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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 8月承攬作業協議組織會議紀錄 

壹、時  間：105 年 8 月 29 日（星期一）15：00~15：40 

貳、地  點：耕莘樓 A220 

叁、主持人：環安衛中心吳文勉主任(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記  錄：環安衛中心張銘惠技士(職業衛生管理師) 

肆、出席人員：李青松總務長(請假)、陳慧玲副總務長、環安衛中心黃毓慈組長、

營繕組陳盈宇組長、事務組田建菁組長、環安衛中心傅靜平專員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 (請假)、金安環保科技有限公司(未出

席)、裕傢裝潢設計有限公司(未出席)、前瞻機電工程有限公司

陳軒宜先生、永富工程行鐘明道先生、兆信工程有限公司李宜蓁

小姐、老松工程有限公司(利眾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未出

席)、開創工程科技有限公司蔡海石先生、宏誠土木包工業(未出

席)、錦欣工程有限公司郭明仁先生、天峰工程有限公司許時縣

先生、宜豐鋼鋁工程行賴美丹小姐、北興機電有限公司(未出

席)、兆慶空調有限公司邱創上先生(未出席)、漢城營造有限公

司張竣傑先生、泰智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未出席)、瑞訊股份有限

公司(未出席)、禮學社股份有限公司陳柔均小姐、原藤國際室內

裝修有限公司吳虹儒小姐 

伍、主席致詞：略。 

陸、確認上次會議紀錄及待辦事項執行狀況： 

一、每月之協議組織會議記錄可自行至環安衛中心網頁

(http://www.ehs.fju.edu.tw/ehs/)安全衛生->承攬協議組織查看。 

二、北興機電、泰智工程皆未完成危害告知即進行施作高壓電站之維修維護

作業。 

 依據輔仁大學承攬工程管理標準作業流程之規定，發包單位自行同意施

工或廠商自行 施工，後果自行負責。 

三、漢城營造、原藤國際執行動火或高架作業未提出危險作業管制申請。 

 請填寫繳交申請單。 

四、請尚未繳交加入協議組織申請表的廠商盡快繳交，未繳交名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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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會議討論與決議事項： 

一、承攬作業位置 

 

 

 

 承攬項目 公司名稱 

5月、6月 

餐廳 輔原社會企業有限公司 

電力 北興機電有限公司 

網路 萬東科技有限公司 

空調 俊議實業有限公司 

油漆 立清油漆工程行 

6月 

廢棄物清運 金安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電梯維護 中映電梯實業有限公司 

電梯維護 太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電梯維護 崇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電梯維護 台灣三菱電梯股份有限公司 

電梯維護 台灣通力電梯股份有限公司 

燈光照明 光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空調 金鴻空調設備工程有限公司 

7月 室裝 富陽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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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承攬商與承攬項目： 

三、危害告知會議資料統計 (持續進行工程~105.8.26) 

工程名稱 廠商名稱 承攬 危告知日期 

德芳大樓新建工程 漢城營造有限公司 104.10.13~105.12.31 104.10.22 

織品系 TC201、202

空間改善工程 

原藤國際室內裝修有限

公司 

105.7.1~105.8.31 105.6.30 

法律學院樹德樓空

間整修工程 

原藤國際室內裝修有限

公司 

105.7.5~105.10.1 105.7.4 

ICG 宣傳布幕拆除

作業 

活動情報有限公司 105.7.26~105.7.26 105.7.26 

午茶屋頂漏水修復 宏誠土木包工業 105.6.24~105.8.20 105.7.28 

聖言樓雨棚安裝 宜豐鋼鋁工程行 105.7.29~105.7.29 105.7.28 

輔大理園餐廳改善

工程 

義美吉盛股份有限公司 105.7.29~105.9.30 105.7.28 

冷氣安裝工程 翔弘空調工程有限公司 105.8.8~105.8.18 105.8.8 

文開樓1樓及 4樓通

用無障礙廁所整修

工程 

富陽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105.8.21~105.10.21 105.8.18 

 

承攬項目 公司名稱 

廢棄物清運 金安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室內裝修 
裕傢裝潢設計有限公司、禮學社股份有限公司、原藤國際室內裝修有

限公司、富陽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機電、消防 前瞻機電工程有限公司 

水電 永富工程行、兆信工程有限公司 

水電、土木 老松工程有限公司、利眾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土木、防水 開創工程科技有限公司、錦欣工程有限公司 

土木 宏誠土木包工業 

防水 天峰工程有限公司 

鋼鋁 宜豐鋼鋁工程行 

電力 北興機電有限公司、泰智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網路 瑞訊股份有限公司 

空調 兆慶空調有限公司、 

營造 漢城營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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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內稽核缺失檢討。 

(一)施工 

1.德芳外語大樓新建(漢城營造) 

(1)施工架上堆放雜物，影響人員工作動線。 

(2)施工人員未戴安全帽。 

(3)使用不安全上下設備。 

(4)抽水孔洞與開口處無設防墜檔板及 90公分高護欄與警示標誌。 

(5)鋼筋未加護蓋。 

(6)工區地面雜亂，未整理整頓。 

(7)氣體鋼瓶未固定。 

(8)使用不合格合梯(木梯、超過 2公尺鋁梯)。 

(9)進出人員未管制執行危害告知。 

(10)工地後方圍籬需搭設完整避免非工地人員進入。 

2.織品系 TC201202空間改善工程(原藤國際) 

(1)施工人員未戴安全帽。 

(2)使用不合格合梯。 

3.法律學院樹德樓空間整修(原藤國際) 

(1)施工人員未戴安全帽。 

(2)使用不合格合梯。 

 

五、安全衛生注意事項宣導。 

(一)工程 

1.須完成危害告知才可以進行工程施作。 

2.對於所僱用工作人員，應實施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災害預防

訓練。 

3.施工人員一定要穿戴合格防護具(安全帽、安全索、安全鞋等)。 

4.施工區出入口應標示告示牌標註工程名稱、工程期間、緊急連絡人

等資訊，危險區域應設置警告標示及安全圍籬。 

5.作業前，應實施作業前安全裝備檢查及機具檢點。 

6.禁止使用 2公尺以上之合梯，且合梯梯腳間繫材確實扣牢，不可使

用木梯，人員不得利用合梯行走，合梯下方需有止滑墊、合梯作業

最高二階踏階禁止踩踏與作業且一定要夥同作業。 

7.施工開口處須有防止墜落措施跟明顯警告標語。 

8.施工鋼瓶需確實直立固定，確認有效期限，並備有安全資料表；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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炔鋼瓶須備有防回火裝置。 

9.如發生職安法 37條職業災害之一：(1)發生死亡災害、(2)發生災害

之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3)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一人以上，且需

住院治療，除立即將傷者送醫外，不可破壞現場，需立刻通報本校

發包單位與環安衛中心，並於八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 

10.事故處理完畢請填寫輔仁大學校園工程承攬事故調查報告表繳回

環安衛中心 http://www.ehs.fju.edu.tw/ehs/node/427 

 

 (二)垃圾清運 

1.垃圾清運廠商須為政府認定核可之廢棄物清除公司，須依規定清運

處裡不可隨意傾倒。 

2.車輛於行駛中，禁止人員攀附於車廂或車頂外，請依本校速限規定

行駛。 

3.請按工作性質配戴口罩、手套、反光帽、反光背心，著安全鞋等安

全配備。 

4.夜間或雨天作業，須加設警告燈號。 

5.出勤前應向工作人員做工作提醒及危害說明。 

 

六、安全衛生及環保事項之實施及配合。 

(一)請保持工區整潔，降低危害風險。 

(二)工程如有危險作業要填寫以下申請單： 

http://www.ehs.fju.edu.tw/ehs/node/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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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架(空)作業 

2.局限空間作業 

3.動火作業 

4.吊掛作業。 

 吊掛作業未提出申請，警衛不會放行吊車進入校區。 

(四)工程人員需每日填寫「施工前中後檢查表」並給發包承辦人員或單位

監督人員簽名。 

 

七、協調事項。 

(一)從事以下危險作業之管制:動火、高架、開挖、爆破、局限空間、有

害物質、高壓電活線等。 

1.動火、高架作業：向環安衛中心提出申請完成危害告知會議始可施

作，並執行危險作業管制。 

 執行相關作業廠商：漢城營造(未提出危險作業管制申請)、原藤國

際(未提出危險作業管制申請) 

2.局限空間作業：向環安衛中心提出申請完成危害告知會議始可施

作，並執行危險作業管制。 

 執行相關作業廠商：大陸水工(7/25~7/27) 

3.高壓電維修作業：向環安衛中心提出申請完成危害告知會議始可施

作。 

 執行相關作業廠商：北興機電(未完成危害告知會議)、泰智工程(未

完成危害告知會議) 

4.其他：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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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氣機具及作業人員進場管制。 

1. 7/25~8/26施作中有電氣作業廠商： 

漢城營造、大陸水工、原藤國際、裕傢裝潢、雲瀚企業、富鈞水資、 

瑞訊、翔弘空調、宜豐鋼鋁、義美吉盛、富陽營造。 

2.請遵守以下用電注意事項： 

 電器接線應按本校電工指定開關箱接用，始得用電，嚴禁使用絕緣

損壞之電器用品。 

 所有使用之電器需有漏電斷路器或作業前有漏電檢測。 

 電氣作業應在斷電情況下作業，並將該電路開關上鎖或標示「禁止

送電」、「停電作業中」或設置監視人員監視之。 

(三)變更管理事項: 7/25~8/26工程發包單位與廠商皆無提出需變更管理

事項。 

(四)危險性機械之操作信號、工作場所標識（示）、有害物空容器放置、

警報、緊急避難方法及訓練等事項。 

1.吊掛作業：向環安衛中心提出申請完成危害告知會議始可施作， 

            並執行危險作業管制。 

執行相關作業廠商：活動情報(7/26)、宏誠土木(7/29)、宜豐鋼鋁

(7/29)、雲瀚企業(8/15)、錦欣工程(8/19)、金祥吉(8/30)。 

2.請遵守以下相關注意事項： 

 危險性機械操作範圍一定要有人指揮監督，避免人員進入下方危險

區。 

 操作移動式起重機從事吊掛業之勞工，需接受訓練持有合格證，如

需吊升勞工須確實使勞工穿戴安全繩索，避免人員墜落。 

 施工區出入口請標示施工名稱、日期、緊急連絡人等訊息。 

 施工產生之有害物與空容器等請於施工結束後帶離學校依規定處

置。 

 本校於國璽樓 1樓設有輔大診所，如有輕微受傷事故，可優先至診

所處理。 

(五)協調使用打樁機、拔樁機、電動機械、電動器具、軌道裝置、乙炔熔

接裝置、電弧熔接裝置、換氣裝置及沉箱、架設通道、施工架、工作

架台等機械、設備或構造物時，使用上之安全措施。 

1.請遵守以下相關注意事項： 

 施工架工作台應鋪滿密接之板料使無墜落之虞，並確實牢靠固定，

其強度規格，需符合國家安全標準。外側應設置交叉拉桿及下拉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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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防止墜落設備。 

 施工架上方禁止堆疊物料。 

(六)其他承攬工程需協調之工作事項。 

1.9月承攬作業協議組織會議訂在 9 月 26日下午 3點，請先空下會議

時間。 

2.本會議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7條與本校承攬作業協議組織運作流

程之規定每月召開，因考慮到校內承攬商大多是與學校合作許久之

廠商，依據職安法實施細則第 38條之規定，應定期或不定期進行協

議組織會議，為達到會議協調之目的與效率，環安衛中心與總務長

和行政副校長討論後，預定將開會時間延長為每三個月一次，並將

提案送至 10月份環安衛委員會，再依據會議決議結果進行後續之協

議組織會議。 

八、相關工安事故新聞(資料來源：網路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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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臨時動議。 

 

拾、散會：下午 3點 4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