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光大學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一、政策：本校為執行職業安全衛生法及相關勞動法令規定，推動職業安全衛

生業務，避免學校發生職業災害，以保障學校校內工作者(如：教

職、員工與學生等從事勞動作業之工作者)及利害相關者(訪客、承

攬商僱用之勞工與自營作業者等)之生命安全及身心健康。遵守職

業安全衛生法規要求、強化教職員工與從事勞動作業之工作者之安

全衛生知能、預防職業災害並持續改善執行績效。 

二、依據： 

   (一)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12-1條，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

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要求各級主管及負責指揮、監督之

有關人員執行。 

   (二)勞動部 104年 8月 19日勞職授字第 1040202500號函規「職業安全

衛生管理規章及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計畫指導原則」制定本校計畫。 

三、計畫期程：自 109年 1月 1日起至 109年 12月 13日止。 

四、計畫項目： 

    依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計畫指導原則，計畫項目如下，並以附表一詳

列於后： 

   (一)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識、評估及控制。(環安組或管理人員、各單

位) 

   (二)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管理。(各使用或保管單位) 

   (三)危害性化學品之標示及通識。(心理系實驗室) 

   (四)有害作業環境之採樣策略規劃及監測。(環安組或人員及環測機構) 

   (五)危險性工作場所之製程或施工安全評估事項。(本校無此項，不列入) 

   (六)採購管理、承攬管理與變更管理事項。(環安組或管理人員、各單位) 

   (七)安全衛生作業標準之訂定。 (各單位) 

   (八)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及現場巡視。(環安組或管理人員指揮

監督各單位，現場巡視由環安組或管理人員與各單位執行) 

   (九)安全衛生教育訓練。(環安組或管理人員與各單位) 

   (十)個人防護具之管理。(環安組或管理人員) 

   (十一)健康檢查、管理及促進事項。(學校專屬職業安全衛生護士) 

   (十二)安全衛生資訊之蒐集、分享及運用。(環安組或管理人員) 

   (十三)緊急應變措施。(環安組、管理人員及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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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安組或管理人員) 

   (十五)安全衛生管理記錄及績效評估措施。(環安組、管理人員及各單位)  

   (十六)其他安全衛生管理措施：(環安組、管理人員及各單位) 

      1.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準則。  

      2.緊急應變計畫。  

      3.局限空間作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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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墜落災害防止計畫。  

      5.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  

    6.異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 

      7.執行職務遭受不法侵害預防計畫。 

五、實施細目及執行時程： 

 

編 號 計畫項目 實施細目 實施方法 
執行 

時程 

一   工作環境或作 

業危害之辨 

識、評估及控

制。   

1.危害鑑別：鑑別各項實驗、實習、設備、 

作業、場所潛在或曾發生之危害，並

予以評 估、分析。   

2.風險評估：評估各項實驗、實習、設備、 

作業、場所發生危害之嚴重性、機率、

控制 費用及控制程度。   

3.危害控制：將危害鑑別評估及控制對

策分 析出之各種危害或異常狀況，擬

定方案予以控制。   

1.辨識作業場所可能危害之發生基本原

因。   

2.評估潛在危害所衍生之風險等級。   

3.採取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控制的方

法。   

2 年 

重新 

評估 

一次 

二   機械、設備或  

器具之管理   

1.機械、設備及器具之自動檢查。   

2.機械、設備及器具之維修、保養及更

新。   

1.定期進行機械、設備及器具自動檢查。  

2.機械、設備及器具使用前進行作業檢

點。   

每年 

三   危險物與有害 

物之標示及通 

識   

1.製作危害標示。   

2.更新物質安全資料表及危害物質單 

3.檢討、修訂危害標示及通識計畫。   

1.配合 GHS列管物質，製作危害標示。   

2.更新物質安全資料表及危害物質清單。   每年 

四   有害作業環境 

之採樣策略規 

劃與測定   

本校無此項目 1.化學、物理性作業場所作業環境測定。    

化學性：化學實驗室、侷限作業場所等    

物理性：侷限作業場所等   

每年 

五   危險性工作場 

所之製程或施 

工安全評估事 

項   

1.危險性機械設備、電氣設備等定期安

全檢查。   

2.各項工程於招標前進行施工安全評

估。   

1.危險性機械設備定期安全檢查。   

2.電氣設備定期安全檢查與用電評估。   

3.各項發包工程於施工前應予承攬商危

害告知。   

每年 

六   採購管理、承 

攬管理與變更 

管理事項   

1.依『採購安全衛生管理辦法』辦理。 

2.依『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辦法』辦理 

3.依『變更管理辦法』辦理 

1.各項承攬作業於施工前應實施危告知

與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協議。 

2.佛光大學需要求承攬商對施工人員辦

理職業安全衛生講習作業: 

 (1)高度超過 2 公尺以上作業，如屋頂作

業、高架作業、鷹架架設等。 

 (2)動火作業如電焊機焊接、鋼板切割等 

 (3)局限空間作業，本校局限空間作業如

化糞池槽內作業、水塔清洗作業、道

路箱涵、下水道等 

 (4)高低壓用電設備更換及維護 

 (5)吊掛作業 

每年 

七   安全衛生作業  

標準之訂定   

1.訂定實驗、實習各項危害作業之標準

作業程序。  

2.訂定適用場所工作守則。  

各單位使用之設備、儀器應增修訂安全標

準操作程序，並公佈張貼其標準作業程序

於設備、儀器旁。   

1.分析各實驗、實習之危險性動作。   

2.訂定危險性動作標準作業程序。 

每年 



編 號 計畫項目 實施細目 實施方法 
執行 

時程 

九   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   

1.要求新進人員接受教育部辦理之一般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實驗室新生除上

述訓練並加授危害標示及通識教育訓

練，合格後始能進入實驗室進行實驗。   

2.辦理學生實驗、實習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 

3.辦理工讀生安全衛教育訓練。  

4.檢討急救人配置，不足額部分送合格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機構受訓。 

1.新進人員到職時安排參加一般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至少 3小時，工作內容涉及

危害物質使用、處置者再增加危害標示

及通識教育訓 練至少 3小時。   

2.辦理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3.每學年開學時辦理學生實驗、實習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   

4.每學年檢討現職人員擁有合格急救人

員人數，如不足加派學校人力受訓。 

每年 

十   個人防護具之  

管理   

1.個人防護具之自動檢查。   

2.個人防護具之維修、保養及備置、更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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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作業

需求。  

每年 

十一   健康檢查、健 

康管理及健康 

促進事項   

辦理職業安全衛生法適用人員健康檢

查。(含一般及特殊健檢)   

1.實施新進及在職人員之一般與特殊體

格檢查。 

2.健康檢查異常人員依醫師建議追蹤查、

治療。   

3.職員健康分級管理 

每年 

十二   安全衛生資訊 

之蒐集、分享 

與運用   

配合政府 推動政策 ，加強實施安全衛

生及環保宣導活動。   

配合政府宣導令，並將訊息公告於本校網  

頁。 每年 

十三 緊急應變措施   辦理緊急應變演練：每學年辦理乙次防

災演練。   

配合校安中心辦理緊急應變演練。   
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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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職業災害調查：如有災害時立即啟動

本校職調查機制。   

2.職業災害月報表:依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 38條，每月公布校內職業災害月報

表(節錄) 

要求實驗室負責老師於工作場所發生下

列職業災害之一時，應立即通報本中心，

以利本中心於 8小時內報告檢查機構。   

一、發生死亡災害。   

二、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 3人以上。   

三、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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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發 

生

時 

十五   安全衛生管理 

記錄與績效評 

估措施   

1.不定期實施場所安全衛生稽查 。  

2.輔導各系所執行安全衛生管理備查資

料。  

不定期至各系所實習場所實施安全衛生

輔導， 統計缺失資料，並請各系所主管輔

導改善。 

每年 

十六   其他安全衛生  

管理措施   

1.實驗廢棄物清理：   

 (1)委託廠商清理感染性垃圾。 

 (2)委託廠商清理一次性實驗廢液。 

2.承攬管理計畫。  

3.緊急應變計畫。  

4.局限空間危害防止計畫。  

5.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  

6.異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 

7.執行職務遭受不法侵害預防計畫。 

8.母性健康保護計畫 

1.實驗廢棄物清理：委託甲級廢棄物清除

業者處理實驗廢棄物及廢棄化學藥品。 

2.本校已訂立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準則，

相關承攬商均依此辦理。 

3.本校已訂立緊急應變計畫。 

4.本校已訂立侷限空間作業安全衛生工

作守則 

5.人因性危害、異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

執、行職務遭受不法侵害、母性健康保

護等 4大計畫均已訂立並執行之。 

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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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實施單位及人員：總務處環安組及各單位管理人員 

七、需用經費：依總務處環安組及各單位年度預算編列所需執行經費。 

八、其他規定事項：  

 (一)本計畫經本校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公告施行；

修正時亦同。  

 (二)本校學生在本校經營管理之事業從事實習或勞動之教職員工生亦適用本

計畫。  

 (三)本計畫未盡事宜，依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令及本校法規定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