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新生實(試)驗場所安全健康介紹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 

 

               檢查員  顏龍男   108.9.6 



講師學經歷簡介 

學歷:高雄工專、逢甲大學、中山大學研究所畢業 

經歷:1.現任高雄市勞工局勞動檢查處檢查員 

         2.曾任高雄市工務局工程品質督導小組委員 

         3.曾任職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工處勞安室 

證照:1.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跨域物聯網種子師資 

         2.國際專案管理IPMA  D級證照 

         3.勞工安全甲級技術士證 

         4.施工安全評估人員證書 

         5.施工架組配作業主管證書 

         6.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工程品質管理訓練班結業 

 

 

 



108年度大專校院學生職場安全
衛生體驗及研討活動 

 108年8月12日學員分組成果展示 

videoplayback(108年度大專校院學生職場安全衛生體驗及研討活動 精華版)7分29秒播至5分.mp4
videoplayback(108年度大專校院學生職場安全衛生體驗及研討活動 精華版)7分29秒播至5分.mp4
videoplayback(108年度大專校院學生職場安全衛生體驗及研討活動 精華版)7分29秒播至5分.mp4
videoplayback(108年度大專校院學生職場安全衛生體驗及研討活動 精華版)7分29秒播至5分.mp4
videoplayback(108年度大專校院學生職場安全衛生體驗及研討活動 精華版)7分29秒播至5分.mp4
videoplayback(108年度大專校院學生職場安全衛生體驗及研討活動 精華版)7分29秒播至5分.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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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驗室、實習工場安全衛生 

       實務及校園潛在危害案例 

二、危害辨識與安全防護(機械、 

       電氣設備及化學品) 

三、實驗室緊急應變 

四、結論 

 

 

課程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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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驗室、實習工場安全衛生 

       實務及校園潛在危害案例 

 
 實驗室、實習工場安全衛生實務 

職業病 

職業災害: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
、原料、材料、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
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 
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 

 

videoplayback(職業病預防宣導片)8分51秒.mp4


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 



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 

 預防職業災害: 

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應在合理可行範圍內，
採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使勞工免於發生
職業災害。 

機械、設備、器具、原料、材料等物件之設計
、製造或輸入者及工程之設計或施工者，應於
設計、製造、輸入或施工規劃階段實施風險評
估，致力防止此等物件於使用或工程施工時，
發生職業災害。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8-全國法規資料庫.html


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 



常見合梯、移動梯問題 

 合梯事故.mp4 

10 

106年8月校園修剪樹木，站立於頂板摔落 

合梯事故1分37秒.mp4
合梯事故1分37秒.mp4
合梯事故1分37秒.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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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梯災害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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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inter(移動梯)30秒.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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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驗室、實習工場安全衛生 

       實務及校園潛在危害案例 

 
 校園潛在危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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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梯捲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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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梯夾死榮總醫師--蘋果日報1分30秒20160524.mp4


被捲、被夾 

• 雇主對於離心機械，應裝置覆蓋及連鎖裝置。 

• 前項連鎖裝置，應使覆蓋未完全關閉時無法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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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氣漏電高中生感電死亡 

○ ○ 



 

104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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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1950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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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校 

採光罩， 

你會踩上
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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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 

 強化勞工身心健康保護： 

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預防。 

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
促發疾病之預防。 

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
之預防。 

避難、急救、休息或其他為保護勞工身心健康
之事項。 

未滿十八歲工作者、母性健康保護措施。 

videoplayback(健康好孕印記)6分26秒.mp4


二、危害辨識與安全防護(機械、 

       電氣設備及化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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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因子控制 

• 本質安全設計。 

• 工程控制:改善作業環境，除去各種危害因子。 

• 管理措施:以行政管理的方式減少人員暴露、辦
理安全訓練，提高員工之工作安全意識與警覺，
使能完全遵照工作標準程序作業。健康管理定
期健康檢查有助於早期發現是否受到危害因子
影響....等 

• 個人防護具:個人防護具是作業環 

 境危害預防之最後一道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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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危害辨識與安全防護(機械、 

       電氣設備及化學物質) 

 
 機械危害辨識與安全防護 

videoplayback(捲夾動畫)休息30秒.mp4
videoplayback(捲夾動畫)休息30秒.mp4
videoplayback(捲夾預防動畫)30秒.mp4


風扇有危害之虞未設護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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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 
捲夾 
災害預
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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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夾捲預防(高市處捲夾篇)2分40秒.mp4
機械夾捲預防(高市處捲夾篇)2分40秒.mp4
機械夾捲預防(高市處捲夾篇)2分40秒.mp4
機械夾捲預防(高市處捲夾篇)2分40秒.mp4
機械夾捲預防(高市處捲夾篇)2分40秒.mp4
機械夾捲預防(高市處捲夾篇)2分40秒.mp4
機械夾捲預防(高市處捲夾篇)2分40秒.mp4


機械之調整、修理應先停機 
，並標示或上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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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雇主對於鑽孔機、截角
機等旋轉刃具作業，勞
工手指有觸及之虞者，
應明確告知並標示勞工
不得使用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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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孔機械30秒.mp4


二、危害辨識與安全防護(機械、 

       電氣設備及化學品) 

 
 電氣設備危害辨識與安全防護 

 火災危害 

 感電危害 

videoplayback(感電危害防護)30秒.mp4
videoplayback(感電危害防護)30秒.mp4
videoplayback(感電危害防護)30秒.mp4
videoplayback(感電危害防護)30秒.mp4
videoplayback(感電危害防護)30秒.mp4
videoplayback(火災危害)5分35秒.mp4
台電感電宣導30秒.mp4


二、危害辨識與安全防護(機械、 

       電氣設備及化學品) 

 
 化學物質危害辨識與安全防護 

 爆炸危害防護 

 雇主對於具有危害性之化學品，應予標示
、製備清單及揭示安全資料表，並採取必
要之通識措施。(職安法第10條) 

videoplayback化學物質危害辨識與安全防護(實驗室安全宣導片)14分49秒.mp4
videoplayback化學物質危害辨識與安全防護(實驗室安全宣導片)14分49秒.mp4
videoplayback化學物質危害辨識與安全防護(實驗室安全宣導片)14分49秒.mp4
videoplayback(爆炸危害防護)4分43秒.mp4
附表一：危害性化學品之分類、標示要項.pdf
附表二：標示之格式.pdf
附表五：危害性化學品清單.pdf
安全資料表.pdf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危害通識計畫1080511修正版.pdf


三、實驗室緊急應變 

 
 各類危害緊急應變步驟 

 狀況1 

 狀況2 

 狀況3 

videoplayback(各類危害緊急應變步驟、器具)22分10秒.mp4
videoplayback(各類危害緊急應變步驟、器具)22分10秒.mp4
videoplayback(各類危害緊急應變步驟、器具)22分10秒.mp4
videoplayback(緊急應變演練1)6分52秒.mp4
videoplayback(緊急應變演練1)6分52秒.mp4
videoplayback(緊急應變演練2)4分00秒.mp4
videoplayback(緊急應變演練2)4分00秒.mp4
videoplayback(緊急應變演練3)3分18秒.mp4
videoplayback(緊急應變演練3)3分18秒.mp4


三、實驗室緊急應變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緊急應變計畫 

高師大緊急應變計劃修正(108.07.30).pdf
高師大緊急應變計劃修正(108.07.30).pdf


四、結論 

 職業安全法立法目的:為防止職業災害，保
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 

 意外98%可藉由管理措施來預防。 

 災害預防首重危害辨識。 

 危害控制方法:本質安全設計、工程控制、
管理措施、個人防護具。 

 實(試)驗室、實習工場應訂定緊急應變計畫
，並對各種狀況加以演練。 

 



參考資料: 
• https://www.safelab.edu.tw/index.aspx(教育部學校安

全衛生資訊網) 

• http://www.osha.gov.tw/(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 https://trains.osha.gov.tw/(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網) 

• https://www.osha.gov/(美國職業安全衛生署) 

• http://www.klsio.gov.tw/(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
處) 

•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7336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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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afelab.edu.tw/index.aspx
http://www.osha.gov.tw/
https://trains.osha.gov.tw/
https://www.osha.gov/
http://www.klsio.gov.tw/


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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