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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第二次承攬作業協議組織會議紀錄 

壹、時  間：111 年 3 月 14 日（星期一）14：30~15：10 

貳、地  點：野聲樓 1樓谷欣廳 

叁、主持人：環安衛中心文上賢主任 

記  錄：環安衛中心張銘惠技士 

肆、出席人員：環安衛中心文上賢主任、陳慧玲總務長(請假)、營繕一組江勝華

組長(陳盈宇代)、營繕二組陳盈宇組長、事務組田建菁組長、環

安衛中心葉佩欣護理師、仁園福利餐廳梁玉珍女士、心園餐廳唐

淂茗先生、雲瀚企業社（輔園餐廳）蔡植卓先生、文園餐廳（百

富）(未出席)、輔原社會企業有限公司張柏瑋先生、東揚食味坊

(理園餐廳)徐棟樑先生、沃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學人旅店及宜

聖餐廳）(未出席)、全日美清潔有限公司王維民先生、忠華保全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陳嘉生先生、金安環保科技有限公司(未出

席)、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新莊輔大分公司(未出席)、前瞻機

電工程有限公司王文彬先生、允承科技工程有限公司陳盈志先

生、永富工程行(未出席)、錦欣工程有限公司郭明仁先生、老松

工程有限公司(未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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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議實業有限公司郭欣怡女

士、翔弘空調工程有限公司(請假)、天峰工程有限公司許時縣先

生、兆信工程有限公司(未出席)、東橋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彭冠均

先生、大岳室內設計有限公司(未出席)、宜豐鋼鋁工程行賴美丹

女士、仲順鋼鋁有限公司許綜顯先生、北興機電有限公司李瑞祥

先生、台灣開利股份有限公司(未出席)、仕鑫工程行吳秀卿女

士、大陸水工股份有限公司孫任瑩先生、擎邦國際科技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未出席)、甲頂營造有限公司(未出席)、榤森室內裝修

設計有限公司(未出席)、中映電梯實業有限公司蔡佩蓁女士、太

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未出席)、崇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陳榮昌先

生、台灣三菱電梯股份有限公司(未出席)、台灣康恩電梯技術服

務股份有限公司吳明軒先生、懿誠電梯有限公司潘詩婷女士、永

大機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鄧永固先生、羿展環境工程有限公司鍾

萬來先生、冠昱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未出席)、宸陽園藝事業

有限公司(未出席)、億光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李樺峰先生、雅

威室內設計裝修有限公司汪冠洲先生、華揚消防工程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林宏諭先生、賀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虞文平先生 



第2頁/共 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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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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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Services.jsp?labelID=44)安全

衛生->承攬協議組織查看。 

二、請所有工程依規定執行「施工前中後檢查表」，並繳交至環安衛中心。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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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擎邦：請依規定自行召開會議，並繳交影本備查。 

四、仍要提醒所有施工人員於吊車搭乘設備作業皆須確實勾好安全帶、戴好

安全帽，高架作業也都須做好防墜措施，避免墜落事故。 

五、仍要提醒相關危險作業須備有相關危險作業主管於現場指揮監督： 

(一)局限空間作業需有缺氧作業主管 

(二)屋頂作業需有屋頂作業主管 

⚫ 要求廠商須有相關危險作業主管才可執行作業。 

六、入校使用施工機具須符合法規標準，勿自行拆除防護設備。 

七、疫情期間在校內施工請全程配戴口罩、每日量體溫並繳交。 

八、在校內執行高氣溫戶外作業要注意熱危害預防，注意：保持涼爽、補充

水分、提高警覺，可利用勞動部高氣溫戶外作業熱危害預防行動資訊網查

詢相關資訊，避免熱危害發生。 

九、新聞中類似的工安意外頻傳，請各承攬廠商從案例中記取教訓，注意作

業安全，避免事故發生。 

十、部份廠商尚未繳交「承攬商加入協議組織申請表」及其他需續交申請表

者，懇請營繕組、事務組協助通知繳交。 

⚫ 仍未交：大岳室內設計有限公司、擎邦國際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到

110.6.29)、榤森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到 110.6.30)、金安環保科技

有限公司(到 106.10.31)、允承科技工程有限公司(到 110.7.31)、東橋

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到 110.7.15)、仲順鋼鋁有限公司(到 109.7.31)、北

興機電有限公司(到 110.7.31)、台灣開利股份有限公司(到 11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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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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9.18~111.3.3) 

工程名稱 廠商名稱 承攬 危告知日期 

輔大理工實驗大樓新

建工程 

擎邦國際科技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 

108.6.17~110.6.29 

(工程延後) 

108.7.8 

汙水處理廠與醫學院 大陸水工股份有限公司 110.8.1~111.7.31 110.9.24 

承攬項目 公司名稱 

餐廳、宿舍、 

超市 

仁園福利餐廳、心園餐廳、雲瀚企業社（輔園餐廳）、文園餐廳（百富） 

、輔原社會企業有限公司、東揚食味坊（理園餐廳）、沃客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學人旅店及宜聖餐廳)、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新莊輔大分公

司 

清潔外包 全日美清潔有限公司 

保全 忠華保全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廢棄物清運 金安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室內裝修 
東橋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大岳室內設計有限公司、榤森室內裝修設計

有限公司、冠昱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雅威室內設計裝修有限公司 

機電、消防 前瞻機電工程有限公司、華揚消防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機電 允承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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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木、防水 開創工程科技有限公司、錦欣工程有限公司 

防水 天峰工程有限公司 

鋼鋁 宜豐鋼鋁工程行、仲順鋼鋁有限公司 

電力 北興機電有限公司 

空調 俊議實業有限公司、台灣開利股份有限公司、仕鑫工程行、翔弘空調

工程有限公司 

營造 
擎邦國際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利眾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甲頂

營造有限公司 

汙水、納管 大陸水工股份有限公司 

水溝 羿展環境工程有限公司 

燈具更換 億光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景觀 宸陽園藝事業有限公司 

電梯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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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康恩電梯技術服務股份有限

公司、懿誠電梯有限公司、永大機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飲水機 賀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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汙水處理設施代操作 

野聲樓週邊樹木修剪 永嵩園藝事業有限公司 110.10.2~110.10.3(

已完工) 

110.9.30 

野聲樓焯炤館懸掛大

型海報 

印不停有限公司 110.10.8~110.10.12(

已完工) 

110.10.5 

全校飲水機安裝及修

繕 

賀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8.1~111.7.31 110.10.21 

羅耀拉冷氣空調漏水

維修 

仕鑫工程行 110.11.8~110.11.19(

已完工) 

110.11.3 

文友樓無障礙電梯建

置工程 

甲頂營造有限公司 110.3.29~110.12.31(

已完工) 

110.11.5 

校園路燈改善工程 凱勗工程有限公司 110.11.6~110.12.31 

(已完工) 

110.11.5 

傳播學院布幔吊掛工

程 

艾迪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110.11.15(已完工) 110.11.9 

聖誕燈裝置 台產照明有限公司 110.11.11~110.11.30

(已完工) 

110.11.11 

仁園福利餐廳更新廚

房設備吊掛抽油煙機 

仁園福利餐廳 110.11.13~110.11.14

(已完工) 

110.11.11 

公博樓大王椰子修剪

作業 

竣誠企業有限公司 110.11.28~110.12.28

(已完工) 

110.11.18 

倬章樓、進修部、利瑪

竇大樓周邊喬木修剪 

宸陽園藝事業有限公司 110.11.27~110.12.15

(已完工) 

110.11.25 

楊英風輔大作品巡禮

展帆布吊掛 

佳音廣告企業有限公司 110.12.2(已完工) 110.11.29 

格物宿舍周邊喬木修

剪及斷根處理 

宸陽園藝事業有限公司 110.12.11~111.2.28(

已完工) 

110.12.9 

三泰路校園圍牆喬木

修剪 

宸陽園藝事業有限公司 110.12.18~111.1.18(

已完工) 

110.12.20 

淨心堂二樓大聖堂天

花板重置工程 

雅威室內設計裝修有限

公司 

110.11.11~110.11.30

(已完工) 

110.11.11 

三重客運前人行坡道

改善工程 

錦欣工程有限公司 111.1.22~111.1.28(

已完工) 

111.1.19 

文友樓消防安全設備

改善工程 

華揚消防工程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 

111.1.15~111.2.17(

已完工) 

111.1.19 

文園餐廳文德文舍頂

樓水塔換新吊掛 

百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11.1.24~111.1.25(

已完工) 

11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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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塔自來水井水塔

蓄水設備清洗 

老松工程有限公司 111.1.28~111.1.29(

已完工) 

111.1.25 

食科大樓公共安全改

善工程 

利眾營造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 

111.2.8~111.9.30 111.1.25 

野聲樓拆除大型海報 印不停有限公司 111.1.27(已完工) 111.1.25 

各大樓水塔清洗 兆信室內裝修工程有限

公司 

111.2.11~111.2.19(

已完工) 

111.1.27 

外語 LB 五樓跨文化跨

領域溝通中心工程 

兆信室內裝修工程有限

公司 

111.2.15~111.4.25 111.2.21 

四、校內外稽查單位發現安全衛生缺失檢討。 

(一)校內巡檢發現缺失-施工 

1.輔大理工實驗大樓新建工程(擎邦國際科技) 

(1)施工人員未戴安全帽。(重複缺失共罰款 1500元) 

(2)氣體鋼瓶未固定。(重複缺失共罰款 1500元) 

(3)氣體鋼瓶安全資料表須更新。 

(4)開口處未設防墜措施(施工架交叉拉桿未復原、電梯開口擋板未

關、地下雨水槽開口、平台開口)。(重複缺失共罰款 1000元) 

(5)施工現場有啤酒罐。(重複缺失共罰款 500元) 

(6)使用木梯。(重複缺失共罰款 500元) 

(7)輕隔間矽酸鈣板作業無法有效防止材料墜落，禁止同側下方其他樓

層一起施工。 

 

2.聖誕燈裝置(台產照明) 

(1)施工人員未戴安全帽。 

3.食科大樓公共安全改善工程(利眾營造) 

(1)施工人員未戴安全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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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者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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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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留紀錄並繳交影本給環安

衛中心備查。如：台灣職安卡、6小時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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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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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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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施工人員禁止於施工現場吸菸、飲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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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氧作業主管在外監護。 

12.從事屋頂作業時，應指派專人督導，採取適當安全措施。於易踏穿

材料構築之屋頂作業時，應指派屋頂作業主管於現場監督，且應先

規劃安全通道，於屋架上設置適當強度，且寬度在三十公分以上之

踏板，並於下方適當範圍裝設堅固格柵或安全網等防墜設施。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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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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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jsp?labelID=22 

(二)垃圾清運 

http://www.ehs.fju.edu.tw/resource.jsp?labelID=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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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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餐廳 

1.確認有水作業區設備皆有漏電斷路器等防止感電裝置。 

2.瓦斯需固定並在有效期限內，需設有洩漏警報裝置，放置區須有嚴

禁煙火標示，備有安全資料表。 

3.冷凍庫門之外推裝置需經常檢查確保功能正常。 

4.消防設備與逃生出口前禁止堆放雜物。 

5.廢油與廚餘需確認交由合格廠商處理。 

6.定期清潔油煙處理設備，避免油煙異味影響師生。 

7.烹飪用水都須為自來水禁止使用地下水，並依規定委託合格廠商檢

測飲用水與食用冰塊須符合主管機關公告之標準。 

(四)清潔人員、保全 

1.如需使用 A字梯，請使用合格有繫材之鋁梯，且須戴安全帽。 

2.若需開電器開關箱請戴防感電(絕緣)手套。 

3.夜間巡視時，盡量穿著顏色鮮明背心，避免被車輛碰撞。 

4.勿擅自操作故障設備，如：升降機外門開啟。 

5.勿接近危險場所，如：施工區、屋頂開口處等。 

6.清潔人員於打蠟、除草等作業時，請穿戴所需之防護具如口罩、護

目鏡等。 

7.使用之機械，如有傳動帶、傳動輪、齒輪、轉軸等被捲、夾、擦傷

之虞者，應設護罩，禁止因方便而拆除。 

8.清潔人員整理垃圾時，請注意有無危險物品，如燈管、針筒、化學

藥品等，避免受傷。 

9.清潔人員使用清潔溶劑前請確認其危害成分，並依特性配戴必要防

護具，如:手套、口罩。 

10.留意工作區之氣溫，避免中暑。 

(1)對所屬員工應辦理勤前教育及預防熱危害之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i)實施個人自主健康管理、(ii)補充水分、(iii)選擇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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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著以透氣、吸汗為佳，如：棉質、易排汗材質等；以淺色為佳，

以減少輻射熱量吸收。。 

(2)如戶外工作環境氣溫達攝氏三十六度時，應進行以下防護措施：

(i)適時運用遮陽設備、風扇、細水霧或其他技術以降低工作環境

氣溫。(ii)隨時注意員工體溫或任何不舒服之反應，並安排適當

休息時間。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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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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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標準作業流程來進行維修，如斷電、切換成手動操作模式等。 

5.電梯進行維修保養作業時，各樓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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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職安相關法規宣導 

(一)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4條第 1項第 6款規定，高空

工作車操作人員必須接受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16小時才可操

作，緩衝期 1年，將在 111年 7月 7日起實施，違者最高可開罰 30

萬元。 

(二)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4條規定，雇主應依其事業之危害風

險性質及規模大小，置甲種、乙種或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其

中未滿 30人者，不論第一類、第二類或第三類之事業，其所置之丙

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均應接受至少 21小時之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屬第二類及第三類事業之事業單位，且勞工人數在五人以下者，

雇主或其代理人接受 6小時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即可擔任丁種職業安

全衛生業務主管。(111年 1月 7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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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40條規定，如未執行第 6條必要安全措施

或使用不合格危險性機械設備，造成人員死亡，主管機關得處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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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41條規定，如未執行第 6條必要安全措施

或使用不合格危險性機械設備，造成罹災人數三人以上，主管機關得

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八萬元以下罰金。 

 

 

七、樹木修剪作業安全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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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安全衛生及環保事項之實施及配合。 

(一)工程相關申請表單請至環安衛中心網頁下載(表單下載>職業安全衛

生>承攬作業) 

1.承攬作業危害因素告知單(一式兩份) 

2.承攬商加入協議組織申請表(一份) 

3.危險作業(吊掛、局限、動火、高架)管理流程(列印所須表單，吊掛

跟局限作業一日填寫一張，且須附上相關佐證文件，如:一機三證、

缺氧作業主管、屋頂作業主管) 

4.施工人員勞保資料 

5.施工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證明(如台灣職安卡) 

(二)請保持工區整潔，降低危害風險。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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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 

3.動火作業 

4.吊掛作業(每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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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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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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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動火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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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擎邦國際-輔大理工實驗大樓新建工程(大型工程請記得自行進行

作業管制，並填寫申請單告知動火作業期程)。 

⚫110/9/18~111/3/3有通報執行廠商：華揚消防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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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作業須備有屋頂作業主管) 

⚫擎邦國際-輔大理工實驗大樓新建工程(大型工程請記得自行進行

作業管制，並填寫申請單告知高架作業期程)。 

⚫ 110/9/18~111/3/3有通報執行廠商：台產照明、雅威室內設計、

老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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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興機電:尚未完成危害告知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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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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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管、電線、網路線修繕、遷移等工程。 

⚫擎邦國際-輔大理工實驗大樓新建工程(大型工程請記得自行進行

作業管制)。 

⚫ 110/9/18~111/3/3有通報執行廠商：凱勗工程、宸陽園藝、華揚

消防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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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備有缺氧作業主管，並執行危險作業管制。 

⚫水塔清洗、汙水場維護、汙水納管工程。 

⚫110/9/18~111/3/3有通報執行廠商：老松工程、兆信室裝  

(二)電氣機具及作業人員進場管制。 

1.110/9/18~111/3/3有通報執行電氣作業廠商： 

  大陸水工、擎邦國際(鴻祥工程)、賀眾企業、仕鑫工程、甲頂營造、

凱勗工程、台產照明、仁園福利餐廳、雅威室內設計、錦欣工程、

華揚消防、老松工程、利眾營造、兆信室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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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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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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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場所、人員身體衣物及其他可能接觸電氣之物品嚴禁潮濕。 

⚫ 對電路之檢查、修理等活線作業時，應使該作業勞工戴用絕緣用防

護具，或應使用活線作業用器具或其他類似之器具。 

(三)變更管理事項: 110/9/18~111/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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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

有合格一機三證，並執行危險作業管制。 

⚫擎邦國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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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9/18~111/3/3有通報執行廠商：永嵩園藝、印不停、甲頂營

造、艾迪整合行銷、台產照明、仁園餐廳、竣誠企業、宸陽園藝、

佳音廣告、百富國際、老松工程、利眾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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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學校後門設有輔大醫院，如有

受傷事故，可前往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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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度起需全面使用符合國家標準-CNS4750鋼管型施工架。(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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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部公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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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承攬作業協議組織會議訂在 111年 9月 26 日下午 2 點 30

分，請先空下會議時間。 

2.請所有工程依規定執行「施工前中後檢查表」，並繳交至環安衛中心。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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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擎邦國際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4.仍要提醒所有施工人員於吊車搭乘設備作業皆須確實勾好安全帶、

戴好安全帽，高架作業也都須做好防墜措施，避免墜落事故。 

5.仍要提醒相關危險作業須備有相關危險作業主管於現場指揮監督： 

⚫局限空間作業需有缺氧作業主管 

⚫屋頂作業需有屋頂作業主管 

6.入校使用施工機具須符合法規標準，勿自行拆除防護設備。 

7.維護工區整潔，工程廢棄物須每日清理，禁止堆放校園及公共區域

影響景觀及逃生。 

8.疫情期間在校內施工請全程配戴口罩、每日量體溫並繳交。 

9.111年 7月 7 日起工程有使用到高空工作車者，廠商須提供操作人員

完成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16小時證明。 

10.新聞中類似的工安意外頻傳，請各承攬廠商從案例中記取教訓，注

意作業安全，避免事故發生。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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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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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111 年 3 月 14 日開會前統計名單 

 承攬項目 公司名稱 會後已交 

未交也未完成 

危害告知 
裝修土木 大岳室內設計有限公司  

延長工期未續交 

營造 
擎邦國際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到 110.6.29) 
 

裝修 榤森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到 110.6.30)  

營造工程 甲頂營造有限公司(到 110.10.27)  

景觀工程 宸陽園藝事業有限公司(到 111.2.28)  

燈具更換 
億光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到 110.10.31) 
 

室內裝修 雅威室內設計裝修有限公司(到 111.1.17) V 

消防工程 
華揚消防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到 111.2.17) 
V 

例行駐校廠商 

未續交資料 

 

垃圾清運 金安環保科技有限公司(到 106.10.31)  

機電 允承科技工程有限公司(到 110.7.31)  

裝修土木 東橋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到 110.7.15)  

鋼鋁 仲順鋼鋁有限公司(到 109.7.31)  

電力 北興機電有限公司(到 110.7.31)  

空調 台灣開利股份有限公司(到 110.7.31)  

空調冷氣 翔弘空調工程有限公司(到 110.12.31) V 

鋼鋁工程 宜豐鋼鋁工程行(到 110.12.31) V 

水溝疏濬 羿展環境工程有限公司(到 11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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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相關工安事故新聞(資料來源：網路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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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宣導影片 

(一)死神任務之救命一繫(勞動部職安署) 

十二、防疫衛教及健康促進宣導 

(一)防疫管理措施 

1.人員健康管理 

2.人員衛生行為 

3.環境清潔消毒 

4.顧客用餐管理 

5.應變措施 

6.每天測量體溫 

7.集會活動室內 80人，室外 300人 

8.民眾應落實手部衛生、咳嗽禮節 

9.減少不必要移動、活動或集會 

10.避免出入人多擁擠的場所，或高感染傳播風險場域 

11.定期繳交體溫紀錄表 

(二) 腦心血管疾病介紹與預防 

1.飲食控制 

2.戒菸、節制飲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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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健康飲食 

4.定期健康檢查勿濫用藥物 

5.規律運動 

6.體重管理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下午 15點 1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