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南大學安全衛生自動檢查計畫 

  107年 6 月 11日 107年第 2次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通過 
 107年 9月 12日 107學年度第 1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依據：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條，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79 條規定，訂定本校安全衛生自 

動檢查計畫。     

二、目的： 

(一)藉由定期主動檢查安全衛生事項，預先發現不安全與不衛生因素，並設法消除或控制，

以防止災害發生，保障校內工作者（如：教職、員工、與學生）之安全與健康。 

(二)改進不安全與不衛生的工作環境、機械設備及動作行為，宣示校方關心校內工作者

之安全與健康。

(三) 建立各種機械設備良好之檢查、保養制度，增進校內工作者之作業安全，並延長機械

設備使用年限。

三、權責： 

   (一)由環安組訂定自動檢查表範本，放置於學校環安組網頁，各單位依工作場所性質，填 

寫適用之自動檢查項目。 

(二)各單位主管督導實施自動檢查，檢查紀錄應留存三年以上。

   (三)環安組寒暑假查核各實驗室，確認各單位自動檢查紀錄建檔管理。 

四、作業內容： 

   (一)作業內容說明 

對於機械、設備之定期檢查及作業檢點，應依實際需要自行訂定，並以檢點手冊、檢點 

表等為之。各單位應依自動檢查紀綠表，按時檢查並於次月前將檢查結果擲交環安組簽 

核，表單由原單位自行存查。 

(二)自動檢查類別：依其屬性區分為下列四種：

1.定期檢查：即對工作場所各種機器、設備，依照其性質、使用時間而進行週期性檢

查，目的是為了明瞭機械的使用狀況。檢查週期有：每週、每月、每季、

每半年、每年、每兩年、每三年等不同間隔。

2.重點檢查：即對某些特殊機械設備，於完成設置開始使用前或拆卸、改裝、修理後，

就其部份重要處實施重點式檢查。

3.作業檢點：可分機械設備之作業檢點與勞工作業有關事項之檢點，其屬於比較不詳

細之檢查，目的在於了解當時機械設備或作業情形之概況。

4.重新檢查：機械、設備停用 1 年以上或由國外進口、移動、改造等狀況，應進行重

新檢查。

5.各實驗室、試驗室、實習工場、試驗工場則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公告之「自動

檢查實施計畫表」決定各實驗室內部適用之機械設備，並建立各檢查頻次之「每月、



每週自動檢查表或每日點檢表」，由各實驗室負責人審核/核准後實施。 

6.自動檢查制度之建立，可參考相關之機器設備操作與保養作業指導書。

(三)「每月、每週自動檢查表或每日點檢表」之制訂與使用：

1、 各場所(含實驗室、試驗室、實習工場、試驗工場)應由實驗室負責人指派專人進

行實驗室之每日點檢、每週點檢及每月點檢，並記錄於「○○場所每日安全衛生

自動檢查檢點記錄表」、「○○場所每週安全衛生檢查檢點記錄表」、「○○場所每

月安全衛生檢查檢點記錄表」。各實驗室可依其實驗室特性增修訂其檢查項目。

2、 場所中有有機溶劑作業者應針對其局部排氣設備進行點檢，並記錄於「國立臺南

大學局部排氣裝置每月定期重點檢查表」、「國立臺南大學有機溶劑作業檢點表

（每日）」。

3、 場所中有氣體鋼瓶設施者則應於每次作業前進行點檢並記錄於「○○場所高壓氣

體鋼瓶及管路作業檢點表(每次)」、「○○場所高壓氣體容器鋼瓶自動檢查表(每

月)」。 

4、 場所中有空氣壓縮機機應每年進行其外觀或功能點檢，記錄於「○○場所空氣壓

縮機機械部分每年定期檢查表」。

5、 場所中有乾燥設備（烘箱），則應每年針對其本體、電器裝置、加熱系統等進行

點檢，並記錄於「○○場所乾燥設備（烘箱）每年定期安全檢查表」。

6、 場所中有高低壓設備，則應針對其變壓器、開關等進行點檢，並記錄於「○○場

所高壓用電設備每月定期檢查表」、「○○場所低壓用電設備定期檢查表」中。

7、 場所中有離心機械、木工刨木機、木工刨花機、木工車床、木工帶鋸機、木工圓

盤鋸、銑床、鋸床、鑽床等危險性機械，則應定期進行安全檢查並留置紀錄。而

在危險性機械之實驗場所在顯眼處應張貼這些機械之安全注意事項。

8、 各單位設備、機械等以全部或部份交付承攬時，應以書面約定由承攬人實施執行

自動檢查；並將實施內容包括自動檢查計畫及自動檢查紀錄表以書面送交主管單

位存查，自動檢查紀錄執行單位必須保存一份，以備查核。

9、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每年應確認各場所是否確實執行自動檢查，並就不符合部

分提出改善建議，以方便後續實際改善之執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應定期依

「自動檢查實施管理表」之內容進行點檢，以查核各實驗室、試驗室、實習工場、

試驗工場的安全衛生之管理是否確實，若有不符合者則應提出矯正及預防措施。 

10、內部溝通：各實驗室制定之各項「自動檢查表」須與實際操作、 使用人員或

檢查人員進行溝通、協調，完成各系所適用之表格，使實際操作、

使用人員或檢查人員對檢查表內容認知一致，且均能接受與實行。

檢查人員應由實驗室負責人指派專人負責。

五、安全衛生自動檢查表應紀錄下列事項： 

(一)檢查年、月、日。

(二)檢查方法。



(三)檢查部分。

(四)檢查結果。

(五)實施檢查者姓名。

(六)依檢查結果採取改善措施之內容。

六、安全衛生自動檢查紀錄注意事項 

(一) 『自動檢查表』於機器、設備改變時，應由實際操作、使用人員、或檢查人員提出修

訂，並於修訂後應知會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然後重新執行。

(二) 自動檢查記錄應保存 3年。

七、發現不安全狀態處置要點： 

(一)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81 條規定作業人員、主管人員、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

實施檢查、檢點，如發現對校內工作者有危害之虞時應即報告上級主管。單位主管或

實驗室負責人於自動檢查發現有異常時，應立即檢修及採取必要措施。

(二)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84 條規定，學校以其事業之全部或部分交付承攬或再承攬

時，如該承攬人使用之機械、設備或器具係由學校提供，該機械、設備或器具應由原

事業單位實施定期檢查及重點檢查。前項定期檢查及重點檢查於有必要時得由承攬人

或再承攬人會同實施。

(三) 前述之定期檢查及重點檢查如承攬人或再承攬人具有實施之能力時，得以書面約定由

承攬人或再承攬人為之。

(四)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85 條規定，學校承租、承借機械、設備或器具供校內使用

者，應對機械、設備或器具實施自動檢查。

(五) 前項自動檢查之定期檢查及重點檢查，於學校承租、承借機械、設備或器具時，得以

書面約定由出租、出借人為之。

八、專業技術(如升降機、高壓電氣設備等)安全衛生檢查委請專業廠商實施，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之危險性機械設備（如第一壓力容器）應委請檢查機構定期檢查，經檢查合格取得合格

證後才能使用。使用超過規定期間者，非經再檢查合格不得繼續使用。 

九、本計畫經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議通過後，送行政會議討論，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

亦同。



國立臺南大學安全衛生自動檢查週期一覽表 

機械、設備 

作業名稱 

定期檢查 重點 

檢查 

作業 

檢點 

紀錄保

存三年 

每月 3個月 6個月 1年 

鍋爐 ★ ★

乾燥設備及附屬

設備 

★ ★

離心機械設備 ★ ★

小型壓力容器 ★ ★

緊急沖淋洗眼器 ★ ★

有機溶劑作業 ★ ★

局部排氣裝置 ★ ★ ★

高壓體鋼瓶及管

路作業 

★ ★

高壓電氣設備 ★ ★

低壓電氣設備 ★ ★



檢查方法 檢查結果 改善措施

1.爐體(或上下汽水鼓)有無損傷變形 目視檢查

2.爐筒有無損傷過熱或壓潰膨出 目視檢查

3.煙管或水管有無局部過熱或洩露 實測檢查

4.外殼磚壁保溫有無損傷鬆弛龜裂 目視檢查

1.燃料油加熱器有無損傷 目視檢查

2.燃料輸送及管有無損傷 目視檢查

3.噴燃器有無損傷及污髒 目視檢查

4.過濾器有無堵塞或損傷 目視檢查

5.燃燒器及爐璧有無污髒及損傷 目視檢查

6.煙道有無洩漏、損傷及風壓異常 實測檢查

1.自動起動停止裝置機能有無異常 實測檢查

2.火焰檢出裝置有無異常 實測檢查

3.燃料切斷裝置有無異常 實測檢查

4.水位調節裝置有無異常 實測檢查

5.壓力調節裝置有無異常 實測檢查

6.電氣配線端子有無異常 實測檢查

1.給水裝置有無損傷及作動狀態 目視檢查

2.蒸汽管及停止閥有無損傷及保溫狀態 實測檢查

3.壓力錶及水位計是否正常 實測檢查

4.安全閥性能是否正常 實測檢查

5.水處理裝置機能有無異常 實測檢查

國立臺南大學  鍋爐每月定期檢查表

設置單位 ： 設備編號：    檢查日期： 附表一

檢查項目

註：1.檢查結果：正常打○，異常打X、不適用打NA。

燃燒裝置

鍋爐本體

自動控制

裝置

單位主管：       環安組：

檢查人員：   場所負責人：

2.法源依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32條。

3.次月10日前，送至環安組簽核。

4.本表單需保存三年，請各保管單位自存備查。 

附屬裝置

需保存三年 



國立臺南大學離心機械設備每年定期檢查 表附表二

學院、系所： 實驗室編號／名稱： 

離心機編號： 檢 查 日 期 ：   年 月   日 

項 目 檢 查 內 容  檢 查 方 法 檢 查 結 果 改 善 措 施 

外 

殼 

1.外殼螺絲是否栓緊 目視 

2.使用時，蓋子是否蓋緊 目視 

3.外殼有無龜裂、變形現象 目視 

4.電源是否接地 目視 

回 

轉 

體 

1.回轉體螺絲是否栓緊 目視 

2.是否標示最大轉速 目視 

3.回轉體有無龜裂、變形現象 目視 

主 

軸 

軸 

承 

1. 自離心機機械取出內裝物時、應使該機械

停止運轉後再行取出
目視 

2.主軸軸承有無龜裂、變形現象 目視 

3.轉速所發出的聲音是否正常 測試運轉 

制 

動 

器 

1.是否有制動裝置 測試運轉 

2.是否有設備操作手冊 目視 

檢查人員：   實驗室負責人： 

系主任：  環安組： 

註：1.檢查結果：正常打○，異常打×。 

2.法源依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18 條。

3.請於檢查後次月 10 日前，送至環安組簽核。

4.本記錄表單應保存三年，請各實驗室自存備查。



   國立臺南大學  小型壓力容器每年定期檢查表 需保存三年 附表三

學院、系所：   實驗室編號／名稱：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編號 分類 檢查部位 檢查內容 檢查方法 檢查結果 

1 容器本體 

本體有無損傷、腐蝕 目視 檢查外觀 

焊接縫有無腐蝕及裂縫 目視 檢查焊接縫 

保溫有無破損 目視 檢查保溫材質是否有破損 

2 蓋板螺拴 

各部螺拴有無鬆動或減少 測試 動作確認是否鬆動 

各部螺拴有無損耗、腐蝕 目視 目視是否腐蝕 

蓋版、凸緣有無腐蝕或變形 目視 目視是否腐蝕 

3 管及閥等 

閥、旋塞有無損耗或洩漏 測試 加壓後關閉閥門，觀察壓力是否會下降 

各接頭有無洩漏 測試 加壓後關閉閥門，觀察壓力是否會下降 

管線有無腐損(含電熱管) 洩漏 目視 

4 安全裝置 

洩壓閥有無損耗或洩漏 動作 動作是否確實 

漏電斷路器 動作 動作是否確實 

電源過載斷路器 動作 儀器測試 

過熱保護裝置 動作 運轉測試 

5 
附屬及安全

裝置 

壓力計 指示 目視（或儀器校正）

溫度計 指示 目視（或儀器校正）

液位計 指示 目視（或儀器校正）

6 其他 

備註及改善建議 

註：1.檢查結果：正常打○，異常打 X，不適用打 NA。 

2.法源依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36 條。

3.請於檢查後次月 10 日前，送至環安組簽核。

4.本表單需保存三年，請各實驗室自存備查。

檢查人員：    實驗室負責人：  系主任：  環安組： 

9000-01 



國立臺南大學緊急沖淋洗眼器每月定期檢查表   需保存三年   附表四 

設置場所 設備編號 檢查年度   年 

項次 檢查項目 檢查基準 
檢查 

方法 

檢查日期 

一 設置場所 
周圍1.5公尺內設通道無障礙物，地

面整潔平坦（溝、洞有防護設備） 
檢點 

二 機體 

無銹蝕、損壞、變形、組件（零件）

欠缺、鬆動等情形 
檢點 

各功能正常、無漏水 檢點 

三 水管 

主閥保持常開，接頭密合、不漏水，

閥柄無損壞、變形 
檢點 

控制閥（長柄或腳踏）機能正常，噴

撒頭整潔、無雜物阻塞 
測試 

四 水源 

確認水壓、水溫均適當 操作 

確認水質無污濁情形 操作 

五 排水管 保持順暢 測試 

六 標示或指示 保持鮮明易見 檢點 

註：

1. 檢查結果：正常打○，異常打 X。

2. 法源依據：「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318 條。

3. 請於表單完整填寫後，次月 10 日前，送至環安組簽核。

4. 本表單需保存三年，請各單位自存備查。

檢查人員： 實驗室負責人： 系主任： 環安組： 



國立臺南大學 乾燥設備及其附屬設備（烘箱）每年定期檢查表 附表五

學院、系所：  實驗室編號／名稱：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需保存三年 

項次 檢   點   項   目 檢查方法 檢查結果 改善措施 

1. 內、外部是否有損傷，變型或腐蝕 目視 

2. 換氣設備或安全閥、壓力錶是否正常 目視 

3. 窺視孔、出入孔、排氣孔等開口部是否正常 運轉測試 

4. 內部溫度設定裝置及調整裝置是否正常 運轉測試 

5. 設置於內部之電氣及配線是否正常 目視 

6. 設置於內部之機械是否正常 運轉測試 

7. 其他 

註：1.檢查結果：正常打○，異常打 X，不適用打 NA。 

2.法源依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27 條。

3.請於檢查後次月 10 日前，送至環安組簽核。

4.本表單保存三年，請各實驗室自行留存備查。

檢查人員： 實驗室負責人：   系主任： 環安組： 



檢查項目 日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1
是否有直接接觸有機溶劑之現象

(手套、實驗衣)

2
是否有不適當之工作方法致使溶

劑彌漫

3
是否攜帶防毒口罩(如果必要使

用防毒口罩時)

4 是否隨手對溶劑容器加蓋

5
是否室內僅置放當天所需使用之

溶劑

6 所有溶劑是否標示其種類及名稱

7 作業場所是否有放置安全資料表

8
作業場所是否有公告使用有機溶

劑應注意事項

9
作業人員是否有帶安全眼鏡、口

罩

註：1.檢查結果：正常打○，異常打X。

2.法源依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69條。

3.檢查完畢，次月10日前送至環安組簽核。

4.本表單保存三年，請各實驗室自存備查。 

          檢查人員： 實驗室負責人：           系主任： 環安組：

 國立臺南大學   有機溶劑作業檢點表 

學院、系所： 實驗室編號/名稱：        檢查日期：        年 月        附表六

備註及改善建議

需保存三年



國立臺南大學  局部排氣裝置每年定期檢查表 需保存三年  附表七 

學院、系所： 實驗室編號／名稱：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項次 檢 查 部 份 檢查方法 檢查結果 改善建議 備註

1 構造（氣罩及導管）部份之磨損、腐蝕及其他損害之狀況及程度。 目視檢查

2 除塵裝置內部（導管或排氣機）塵埃堆積之狀況。 目視檢查

3 濾布式除塵裝置者，有濾布之破損之狀況。 目視檢查

4 排氣機之注油潤滑狀況。 目視檢查

5 導管接觸部分之狀況。 目視檢查

6 連接電動機與排氣機之皮帶之鬆弛狀況。 目視檢查

7 吸氣及排氣之能力。 儀器量測

8 設置於排放導管上之採樣設施是否牢、鏽蝕、損壞、崩塌或其他妨礙

作業安全事項。 
目視檢查

9 其他保持性能之必要事項。 目視檢查

註：1.檢查結果：正常打 ○，異常打×。 

2.法源依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41 條。

3.請於檢查後次月 10 日前，送至環安組簽核。

4.本記錄表單應保存三年，請各實驗室自行留存備查。

檢查人員： 實驗室負責人： 系主任： 環安組： 



 國立臺南大學  局部排氣裝置重點檢查表 需保存三年   附表八 

學院、系所： 實驗室編號／名稱：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項 次 檢 查 部 份 檢查方法 檢查結果 改善建議 備註

1 導管或排氣機之塵埃聚積狀況。 目視檢查

2 導管接合部份之狀況。 目視檢查

3 吸氣及排氣之能力。 儀器量測

4 其他保持性能之必要事項。

註：1.檢查結果：正常打 ○，異常打×。 

2.法源依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47 條。

3.請於次月 10 日前，送至環安組簽核。

4.本記錄表單應保存三年，請各實驗室自行留存備查。

檢查人員： 實驗室負責人： 系主任： 環安組： 



  國立臺南大學高壓氣體鋼瓶及管路作業檢點表  附表九
學院、系所： 實驗室名稱/編號：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期           

項    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1.鋼瓶是否有固定

2.鋼瓶內容物名稱，是否有

明顯標示

3.鋼瓶柱塞、調壓器是否正

常，是否無洩漏

4.高壓皮管，是否無損壞

5.是否有管夾固定

6.流量計，是否無損壞洩漏

7.共同輸送管路是否無損

壞 、腐蝕、洩漏

8.空瓶處理或備用氣體儲放

情況是否良好

9.鋼瓶儲存間是否有易燃物

10.是否置於陰涼，非陽光

直射處

11.其他

備註及改善建議 

註：1. 檢查結果：正常打 ○，異常打×。 2.法源依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64條。

3. 請於檢查後次月 10 日前，送至環安組簽核。  4.本記錄表單應保存三年，請各實驗室自行留存備查。

檢查人員： 實驗室負責人：  系主任： 環安組： 

需保存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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