建檔管理並保存三年備查。

重點檢查與定期檢查之自動檢查表應就下列事項記錄： 

1、 檢查年月日。 

2、 檢查方法。 

3、 檢查部分。 

4、 檢查結果。 

5、 實施檢查者之姓名。 



6、 依檢查結果應採取改善措施之內容。 

(二) 自動檢查類別：依其屬性區分為下列四種。 

1. 定期檢查：即對工作場所各種機器、設備，依照其性質、使用時間而進行週期

性檢查，目的是為了明瞭機械、設備的使用狀況。檢查週期有：每週、每月、

每季、每半年、每年、每兩年、每三年等不同間隔。 

2. 重點檢查：即對某些特殊機械設備，於完成設置開始使用前或拆卸、改裝、修

理後，就其部份重要處實施重點式檢查。 

3. 作業檢點：可分機械、設備之作業檢點與勞工作業前、中、後有關事項檢點，

目的在於了解當時機械、設備或作業情形之概況。 

4. 重新檢查：機械、設備停用 1 年以上或由國外進口、移動、改造等狀況，應進

行重新檢查。 

(三) 自動檢查制度之建立，可參考相關之機器、設備操作與保養作業指導書。 

(四) 專業技術(如升降機、高壓電氣設備等)之安全衛生檢查應委請專業廠商實施；中央

主管機關指定之危險性機械設備（如第一壓力容器、起重機等）應委請檢查機構定

期檢查，經檢查合格取得合格證後才能使用。使用超過規定期間者，非經再檢查合

格，不得繼續使用。 

六、 發生不符安全衛生之狀況及行為處置注意事項 

(一) 環境及設備面 

1. 在第一時間內能立即處理者，應立刻改善。 

2. 不能立即改善者，應於明顯處標示危險警告，防止他人誤用、誤闖，並陳報有關單位協

助與處理。 

3. 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者，應即停止作業，疏散人員退避至安全處所，且需迅速採取有效

措施，防止災害發生。 

(二) 行為面 

1. 個人行為：應注意情緒不穩、常出狀況及不安全衛生行為者，若其行為不致立

即造成危險時應予以規勸；有可能發生事故時應予以禁止；有立即發生危險之

虞時，應迅速予以隔離並陳報單位主管處置。 

2. 作業管理：作業規範與人員配置應視作業場所之實際需求，隨時加以修正。 

(三) 執行面 

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每年應確認各場所是否確實執行自動檢查，並就不符合

部分提出改善建議，以方便後續實際改善之執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應定

期依「自動檢查實施管理表」之內容進行點檢，以查核各實驗室、試驗室、實

習工場、試驗工場的安全衛生之管理是否確實，若有不符合者則應提出矯正及

預防措施。 

2. 內部溝通：各實驗室制定之各項「自動檢查表」須與實際操作、使用人員或檢

查人員進行溝通、協調，完成各系所適用之表格，使實際操作、使用人員或檢

查人員對檢查表內容認知一致，且均能接受與實行。檢查人員應由實驗室負責

人指派專人負責。 

七、 環境安全衛生自動檢查對象、種類及週期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規定，茲列舉部分機械、設備及作業安全衛生自動檢查

對象、種類及週期如附表一，做為各作業場所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及自動檢查表格(如附表

二)之參考，各單位得視需要增訂其他檢查項目，並建立各檢查頻次之「每月、每週自動

檢查表或每日點檢表」，由各實驗室負責人審核/核准後實施。 

前項未列舉之機械、設備及作業，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規定實施安全衛生自動

檢查。 

八、 承攬商自動檢查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八十四條規定，學校以其事業之全部或部分交付承攬或再

承攬時，如該承攬人使用之機械、設備或器具係由學校提供，該機械、設備或器具應由

原事業單位實施定期檢查及重點檢查。前項定期檢查及重點檢查於有必要時得由承攬人

或再承攬人會同實施。 

九、 計畫修訂 

本計畫經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公告實施。本計畫應逐年檢討

修正並公告實施。本計畫未規定事項，依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十、 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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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自動檢查實施週期及參考法條 

週 期 

 

項 目 

列管檢查 整體檢查 定期檢查 作業檢點 重點檢查 

竣工(使

用)檢查 

定期檢

查 

每3年 每年 每2年 每年 每3月 每月 

每日作

業前 

特殊狀

況後 

初使用或改

裝修理後 

電氣機車   13   13  13 50   

一般車輛       14  50   

動力離心機械      18      

動力衝剪機械      26   59   

乾燥設備      27      

乙炔熔接裝置      28   71   

氣體集合熔接裝置      29   71   

高壓電氣設備      30      

低壓電氣設備      31      

升降機 要 每年  22    22    

鍋爐 要 每年/

內部依

規定 

     32 64   

第一種壓力容器(如高壓滅

菌鍋) 

要 每年/

內部依

規定 

     33 64   

小型鍋爐      34      

第二種壓力容器(如空氣壓

縮機空氣槽) 

     35     45 

小型壓力容器(如小型高壓

滅菌鍋) 

     36      

高壓氣體特定設備 

(高壓氣體作業) 

要 每年/

內部依

規定 

   37  33 64/65   

高壓氣體容器 要 依規定      33 60   

特定化學設備及附屬設備 

化學設備及附屬設備 

    38 

39 

     49 

局部排氣裝置      40     47 

吹吸型換氣裝置      40      

空氣清淨裝置      40/ 

41 

     

異常氣壓之再壓室        42    



週 期 

 

項 目 

列管檢查 整體檢查 定期檢查 作業檢點 重點檢查 

竣工(使

用)檢查 

定期檢

查 

每3年 每年 每2年 每年 每3月 每月 

每日作

業前 

特殊狀

況後 

初使用或改

裝修理後 

異常氣壓之輸氣設備           48 

有機溶劑作業、鉛作業、四

烷基鉛作業、特定化學物質

作業、粉塵作業 

        69   

危害物製造處置作業         72   

高壓氣體之灌裝容器儲存

運輸及廢棄作業 

        65   

缺氧危險作業         68   

異常氣壓作業         65   

乾燥室、防護用具、電氣機

械器具 

        77   

高壓氣體製造設備 使用開始前及使用終了後及1日1次以上就該設備之動作狀況實施檢點 

高壓氣體消費設備 使用開始前及使用終了後及1日1次以上就該設備之動作狀況實施檢點 

備註：表中數字為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之參考條文編號。 

 

  



附表二：年度實驗室安全衛生自動檢查計畫表【範例】(視實驗室需要增減檢查項目) 

系所名稱:             實驗室名稱:                         實驗室編號:          

項

次 
機械設備或作業名稱 執行週期 實施人員 

月份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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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實驗室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之訂定與修定 每年 王小明                           

2 實驗室安全衛生自動檢查計畫訂定與修定 每年 
王小明 

                          

3 實施災害調查分析 發生災害時 王小明                           

4 
實驗室機械、儀器設備之標準操作程序(SOP)

之訂定與修定 

每年及新設備購

入時 王小明 
                          

5 實驗室環境衛生整齊清潔之維護 使用前後 王小明                           

6 
實驗室急救箱之設置、標示及過期藥品之更

換 
每年 

王小明 
                          

7 實驗室機械儀器設備之用電安全(接地) 每學期 
張小美 

                          

8 實驗室化學藥品容器(罐)之危害標示 每學期 
張小美 

                          

9 實驗室化學藥品之危害物清單之訂定與更新 每學期 
張小美 

                          

10 實驗室化學藥品之安全資料表之訂定與更新 每學期 
張小美 

                          

11 實驗室廢液與固體廢棄物之分類貯存與標示 每學期 
張小美 

                          

12 

依各實驗室之需要設置必要之安全衛生防護

具(如防護手套、防塵防毒面具、防護眼鏡、

實驗衣) 

每學期 

張小美 

                          

13 備妥溶劑外洩處理之吸收布 每學期 張小美                           

14 急救人員訓練 未設置或不足時 
張小美 

                          

15 有機溶劑作業主管訓練 未設置或不足時 
張小美 

                          

16 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訓練 未設置或不足時 
張小美 

                          

17 現場安全衛生監督人員訓練 未設置或不足時 張小美                           

18 一般作業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每學期 張小美                           

19 工作安全教導訓練 每學期 張小美                           

20 滅火器定期檢查 每月 張小美                           

21 緊急照明設備定期檢查 每月 張小美                           

22 乾燥設備定期檢查 每年 張小美                           

23 局部排氣裝置定期檢查 每年 張小美                           

24 高壓氣體容器或鋼瓶及管線檢查 作業前後 張小美                           

25 小型壓力容器定期檢查 每月 張小美                           

26 一般電氣機械器具檢點 作業前後 張小美                           

27 動力驅動離心機械定期檢查 每年 張小美                           

28 特定化學物質作業檢點 每月 張小美                           

29 有機溶劑作業檢點 每月 張小美                           

30 安全防護用具檢查 每月 張小美                           

31 列管毒性化學物質之運作記錄 每月 張小美                           

32 緊急沖淋洗眼設備功能檢查 每月 張小美                           

實驗室負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