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學年度元智大學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2021.06.16 109學年度第 4次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通過 

一、目的 

為落實校園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工作，防止教職員工及學生發生職業災害，故  針對本校屬職業安全衛生法規範之設施及人員，依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二十三條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十二條之ㄧ規定，訂定本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實施年度安衛計劃管理，

以消弭災害於無形，承諾以污染防治、節能減碳、危害預防及持續改善之精神，遵守法規，為提昇環境品質、促進職業安全衛生工

作努力不懈，以防止教職員工及學生發生職業災害，保障教職員工及學生之安全與健康。 

二、範圍： 

本校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二條定義，全部範圍分屬第二類事業與第三類事業。第二類包含實驗室、試驗室、實習工場或

試驗工場（以下簡稱實驗場所）以及從事工程施工、品質管制、進度管控及竣工驗收之工作場所，校園其他場所則屬第三類，全校

皆為本計畫管理範圍。 

三、計畫期間： 

110 年 8 月 1 日 至  111 年 7 月 31 日。 

四、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內容（依職安法施行細則第 31 條規定項目）： 

計畫項目 實施細目 實施方式 執行單位 實施期間 備註 

(一)工作環境或作業危

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 
執行危害鑑別風險評估 

依附件一「元智大學危害鑑別風險評估執行

辦法」辦理。 

各單位 

環安衛中心 

110 年 8 月 1 日至

111 年 7月 31日 
 

(二)機械設備或器具之 機械、設備或器具自動檢查 依附件二「自動檢查計畫」實施。 各單位 110 年 8 月 1 日至  



計畫項目 實施細目 實施方式 執行單位 實施期間 備註 

管理 111 年 7月 31日 

危險性機械設備調查 
依據教育部危險機械設備管理系統規定，進

行通報。 
 每學期一次  

(三)危害性化學品之分

類、標示、通識及管理 

化學品管理 
依附件三「元智大學危害通識計畫」及「化學

品管理」作業程序辦理。 
各單位 

110 年 8 月 1 日至

111 年 7月 31日 
 

先驅化學品管理及申報 
依勞動部「優先管理化學品之指定及運作管

理辦法」規定辦理。 
 每年 8月、9月  

優先管理化學品管理及申報 
依經濟部「先驅化學品工業原料之種類及申

報檢查辦法」辦理。 
 每年 8月、9月  

毒化物運作申報 
依環保署「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及相關法

規辦理。 
 

每年 1 月、4 月、7

月及 10月 
 

(四)特殊作業場所廢棄

物管理 

有害事業廢棄物(廢液) 

依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廢棄物清理法」相關

法規規定辦理，並委託合格廠商清運處理。 

環安衛中心 每學期清運一次  

實驗室廢玻璃、廢藥品 環安衛中心 每學期清運一次  

污泥(一般事業廢棄物) 環安衛中心 每學年清運一次  

非感染性生物廢棄物(可燃) 環安衛中心 每月清運一次  

感染性廢棄物 衛保組 每月清運一次  

非感染性生物廢棄物 (不可

燃) 
衛保組 每月清運一次  

(五)有害作業環境之採

樣策略規劃與監測 

有害作業環境採樣與測定 依附件四「作業環境監測計畫」實施。 環安衛中心 
109 年 8 月 1 日至

110 年 7月 31日 
 

特殊場所低壓用電檢測 委請合格機構實施 環安衛中心 每年 9月~10月 各實驗室



計畫項目 實施細目 實施方式 執行單位 實施期間 備註 

輪 流 辦

理，每 3年

1 次。 

(六)採購管理、承攬管

理與變更管理 

採購管理 依本校「採購安全衛生管理辦法」辦理。 各單位 定期查核作業情形  

工程承攬管理 
依本校「承攬商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辦法」辦

理。 
各單位 定期查核作業情形  

變更管理 依本校「變更管理辦法」辦理。 各單位 定期查核作業情形  

(七)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各實驗室視需求制(修)訂安

全衛生作業標準 
依本校「安全衛生作業標準辦法」辦理。 各單位 定期查核作業情形  

(八)定期檢查、重點檢

查、作業檢點及現場巡

視 

實施定期檢查、重點檢查、

作業檢點及現場巡視 
依附件二「自動檢查計畫」實施。 各單位 

109 年 8 月 1 日至

110 年 7月 31日 
 

(九)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環安衛管理人員專業訓練 
依附件五「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計畫」實

施。 

環安衛中心 

各單位 

109 年 8 月 1 日至

110 年 7月 31日 

 

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十)個人防護具之管理 

安全衛生防護具一般原則、

配戴時機、防護具選擇、清

潔與保管、使用期限之管理 

依本校「個人安全防護器具管理辦法」辦理。 
各單位 

環安衛中心 
定期查核作業情形  

(十一)健康檢查、管理

及促進事項 

體格檢查 
新生依學務處「學生健康檢查」作業程序辦

理；新進教職員工依人事室相關規定辦理。 

衛保組 

人事室 
定期查核作業情形 

 

健康檢查 依本校「教職員工健康促進辦法」、「教職員 衛保組 定期查核作業情形 



計畫項目 實施細目 實施方式 執行單位 實施期間 備註 

工福利互助委員會活動補助細則」辦理。 福委會 

特殊健康檢查 
依「元智大學教職員工及學生健康管理辦法」

辦理。 
環安衛中心 

110 年 8 月 1 日至

111 年 7月 31日 

執行人因性危害防止計畫 依附件七「人因性危害防止計畫」實施。 
各單位 

環安衛中心 

110 年 8 月 1 日至

111 年 7月 31日 
 

執行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

預防計畫 

依附件八「執行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

計畫」實施。 

各單位 

環安衛中心 

110 年 8 月 1 日至

111 年 7月 31日 
遇案啟動 

執行執行職務遭受不法侵害

預防計畫  

依附件九「執行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

實施。 

各單位 

環安衛中心 

110 年 8 月 1 日至

111 年 7月 31日 
遇案啟動 

執行女性勞工母性健康保護

計畫 

依附件十「女性勞工母性健康保護計畫」實

施。 

各單位 

環安衛中心 

110 年 8 月 1 日至

111 年 7月 31日 
遇案啟動 

(十二)安全衛生資訊之

收集、分享與運用 

收集政府機關發布最新法

令、宣導資料 

轉知相關資訊至各單位，並公布於網頁進行

宣導。 

環安衛中

心 
每月辦理  

(十三)緊急應變措施 舉辦緊急應變訓練及演練 辦理消防演習及相關教育訓練 
各單位 

環安衛中心 
6 月、12 月 

各館輪流

辦理 

(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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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災害等事故調查處理與

統計分析 

依本校「職業災害事故調查及處理辦法」辦

理，每月統計。 
環安衛中心 定期查核作業情形  

(十五)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紀錄與績效評估措
評估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績效 

定期報告並檢討安全衛生管理工作執行成

效，提環委會備查。 
環安衛中心 

3 月、6 月、9 月、

12 月 
 



計畫項目 實施細目 實施方式 執行單位 實施期間 備註 

施 

(十六)實驗室管理 
實驗室設置、分級管理與撤

消 

依本校「特殊作業場所空間管理作業程序」

辦理。 

各單位 

環安衛中心 

特殊作業場所每學

期一次，內部稽核每

學期一次，外部稽核

每學年一次 

 

(十七)其他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措施 

定期召開環境保護暨安全衛

生相關委員會 

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議。 
環安衛中心 

各單位 

每年 3 月、6 月、9

月、12 月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工作小組會議。 
環安衛中心 

使用單位 
每年 5月、11月  

生物安全管理工作小組會議。 
環安衛中心 

使用單位 
每年 2月、8月  

輻射安全管理工作小組會議。 
環安衛中心 

使用單位 
每年 4月、10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