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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年度教育部大專校院統合視導實施計畫勘誤表 

序

號 
視導項目 

原頁碼 
(實施計畫) 

修正前文字 
新頁碼 

(實施計畫) 
修正後文字 說明 

1 
項目一：大學

甄選入學招

生 
頁 13  

評分標準：  
(1)18~20分：符合本項目評分重點，且有

反映適性選才之措施、促進校園多元

化措施之具體措施、有回饋機制或特

色事項。  
(2)12~16分：符合本項目評分重點。  
(3)5~11分：大部分符合本項目評分重

點，仍須加強。 
(4)0~4分：大部分不符合本項目評分重

點，須改進。 

頁 13  

評分標準：  
(1)18~20分：符合本項目評分重點，且有

反映適性選才之措施、促進校園多元化

措施之具體措施、有回饋機制或特色事

項。  
(2)12~17 分：符合本項目評分重點。 
(3)5~11分：大部分符合本項目評分重點，

仍須加強。  
(4)0~4 分：大部分不符合本項目評分重

點，須改進。 

評分標準之

(2)12~16 分修正

為 12~17 分。 

2 

項目四：私立

技專校院執

行整體發展

獎勵補助經

費運用績效 

頁 38  審查意見執行情形已改善者，得 3 分；

審查意見執行情形部分已改善者，得

0.1~2.9 分；審查意見執行情形部分未改

善者，得 0 分。 

頁 38  審查意見執行情形已改善者，得 3 分；審

查意見執行情形部分已改善者，得 0.1~2.9
分；審查意見執行情形未改善者，得 0 分。

「審查意見執

行情形部分未

改善者，得 0
分。」刪除「部

分」兩字 

3 

項目四：私立

技專校院執

行整體發展

獎勵補助經

費運用績效 

頁 39  前項規定經行政會議者，得 2 分； 
前項規定未經行政會議，得 0 分。 

頁 39  前項規定經行政會議通過者，得 2 分；前

項規定未經行政會議通過者，得 0 分。 
新增文字 

4 

項目四：私立

技專校院執

行整體發展

獎勵補助經

費運用績效 

頁 40  申請執行規定與其規定相符者，得 
4 分；申請執行規定與其規定部分 
相符者，得 0.1~3.9 分；申請執行規 
定與其規定部分不相符或無明確規 
定者，得 0 分。 

頁 40  申請執行與其規定相符者，得 4 分；申請

執行與其規定部分相符者，得 0.1~3.9 分；

申請執行與其規定無明確規定者，得 0 分。

刪除部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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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視導項目 

原頁碼 
(實施計畫) 

修正前文字 
新頁碼 

(實施計畫) 
修正後文字 說明 

5 

項目四：私立

技專校院執

行整體發展

獎勵補助經

費運用績效 

頁 40  未補助無授課事實及領有公家月退 
俸之教師薪資者，得 5 分；未補助 
無授課事實及領有公家月退俸之教 
師薪資者，得 0 分。 

頁 40  未補助無授課事實及領有公家月退 
俸之教師薪資者，得 5 分；補助無 
授課事實及領有公家月退俸之教師 
薪資者，得 0 分。 

刪除第二個

「未」字 

6 

項目四：私立

技專校院執

行整體發展

獎勵補助經

費運用績效 

頁 41  包含使用年限及報廢規定者，得 2 分；

無含使用年限及報廢規定者，得 0 分。 
頁 41  包含使用年限及報廢規定者，得 2 分；無

包含使用年限及報廢規定者，得 0 分。 
新增文字 

7 

項目六：大專

校院校園環

境管理現況

調查與執行

成效 

頁 59 

訪視項目一、環境保護及能資源管理現

況查核 
訪視細項(一)政策、目標及組織 
填表說明： 
1.環境保護政策及目標 
概述 100 年至 103 年推行環境保護計畫

與具體措施。 

頁 59 

訪視項目一、環境保護及能資源管理現況

查核 
訪視細項(一)政策、目標及組織 
填表說明： 
1.環境保護政策及目標 
概述 101 年至 104 年推行環境保護計畫與

具體措施。 

修改資料年度 

8 

項目六：大專

校院校園環

境管理現況

調查與執行

成效 

頁 64 

訪視項目一、環境保護及能資源管理現

況查核 
訪視細項(二)環境保護執行成效 
填表說明： 
2.廢棄物清除、處理成效 
100 年至 102 年每人每年平均垃圾產生

量(扣除回收後)。 

頁 64 

訪視項目一、環境保護及能資源管理現況

查核 
訪視細項(二)環境保護執行成效 
填表說明： 
2.廢棄物清除、處理成效 
102 年至 104 年每人每年平均垃圾產生量

(扣除回收後)。 

修改資料年度 

9 

項目六：大專

校院校園環

境管理現況

調查與執行

成效 

頁 66 

訪視項目一、環境保護及能資源管理現

況查核 
訪視細項(二)環境保護執行成效 
填表說明： 
3.資源回收再利用之具體做法與成效 
100 年至 102 年資源回收率、資源回收

頁 66 

訪視項目一、環境保護及能資源管理現況

查核 
訪視細項(二)環境保護執行成效 
填表說明： 
3.資源回收再利用之具體做法與成效 
102 年至 104 年資源回收率、資源回收總

修改資料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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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視導項目 

原頁碼 
(實施計畫) 

修正前文字 
新頁碼 

(實施計畫) 
修正後文字 說明 

總量與廚餘回收量。 量與廚餘回收量。 

10 

項目六：大專

校院校園環

境管理現況

調查與執行

成效 

頁 66 

訪視項目一、環境保護及能資源管理現

況查核 
訪視細項(三)能資源管理執行成效 
填表說明： 
1.能資源管理具體達成成效 
100 年至 102 年每人每年平均用電量(包
括每人每年平均用電量、單位樓地板面

積用電量)、用水量(包括每人每年平均用

水量、單位樓地板面積用水量)、用油量、

用紙量變化。 

頁 66 

訪視項目一、環境保護及能資源管理現況

查核 
訪視細項(三)能資源管理執行成效 
填表說明： 
1.能資源管理具體達成成效 
102年至104年每人每年平均用電量(包括

每人每年平均用電量、單位樓地板面積用

電量)、用水量(包括每人每年平均用水

量、單位樓地板面積用水量)、用油量、用

紙量變化。 

修改資料年度 

11 

項目六：大專

校院校園環

境管理現況

調查與執行

成效 

頁 69、 
頁 70 

訪視項目二、實驗實習與職業安全衛生

管理現況查核 
訪視細項(一)政策、目標及組織 
填表說明： 
2.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計畫編修 
相關法規/公告/其他： 
勞工安全衛生組織管理及自動檢查辦

法 
─第 12-1 條「於勞工人數在一百人以

上之事業單位，應另訂定勞工安全

衛生管理規章，要求各級主管及管

理、指揮、監督有關人員執行；於

勞工人數在三十人以下之事業單

位得以執行紀錄或文件代替勞工

安全衛生管理計畫」。 
勞工安全衛生法施行細則 
─第 27 條「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之內

容，參酌下列事項定之：一、事業

之勞工安全衛生管理及各級之權

頁 69、 
頁 70 

訪視項目二、實驗實習與職業安全衛生管

理現況查核 
訪視細項(一)政策、目標及組織 
填表說明： 
2.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計畫編修 
相關法規/公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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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勞工人

數在三十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

安全衛生管理執行紀錄或文件代替

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計畫。勞工人數

在一百人以上之事業單位，應另訂

定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規章。第一項

職業安全衛生管理事項之執行，應

作成紀錄，並保存三年。」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行細則第 41 條 

法規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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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視導項目 

原頁碼 
(實施計畫) 

修正前文字 
新頁碼 

(實施計畫) 
修正後文字 說明 

責。二、設備之維護及檢查。三、

工作安全及衛生標準。四、教育及

訓練。五、急救及搶救。六、防護

設備之準備、維持及使用。七、事

故通報及報告。八、其他有關安全

衛生事項」。 

─「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之內容，依下

列事項定之：一、事業之安全衛生

管理及各級之權責。二、機械、設

備或器具之維護及檢查。三、工作

安全及衛生標準。四、教育及訓練。

五、健康指導及管理措施。六、急

救及搶救。七、防護設備之準備、

維持及使用。八、事故通報及報告。

九、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12 

項目六：大專

校院校園環

境管理現況

調查與執行

成效 

頁 70 

訪視項目二、實驗實習與職業安全衛生

管理現況查核 
訪視細項(一)政策、目標及組織 
填表說明： 
3.安全衛生組織(人員、委員會)設置及運

作情形 
相關法規/公告/其他： 
勞工安全衛生組織管理及自動檢查辦

法 
─第 2-1 條「第二類事業勞工人數在

三百人以上者，應設直接隸屬雇主

之一級管理單位」。 
─第 3 條「第二條所定事業之雇主應

依附表二之規模，置勞工安全衛生

人員」、「第二類事業之事業單位勞

工人數在三百人以上者，所置管理

人員應至少一人為專職」、「依前項

規定所置專職管理人員，應常駐廠

場執行業務，不得兼任其他與勞工

安全衛生無關之工作」。 
─第 10-12 條「適用第二條之一及第

頁 70 

訪視項目二、實驗實習與職業安全衛生管

理現況查核 
訪視細項(一)政策、目標及組織 
填表說明： 
3.安全衛生組織(人員、委員會)設置及運作

情形 
相關法規/公告/其他： 
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辦法 
─第 2-1 條「第二類事業勞工人數在三

百人以上者，應設直接隸屬雇主之

一級管理單位」。 
─第 3 條「第二條所定事業之雇主應依

附表二之規模，置職業安全衛生業

務主管及管理人員（以下簡稱管理

人員）。第一類事業之事業單位勞工

人數在一百人以上者，所置管理人

員應為專職；第二類事業之事業單

位勞工人數在三百人以上者，所置

管理人員應至少一人為專職。依前

項規定所置專職管理人員，應常駐

廠場執行業務，不得兼任其他法令

法規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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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視導項目 

原頁碼 
(實施計畫) 

修正前文字 
新頁碼 

(實施計畫) 
修正後文字 說明 

六條第二項規定之事業單位，應設

勞工安全衛生委員會」、「委員會置

委員七人以上，除第六款規定者

外，由雇主視該事業單位之實際需

要指定下列人員組成：一、事業經

營負責人或其代理人。二、勞工安

全衛生人員。三、事業內各部門之

主管、監督、指揮人員。四、與勞

工安全衛生有關之工程技術人

員。五、醫護人員。六、工會或勞

工選舉之代表」、「委員會應每三個

月至少開會一次，辦理事項應置備

紀錄，並保存三年」。 
─第 86 條「勞工人數在三十人以上

之事業單位，依第二條之一至第三

條之一、第六條規定設管理單位或

置管理人員時，應填具勞工安全衛

生管理單位(人員)設置(變更)報備

書陳報檢查機構備查」。 

所定專責（任）人員或從事其他與

職業安全衛生無關之工作」。 
─第 10-12 條「適用第二條之一及第六

條第二項規定之事業單位，應設職

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委員會置委

員七人以上，除雇主為當然委員及

第五款規定者外，由雇主視該事業

單位之實際需要指定下列人員組

成：一、職業安全衛生人員。二、

事業內各部門之主管、監督、指揮

人員。三、與職業安全衛生有關之

工程技術人員。四、從事勞工健康

服務之醫護人員。五、勞工代表。」、

「委員會應每三個月至少開會一

次，辦理下列事項：一、對雇主擬

訂之職業安全衛生政策提出建議。

二、協調、建議職業安全衛生管理

計畫。三、審議安全、衛生教育訓

練實施計畫。四、審議作業環境監

測計畫、監測結果及採行措施。五、

審議健康管理、職業病預防及健康

促進事項。六、審議各項安全衛生

提案。七、審議事業單位自動檢查

及安全衛生稽核事項。八、審議機

械、設備或原料、材料危害之預防

措施。九、審議職業災害調查報告。

十、考核現場安全衛生管理績效。

十一、審議承攬業務安全衛生管理

事項。十二、其他有關職業安全衛

生管理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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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視導項目 

原頁碼 
(實施計畫) 

修正前文字 
新頁碼 

(實施計畫) 
修正後文字 說明 

─第 86 條「勞工人數在三十人以上之

事業單位，依第二條之一至第三條

之一、第六條規定設管理單位或置

管理人員時，應填具職業安全衛生

管理單位（人員）設置（變更）報

備書，陳報勞動檢查機構備查」。 

13 

項目六：大專

校院校園環

境管理現況

調查與執行

成效 

頁 70、71 

訪視項目二、實驗實習與職業安全衛生

管理現況查核 
訪視細項(二)安全衛生管理績效 
填表說明： 
1.安全衛生計畫成效(含虛驚事件與職業

災害統計、經費規劃、自動檢查、執行、

查核、改善措施) 
相關法規/公告/其他： 
勞工安全衛生組織管理及自動檢查辦

法 
─第 13-26 條，雇主應依規定就規定

事項實施機械之定期檢查。 
─第 27-44 條，雇主應依規定就規定

事項實施設備之定期檢查。 
─第 45-49 條，雇主應依規定就規定

事項實施機械、設備之重點檢查。

─第 50-63 條，雇主應依規定就規定

事項實施機械、設備之作業檢點。

─第 64-78 條，雇主應依規定就規定

事項實施作業檢點。 
─第 44-1 條「雇主對於機械、設備，

應依本章第一節及第二節規定，實

施定期檢查。但雇主發現有腐蝕、

劣化、損傷或堪用性之虞，應實施

頁 71 

訪視項目二、實驗實習與職業安全衛生管

理現況查核 
訪視細項(二)安全衛生管理績效 
填表說明： 
1.安全衛生計畫成效(含虛驚事件與職業災

害統計、經費規劃、自動檢查、執行、查

核、改善措施) 
相關法規/公告/其他： 
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辦法 
─第 13-26 條，雇主應依規定就規定事

項實施機械之定期檢查。 
─第 27-44-1 條，雇主應依規定就規定

事項實施設備之定期檢查。 
─第 45-49 條，雇主應依規定就規定事

項實施機械、設備之重點檢查。 
─第 50-63 條，雇主應依規定就規定事

項實施機械、設備之作業檢點。 
─第 64-78 條，雇主應依規定就規定事

項實施作業檢點。 
─第 44-1 條「雇主對於機械、設備，

應依本章第一節及第二節規定，實施

定期檢查。但雇主發現有腐蝕、劣

化、損傷或堪用性之虞，應實施安全

評估，並縮短其檢查期限」。 

法規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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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視導項目 

原頁碼 
(實施計畫) 

修正前文字 
新頁碼 

(實施計畫) 
修正後文字 說明 

安全評估，並縮短其檢查期限」。

─第 78 條「雇主依第五十條至第五

十六條及第五十八條至第七十七

條實施之檢點，其檢點對象、內

容，應依實際需要訂定，以檢點手

冊或檢點表等為之」。 
─第 79 條「雇主依第十三條至第六

十三條規定實施之自動檢查，應訂

定自動檢查計畫」。 
─第 80 條「雇主依第十三條至第四

十九條規定實施之定期檢查、重點

檢查應就下列事項記錄，並保存三

年：一、檢查年月日。二、檢查方

法。三、檢查部分。四、檢查結果。

五、實施檢查者之姓名。六、依檢

查結果應採取改善措施之內容」。

─第 78 條「雇主依第五十條至第五十

六條及第五十八條至第七十七條實

施之檢點，其檢點對象、內容，應依

實際需要訂定，以檢點手冊或檢點表

等為之」。 
─第 79 條「雇主依第十三條至第六十

三條規定實施之自動檢查，應訂定自

動檢查計畫」。 
─第 80 條「雇主依第十三條至第四十

九條規定實施之定期檢查、重點檢

查應就下列事項記錄，並保存三

年：一、檢查年月日。二、檢查方

法。三、檢查部分。四、檢查結果。

五、實施檢查者之姓名。六、依檢

查結果應採取改善措施之內容」。 

14 

項目六：大專

校院校園環

境管理現況

調查與執行

成效 

頁 72 

訪視項目二、實驗實習與職業安全衛生

管理現況查核 
訪視細項(三)作業環境安全衛生管理作

為 
填表說明： 
2.危險物及有害物通識規則之推行 
相關法規/公告/其他： 
危險物與有害物標示及通識規則 
─第 12 條「雇主對含有危害物質或

符合附表四規定之每一物品，應依

附表五提供勞工含有安全衛生注

意事項之物質安全資料表」。 
─第 17 條「雇主為防止勞工未確實

知悉危害物質之危害資訊，致引起

頁 72 

訪視項目二、實驗實習與職業安全衛生管

理現況查核 
訪視細項(三)作業環境安全衛生管理作為 
填表說明： 
2.危險物及有害物通識規則之推行 
相關法規/公告/其他：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識規則 
─第 12 條「雇主對含有危害性化學品

或符合附表三規定之每一化學品，應

依附表四提供勞工安全資料表。前項

安全資料表所用文字以中文為主，必

要時並輔以作業勞工所能瞭解之外

文」。 
─第 17 條「雇主為防止勞工未確實知

法規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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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視導項目 

原頁碼 
(實施計畫) 

修正前文字 
新頁碼 

(實施計畫) 
修正後文字 說明 

之職業災害，應採取下列必要措

施：一、依實際狀況訂定危害通識

計畫，適時檢討更新，並依計畫確

實執行，其執行紀錄保存三年。

二、製作危害物質清單，其內容應

含物品名稱、其他名稱、物質安全

資料表索引碼、製造商或供應商名

稱、地址及電話、使用資料及貯存

資料等項目，其格式參照附表六。

三、將危害物質之物質安全資料表

置於工作場所易取得之處。四、使

勞工接受製造、處置或使用危險

物、有害物之教育訓練，其課程內

及時數依勞工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規則之規定辦理。五、其他使勞工

確實知悉危害物質資訊之必要措

施」。 

悉危害性化學品之危害資訊，致引

起之職業災害，應採取下列必要措

施：一、依實際狀況訂定危害通識

計畫，適時檢討更新，並依計畫確

實執行，其執行紀錄保存三年。二、

製作危害性化學品清單，其內容、

格式參照附表五。三、將危害性化

學品之安全資料表置於工作場所易

取得之處。四、使勞工接受製造、

處置或使用危害性化學品之教育訓

練，其課程內容及時數依職業安全

衛生教育訓練規則之規定辦理。

五、其他使勞工確實知悉危害性化

學品資訊之必要措施。前項第一款

危害通識計畫，應含危害性化學品

清單、安全資料表、標示、危害通

識教育訓練等必要項目之擬訂、執

行、紀錄及修正措施」。 

15 

項目六：大專

校院校園環

境管理現況

調查與執行

成效 

頁 72、73 

訪視項目二、實驗實習與職業安全衛生

管理現況查核 
訪視細項(三)作業環境安全衛生管理作

為 
填表說明： 
3.有害作業安全衛生管理作為(含特殊作

業場所 SOP 完整性、危害辨識評估) 
相關法規/公告/其他： 
勞工安全衛生法施行細則 
─第 8 條「規定應實施作業環境測定

之作業場所如下：一、設置有中央

管理方式之空氣調節設備之建築

頁 73 

訪視項目二、實驗實習與職業安全衛生管

理現況查核 
訪視細項(三)作業環境安全衛生管理作為 
填表說明： 
3.有害作業安全衛生管理作為(含特殊作業

場所 SOP 完整性、危害辨識評估) 
相關法規/公告/其他：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行細則 
─第 17 條應訂定作業環境監測計畫及

實施監測之作業場所如下：一、設置

有中央管理方式之空氣調節設備之

建築物室內作業場所。二、坑內作業

法規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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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視導項目 

原頁碼 
(實施計畫) 

修正前文字 
新頁碼 

(實施計畫) 
修正後文字 說明 

物室內作業場所。二、坑內作業場

所。三、顯著發生噪音之作業場

所。四、下列作業場所，經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者：(一)高溫作業場

所。(二)粉塵作業場所。(三)鉛作

業場所。(四)四烷基鉛作業場所。

(五)有機溶劑作業場所。(六)特定

化學物質之作業場所。五、其他之

作業場所」。 
勞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 29-1 條「雇主使勞工於局限空間

從事作業前，應先確認該空間內有

無可能引起勞工缺氧、中毒、感

電、塌陷、被夾、被捲及火災、爆

炸等危害，有危害之虞者，應訂定

危害防止計畫，並使現場作業主

管、監視人員、作業勞工及相關承

攬人依循辦理。前項危害防止計

畫，應依作業可能引起之危害訂定

下列事項：一、局限空間內危害之

確認。二、局限空間內氧氣、危險

物、有害物濃度之測定。三、通風

換氣實施方式。四、電能、高溫、

低溫及危害物質之隔離措施及缺

氧、中毒、感電、塌陷、被夾、被

捲等危害防止措施。五、作業方法

及安全管制作法。六、進入作業許

可程序。七、提供之防護設備之檢

點及維護方法。八、作業控制設施

及作業安全檢點方法。九、緊急應

場所。三、顯著發生噪音之作業場

所。四、下列作業場所，經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者：（一）高溫作業場所。

（二）粉塵作業場所。（三）鉛作業

場所。（四）四烷基鉛作業場所。（五）

有機溶劑作業場所。（六）特定化學

物質作業場所。五、其他經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公告之作業場所。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 29-1 條「雇主使勞工於局限空間

從事作業前，應先確認該空間內有

無可能引起勞工缺氧、中毒、感電、

塌陷、被夾、被捲及火災、爆炸等

危害，有危害之虞者，應訂定危害

防止計畫，並使現場作業主管、監

視人員、作業勞工及相關承攬人依

循辦理。前項危害防止計畫，應依

作業可能引起之危害訂定下列事

項：一、局限空間內危害之確認。

二、局限空間內氧氣、危險物、有

害物濃度之測定。三、通風換氣實

施方式。四、電能、高溫、低溫及

危害物質之隔離措施及缺氧、中

毒、感電、塌陷、被夾、被捲等危

害防止措施。五、作業方法及安全

管制作法。六、進入作業許可程序。

七、提供之防護設備之檢點及維護

方法。八、作業控制設施及作業安

全檢點方法。九、緊急應變處置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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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視導項目 

原頁碼 
(實施計畫) 

修正前文字 
新頁碼 

(實施計畫) 
修正後文字 說明 

變處置措施」。 

16 

項目六：大專

校院校園環

境管理現況

調查與執行

成效 

頁 73、74 

訪視項目二、實驗實習與職業安全衛生

管理現況查核 
訪視細項(四)危害預防及控制 
填表說明： 
2.職業災害預防措施(含防火防爆設備、

消防安全、緊急應變措施與設備、個人

防護具) 
相關法規/公告/其他： 
勞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 168 條「雇主對於工作場所消防

安全設備之設置，應依消防法規有

關規定辦理」。 
─第 277 條「雇主供給勞工使用之個

人防護具或防護器具，應依下列規

定辦理：一、保持清潔，並予必要

之消毒。二、經常檢查，保持其性

能，不用時並妥予保存。三、防護

具或防護器具應準備足夠使用之

數量，個人使用之防護具應置備與

作業勞工人數相同或以上之數

量，並以個人專用為原則。四、如

對勞工有感染疾病之虞時，應置備

個人專用防護器具，或作預防感染

疾病之措施」。 

頁 74 

訪視項目二、實驗實習與職業安全衛生管

理現況查核 
訪視細項(四)危害預防及控制 
填表說明： 
2.職業災害預防措施(含防火防爆設備、消

防安全、緊急應變措施與設備、個人防護

具) 
相關法規/公告/其他：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 326-6 條「工作場所消防安全設備

之設置，依消防法及其相關規定辦

理」。 
─第 277 條「雇主供給勞工使用之個人

防護具或防護器具，應依下列規定

辦理：一、保持清潔，並予必要之

消毒。二、經常檢查，保持其性能，

不用時並妥予保存。三、防護具或

防護器具應準備足夠使用之數量，

個人使用之防護具應置備與作業勞

工人數相同或以上之數量，並以個

人專用為原則。四、如對勞工有感

染疾病之虞時，應置備個人專用防

護器具，或作預防感染疾病之措

施。前項個人防護具或防護器具有

關呼吸防護具之選擇、使用及維護

方法，應依國家標準 CNS 14258 
Z3035 辦理」。 

法規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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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視導項目 

原頁碼 
(實施計畫) 

修正前文字 
新頁碼 

(實施計畫) 
修正後文字 說明 

17 

項目六：大專

校院校園環

境管理現況

調查與執行

成效 

頁 74 

訪視項目二、實驗實習與職業安全衛生

管理現況查核 
訪視細項(五)安全衛生教育、訓練及宣導

填表說明： 
1.安全衛生教育、訓練之成效 
相關法規/公告/其他： 
勞工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規則 
─第 3-17 條，雇主對法令規定範圍之

勞工，應接受必要之教育訓練事

項。 
勞工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規則 
─附表 14「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課

程(以與該勞工作業有關者)：(一)
作業安全衛生有關法規概要(二)
勞工安全衛生概念及安全衛生工

作守則(三)作業前、中、後之自動

檢查(四)標準作業程序(五)緊急事

故應變處理(六)消防及急救常識

暨演練(七)其他與勞工作業有關

之安全衛生知識」。 

頁 74、75 

訪視項目二、實驗實習與職業安全衛生管

理現況查核 
訪視細項(五)安全衛生教育、訓練及宣導 
填表說明： 
1.安全衛生教育、訓練之成效 
相關法規/公告/其他：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規則 
─第 3 條，雇主對擔任職業安全衛生業

務主管之勞工，應於事前使其接受職

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之安全衛生教

育訓練。事業經營負責人或其代理人

擔任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者，亦

同。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規則 
─附表 14「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課

程(以與該勞工作業有關者)：(一)作
業安全衛生有關法規概要(二)勞工

安全衛生概念及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三)作業前、中、後之自動檢查(四)
標準作業程序(五)緊急事故應變處

理(六)消防及急救常識暨演練(七)
其他與勞工作業有關之安全衛生知

識」。 

法規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