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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106年 7月承攬作業協議組織會議紀錄 

壹、時  間：106 年 7 月 24 日（星期一）15：00~15：50 

貳、地  點：野聲樓 1樓谷欣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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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營繕組陳盈宇組

長(請假)、事務組田建菁組長、環安衛中心黃毓慈組長(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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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電工程有限公司王文彬先生、永富工程行鐘建惟先生、兆信工

程有限公司張朝宗先生、老松工程有限公司黃思蓉女士、利眾營

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黃思蓉女士、開創工程科技有限公司蔡海石

先生、宏誠土木包工業莊明輝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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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士、北興機電有限公司(未出席)、兆慶空調有限公司林美惠女

士、日高工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陳佑弦先生、大陸水工股份有限

公司謝庭霸先生、易聖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未出席)、瑞訊股份有

限公司(未出席)、俊議實業有限公司(未出席)、達斯坦有限公司

(未出席)、金鴻空調設備工程有限公司陳威全先生、鋒源工業有

限公司羅麗春女士、台灣開利股份有限公司(未出席)、華春營造

有限公司羅春祥先生、中映電梯實業有限公司蔡安均先生、太友

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何思毅先生、崇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未出

席)、台灣三菱電梯股份有限公司(未出席)、台灣通力電梯股份

有限公司(未出席)、懿誠電梯有限公司潘詩婷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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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興機電未完成危害告知即進行施作高壓電站之維修維護作業。 

 於 106年 6月 30日完成:(1)20170701-0716高壓變電站停電清潔檢驗工

程及(2)20170801-20180731高壓電力設備維護保養之危害告知。 

三、伊本室裝、漢城營造、日高工程未定期繳交「施工前中後檢查表」，請依

本校規定完成。 

 伊本室裝、漢城營造工程已完工；日高工程於 106年 7 月 3日開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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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7月 17日補交完成。 

四、校內大型建物工程皆有營建廠商自己的勞安人員，請依規定每月召開協

議組織會議，影本送環安衛中心備查。 

 易聖：105 年 12月起持續無設置勞安人員，未送協議組織會議紀錄影本

至環安衛中心備查。 

 日高：106年 7 月 11日已召開並送影本至環安衛中心備查。 

五、仍有許多廠商尚未繳交「承攬商加入協議組織申請表」，懇請營繕組、事

務組協助通知繳交。 

 截至 106年 7月 17日有 8家廠商未繳交(台灣開利、鋒源工業、宏誠、

錦欣、瑞訊、俊議、達斯坦、金鴻)，請盡速依規定繳交。 

六、6月 26日、 6月 27日學校進行 ISO環保及職業安全衛生持續認證，請

當日施工人員確實遵守環保與職安相關法規。(餐廳瓦斯桶的部分請依規

定固定和標示)。 

 已完成 ISO持續再驗證訪視,請各位承商持續遵守環保與職安相關法規。 

柒、會議討論與決議事項： 

一、承攬作業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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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承攬商與承攬項目： 

三、危害告知會議資料統計 (本季進行工程~106.7.17) 

工程名稱 廠商名稱 承攬 危告知日期 

汙水處理設施操作維

護保養 

大陸水工股份有限公司 105.9.1~107.8.31 105.9.21 

2017 世大運足球場看

台新建工程 

易聖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5.9.30~106.10.30 105.9.26 

宜聖宿舍新建工程 日高工程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協進) 

106.1.2~108.2.28 106.1.10 

文德文舍宿舍冷氣汰

換工程 

翔弘空調工程有限公司 106.4.27~106.5.3 

(完工) 

106.4.25 

公博樓冷卻水塔更換

工程 

金鴻空調設備工程有限

公司 

106.4.28~106.5.3 

(完工) 

106.4.25 

民生學院新浪潮講座

校內掛直布條 

恆廣數位影像製作有限

公司 

106.5.8~106.11.15 10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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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本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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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調 兆慶空調有限公司、俊議實業有限公司、金鴻空調設備工程有限公司、

鋒源工業限公司、台灣開利股份有限公司 

營造 
易聖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日高工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華春營造有限

公司 

汙水 大陸水工股份有限公司 

網路 瑞訊股份有限公司 

運場 達斯坦有限公司 

電梯 

中映電梯實業有限公司、太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崇友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台灣三菱電梯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通力電梯股份有限公司、懿

誠電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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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上半年度作業環境

監測 

友喬股份有限公司 106.5.18~106.5.19 

(完工) 

106.5.18 

校園全域除蟲消毒 頂尖環保生技有限公司 106.5.27~106.5.28 

(完工) 

106.5.22 

耕莘樓及理工大樓室

內消防栓及連結送水

系統設置工程 

華揚消防工程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 

106.6.1~106.7.31 

(完工) 

106.5.23 

文友樓網路更新 萬東科技有限公司 106.6.1~106.7.31 

(完工) 

106.5.26 

錄音室混音器裝置作

業 

洋洋實業有限公司 106.6.26~106.6.28 

(完工) 

106.6.19 

文華樓倬章樓羅耀拉

冷氣安裝工程 

翔弘空調工程有限公司 106.6.29~106.7.7 

(完工) 

106.6.28 

利瑪竇大樓整建工程 華春營造有限公司 106.6.26~106.9.5 106.6.23 

高壓變電站停電清潔

檢驗工程 

北興機電有限公司 106.7.1~106.7.16 

(完工) 

106.6.30 

高壓電力設備維護保

養 

北興機電有限公司 106.8.1~107.7.31 106.6.30 

冷氣安裝、熱分析實驗

室裝修工程 

永富工程行 106.6.12~106.6.28 

(完工) 

106.7.6 

宜真樓 1 樓新增室內

消防栓箱 

玉全消防機電有限公司 106.7.11~106.7.21 

(完工) 

106.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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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內稽核缺失檢討。 

(一)施工 

1.冷氣安裝、熱分析實驗室裝修工程(永富工程行) 

(1)施工前未完成危害告知會議。 

(2)施工人員未戴安全帽、安全索等防護具。 

(3)施工人員安裝冷氣無防墜措施直接坐在窗邊施作。 

(4)2公尺以上高架作業未搭設施工架。 

2.宜聖宿舍新建工程(日高工程) 

(1)氣體鋼瓶未固定。 

(2)未使用之氣體鋼瓶無鋼帽。 

(3)現場未放置氣體鋼瓶之安全資料表。 

(4)未依規定繳交施工前中後檢查表。 

(5)開挖機具作業無指揮人員監視作業之進行。 

(6)露出鋼筋無帽套。 

五、安全衛生注意事項宣導。 

(一)工程 

1.須完成危害告知始可進行工程施作。 

2.承商對於所僱用工作人員，應投保勞保及相關保險，且應實施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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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因場地限制須使用移動梯，應符合下列之原則。 

（1）具有堅固之構造，且材質不得有顯著之損傷、腐蝕等現象。 

（2）應採取防止滑溜或其他防止轉動之必要措施。 

（3）人員爬梯於高處時，應使用安全帶防止墜落發生。 

（4）人員爬梯時切勿將工具或材料提在手上。 

8.高處作業，應確認護欄、護蓋、安全網設置妥當，或使用安全帶等

墜落防止設施；施工開口處須有防止墜落措施跟明顯警告標語。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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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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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施工開挖地面須先與相關單位確認網路線、電線等管線位置，若無

法得知則須於事前就作業地點及其附近，施以鑽探、試挖或其他適

當方法從事調查，擬訂開挖計畫，以避免挖斷管線、感電、建物損

壞或有毒氣體洩漏之情況發生，影響校方權益。 

11.局限空間作業，需先執行機械通風，並實施氧氣及有毒體測定，達

安全標準才 可入內，作業中需每 2小時測定氧氣與可燃性氣體濃

度；須備有個人防護器具 (呼吸式防護具)、防護索及及救援設施，

且有適當人員在外監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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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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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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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梯維修 

1.昇降設備維修廠商須為取得營建主管機關立案合格者，並指派取得

昇降設備技術士資格之人員從事設置、安裝、檢修及實施定期維護

保養，禁止指派無執照人員，且保養紀錄須確實填寫。 

http://www.ehs.fju.edu.tw/ehs/node/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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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升降機外門專用鑰匙須統一由專業廠商保管使用，不得逕行提供給

保全或清潔等人員開啟升降機外門，以避免墜落電梯機坑危害。 

3.升降機維修作業如需強制開啟升降機外門時，應配掛安全帶等防止

墜落預防措施，並規劃於最低樓層實施。 

4.電梯進行維修保養作業時，請清楚標示或放置明顯告示，除管理人

員外，任何人不得取下標示牌，以免發生傷亡。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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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車輛於行駛中，禁止人員攀附於車廂或車頂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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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請勿將垃圾清運至非法廢棄物處理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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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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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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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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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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鴻空調-公博樓冷卻水塔更換(106/4/28-106/5/3-動火許可) 

玉全消防-創意設計中心消防栓新設(106/7/12-106/7/13-動火許

可) 

華春營造-利瑪竇大樓整建工程(106/7/11-106/9/19-高架許可) 

日高工程(協進營造)-宜聖宿舍新建工程(106/7/10-106/8/10-動

火許可)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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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興機電-高壓變電站定期檢修維護(106/8/1-107/7/31) 

3.開挖作業：向環安衛中心提出申請完成危害告知會議始可施作。 

 日高工程-宜聖宿舍新建工程：於 7月開始進行開挖作業，已於危

害告知會議提醒須開挖 1.5公尺以上須有擋土支撐，並須向營繕組

確認開挖區之管線分布狀況，小心開挖避免挖斷電線、水線、瓦斯

管線與網路線等。 

(二)電氣機具及作業人員進場管制。 

1.106/4/18~106/7/17施作中有電氣作業廠商： 

 漢城營造、大陸水工、易聖營造、翔弘空調、日高工程、達斯坦、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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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空調、華揚消防、萬東科技、洋洋實業、華春營造、北興機電、

永富工程、玉全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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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18~106/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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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鴻空調(106/4/29)-公博樓冷卻水塔更換吊掛。 

 湧泉景觀(106/6/16)：景觀系藝術學院前景石設置吊掛。 

 翔弘空調(106/6/29)：文華 1樓冷氣主機吊掛。 

 兆信工程(106/7/11)：利瑪竇大樓整建工程物料吊掛。 

 兆信工程(106/7/7、106/7/15)：宜美、信義宿舍屋頂廢棄物吊掛。 

 天峰工程(106/7/8)：倬章樓屋頂打除物吊掛。 

 日高工程因車輛進出非由正門進出，請廠商勞安人員須自行確認吊

掛作業之危險性機械設備之一機三證合格性，並安排人員監督指

揮，需提早申請並繳交大型車輛進出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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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備有有效期限內之移動式起重機搭乘設備簽認報

告，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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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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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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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防止墜落設備。 

 施工架上方禁止堆疊物料。 

 乙炔鋼瓶須備有防回火裝置。 

 

(六)其他承攬工程需協調之工作事項。 

1. 106年 10月承攬作業協議組織會議訂在 10 月 23日下午 3點，請先

空下會議時間。 

2.校內大型建物工程皆有營建廠商自己的勞安人員，請依規定每月召

開協議組織會議，影本送環安衛中心備查。 

 日高工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3.部份廠商尚未繳交「承攬商加入協議組織申請表」，懇請營繕組、事

務組協助通知繳交。 

 台灣開利股份有限公司、瑞訊股份有限公司、達斯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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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學年度部份工程、電梯維護廠商與校內餐廳須續交申請表。 

4.8月 18日至 9 月 3日為校內共休，8月 17 日至 8月 30日為世界大

學運動會，請各施工廠商與承辦單位確認施工時程，如於上述期間

需施工，請依規定於 8月 17日前完成危害告知及危險作業申請，並

請要求施工人員確實遵守環保與職安相關法規。 

5.靠近世界大學運動會運動場館的利瑪竇大樓整建工程(華春營造有

限公司)，請配合於 8月 17日至 8月 30日期間，每日下午 5點後停

工。 

 承攬項目 公司名稱 

例行駐校廠商 

需續交資料 

水電土木 老松工程有限公司(到 106.7.31) 

營造 利眾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到 106.7.31) 

防水 天峰工程有限公司(到 106.7.31) 

空調 兆慶空調有限公司(到 106.7.31) 

餐廳 仁園福利餐廳(到 106.7.31) 

餐廳 心園餐廳(到 106.7.31) 

餐廳 雲瀚企業社（輔園餐廳）(到 106.7.31) 

餐廳 輔原社會企業有限公司(到 106.7.31) 

電梯 中映電梯實業有限公司(到 106.7.31) 

電梯 太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到 106.7.31) 

電梯 崇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到 106.7.31) 

電梯 
台灣三菱電梯股份有限公司 

(到 106.7.31) 

電梯 
台灣通力電梯股份有限公司 

(到 106.7.31) 

電梯 懿誠電梯有限公司(到 106.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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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相關工安事故新聞(資料來源：網路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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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宣導影片-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局限空間作業安全示範 

捌、臨時動議。 

玖、散會：下午 3點 5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