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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優事業單位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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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表

時間 活動行程

09:30～ 10:00 報到

10:00～ 10:05 主持人開場

10:05～ 10:15 表演活動

10:15～ 10:25 長官及貴賓致詞

10:25～ 10:50 職業安全衛生績效優良縣市政府頒獎

10:50～ 11:10 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單位五星獎頒獎

11:10～ 11:15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自主管理績優單位頒獎

11:15～ 11:30 頒發感謝狀
(積極參與TOSHMS促進會會務推動幹部)

11:30～ 11:55 政府機關推動職安衛業務成果分享

11:55～ 12:25 職業安全衛生績優單位實務交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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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單位五星獎得獎單位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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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區營業處屬離島單位，轄管澎湖小離島（七美、望安、虎井 3 電廠）
發電及穩定澎湖地區供電責任。整體發電設備【裝置容量】比率，柴油及重油
機組計 10 部發電 138.740MW（83.98%），太陽光電 16.260MW（9.84%），
風力機組 10.200MW（6.18%）。員工人數 175 人，平均年齡 42.54，平均年
資 17.04，承攬商人數：110 人，用戶數 58,624 戶。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澎湖區營業處

單位介紹

安全衛生管理概念

戮力貫徹【人命首要 工安優先】政策，積極安全衛生管理機制與各項活動，
以精進並強化【員工】及【承攬商】之工安自主管理，全力維護零災工安績效。

消除作業現場存有感電、墜落、電弧灼傷、 缺氧中毒、崩塌及吊掛等潛在
危害。

澈底防止人為失誤，追求工安永無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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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實績

制度執行績效

1.89 年 11 月 27 日榮獲行政院勞委會推行勞工安全五星獎。
2.100 年 7 月榮獲勞動部 99 年度推行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單位。
3. 榮獲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健康職場認證健康啟動標章
    ( 有效期限：110 年 1 月 1 日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 )。
4.109 年 10 月完成 ISO45001 改版驗証通過。
5.110 年 11 月 23 日榮獲勞動部 TOSHMS 2.0 授證。

1. 每週一工安早會
2. 移動式工地即時影像監視系統 (CCTV)
3. 工安互動式危害辨識訓練
4. 安全接談（新進或職務異動員工於工作後 1 個月內）
5. 設置工安教室設備展示兼訓練
6. 新配電工程資訊系統 - 工安預警系統（藍黃紅警示燈號）

工地即時影像監視系統 (CCTV) 現場關懷承攬商及贈送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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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核能發電廠 ( 以下簡稱核二廠 ) 位於新北市萬里區，裝置兩部核能發電
機組，分別於 1981 年 12 月及 1983 年 3 月商轉發電，發電容量各為 985,000 瓩，
是國內電力供應系統中，裝置容量最大的發電機組。核二廠長期供應北部地區
的電力需求，為台灣的電力能源提供可靠穩定的貢獻，核二廠二部核能發電機
組分別於 2021 年 12 月及 2023 年 3 月運轉執照屆滿後進行除役。

單位介紹

安全衛生管理概念

核二廠以「尊重生命、關懷健康」為理念，以「符合法規、風險管理、持
續改善、訓練溝通」作為管理階層承諾和持續改善安全衛生績效的方向，致力
消除職場上任何潛在風險，營造安全的工作環境，確保每位工作者的工作安全
及健康，使全體工作者參與安全衛生工作，人人深植安全文化皆以安全為當責，
共同防止職業災害。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核能發電廠



77

制度執行績效

核二廠每年對起重吊具實施檢查並以顏色區別，強化設備本質安全管理，
各工作場所設置工安告示牌，要求工作人員落實安全防護措施，並研發風險評
估工具，每日透過風險燈號掌控高風險作業，運用 CCTV 監視現場工作，採取
有效的監督查核作為，利用工安預警資訊系統，對承攬商安全績效加強輔導，
每年均能達成「零工傷、零災害」目標。

其他實績

核二廠推動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通過 ISO 45001 及 TOHMS 標準認證，
持續改善安全衛生設施，推行健康促進措施，建立舒適安全的職場環境，於
106 年獲得績優健康職場健康管理獎，109 年獲得健康促進標章。推行職業安
全衛生方面成果斐然，榮獲 108 年度經濟部所屬事業職安楷模，109 年至 111
年連續三年榮獲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單位獎，樹立國營事業示範標竿。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核能發電廠

大修現場安全管理 廠區工安告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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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松下電材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松下電材 ( 股 ) 公司創立於 76 年 , 為日本松下 (Panasonic) 集團海外
子公司。創業初期只生產全彩色配線器具 , 現在已擴大到斷路器及電子高機能商
品事業 , 涵蓋各類開關、配線器具、各類素材展開蓋板及照明控制系統等商品 ,
並以「全球市場的電氣設備綜合資材製造商」為願景 , 積極擴展新事業、海外市
場 , 期盼進一步豐富人們各層面的生活。

單位介紹

安全衛生管理概念

我們的安全衛生管理理念『安全衛生是事業的生命』，我們認為置備符合
安全衛生法規的設施、設備只是最基本的要求。我們強調以『人』為本、全員
參與從更深的層次來預防災害的發生，將安全衛生從養成習慣開始、從而改變
員工對於安全衛生的想法，將安全衛生深植於每個人的心中形塑我們自己的安
全衛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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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管理 (2 公尺以上作業 )
勞工配戴背負式安全帶

呼吸防護計畫之呼吸防護具氣密性測試

制度執行績效

1.108 年申請並通過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推行之「職業安全衛生績效認
可」。

2. 取得 109 年、110 年、111 年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推行之職安衛優良
單位獎。

3. 推行健康促進活動獲得教育部體育署頒發之 111 年度運動企業認證。
4. 持續參與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推行之「職場安全健康週活動」。
5. 取得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健康職場認證健康促進標章。

其他實績

1. 每年實施並推動全員之安全衛生加強月活動。
2. 總經理定期至作業現場實施安全巡視。
3. 職安人員不定時至現場實施安全巡視，並將不安全事項拍照後發函要求

責任單位限期改善。
4. 職安人員至供應商與外包商處協助實施作業現場安全衛生評估提出須改

善事項，並持續追蹤改善措施。
5. 設立安全衛生改善提案制度、鼓勵基層員工提案改善作業環境以進一步

降低災害發生的可能性。
6. 集團內公司實施交互稽核制度，吸取他人長處以補己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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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東部發電廠

東部發電廠座落於花蓮市中心，主要經營花蓮地區水力發電機組之發電業
務，提供綠能優質電力。本廠轄區遼闊，共有 12 個機組 19 部水輪發電機，為
台電公司唯一自主大修之電廠，近年致力於發展微水力，成果豐碩。

單位介紹

安全衛生管理概念

本廠為減低電力業務相關之活動，對感電、墜落、交通事故等風險，本廠
依循全員參與、符合法規、風險管理、持續改善之承諾，遵守相關職安衛法令
規章，落實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以提昇管理績效，達到持續改善之經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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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執行績效

1、本廠於 98 年 4 月 OHSAS18001 與 TOSHMS 初次驗証通過。
2、101 年接收碧海電廠，轄區延伸至花蓮縣最北端秀林鄉和平村。
3、103 年 5 月整合品質、環保、職安衛程序書，完成 ISO 三合一認証通過。
4、108 年負責東興機組保養維護，原有轄區延伸至台東卑南鄉。
5、109 年 10 月完成 ISO45001 改版驗証通過。
6、109~111 年榮獲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單位。

東部發電廠職業安全管理現況特色

風險管理善用科技管理

其他實績

本廠持續推動職場零災害，經由各項會議，不斷尋求水平、垂直的溝通機
會，運用科技，消邇因距離產生的溝通困難；各級主管的每日工安叮嚀及跨部
門協調，為同仁引導工安重要性，透過溝通協調讓工安文化深植人心，讓現場
同仁願意自動自發落實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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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統益公司創立於 71 年，主要從事大豆進口、加工、及多種植物油脂生產
與銷售業務，是台灣大豆蛋白及植物油領域的市場領導者。公司本於「尊重生
命，善待他人」理念，全力滿足企業利害相關人需要，並透過永續經營政策的
落實執行，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單位介紹

安全衛生管理概念

本公司於 90 年導入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ISO45001/TOSHMS)，最高管
理階層在推動執行時首重「全員參與」和「重視細節」，要求主動傾聽內外部
的意見，在規劃各項職業安全衛生改善活動時，應秉持尊重生命、落實執行、
和持續改善理念以建立友善安全的職場環境。 

大統益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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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實績

制度執行績效

高階主管率領各單位人員共同執行 5S 環安衛聯合月巡活動，藉由團隊參與
的方式發現改善機會並深化安全意識。近年來環安衛的具體績效包括實施入廠
酒測、廠內車輛限速、出廠車輛載重限制及推動卡車側捲式帆布蓋等，大幅降
低職場災害與潛在風險。另外為預防職業傷害，也進行人因工程改善，減少勞
工作業負荷。

本公司在「正心誠意、創新求進」的企業文化引領下，追求永續發展與善
盡企業社會責任，透過系統化和組織化的安全衛生管理、落實員工身心健康照
護及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並提供全員安全舒適的工作環境。未來我們會努力在
各項企業社會責任領域不斷精進，讓企業能永續成長並促進社會正向發展。

推動卡車側捲式帆布蓋 鐵桶卸貨人因工程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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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區管理處

本區處成立於 63 年 7 月 1 日，供水區域包括台中市、南投縣、苗栗縣卓
蘭鎮、苗栗縣三義鄉 ( 鯉魚潭村矮山部分 )、彰化縣芬園鄉高地區等，共設置有
3 個給水廠，3 個服務所及 12 個營運所。歷年來在全體員工努力之下，致力於
普及率之增加，售水率之提高，提昇服務品質，並以企業化之經營管理充分發
揮自來水事業功能。

單位介紹

安全衛生管理概念

以供應量足質優之自來水為本業，以環境設備本質安全為前提，以源頭管
理為優先，尊重生命，關懷健康，增進福祉，促進勞資協調與和諧，提昇工作
生活品質，藉由建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實施風險評估，落實執行，持續
改善，提高安全衛生績效，以達永續經營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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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執行績效

本區處以符合法規、防範未然、全員參與、持續改善、友善環境的政策，
在全體同仁努力下，曾獲得勞動部 96 年、97 年、102 年、103 年、109 年、
110 年、111 年『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單位獎』，及榮獲 98 年、104 年『五星獎』；
另於 109 年度參加經濟部所屬事業職安楷模選拔活動，榮獲『優良單位丙組第
二名』殊榮。

其他實績

1、本區處持續通過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ISO 45001/TOSHMS) 驗證，連
續驗證期間長達 12 年。

2、積極推動歷年全國職場安全健康週活動實施計畫，提送執行成果均獲職
業安全衛生署肯定。

3、110 年百年亢旱分區供水期間，利用科技於車輛 GPS 定位追蹤，關心臨
時加水站補水作業狀況，確保人安物安。

4、推動對承欖商責任照顧制度，辦理「台水職安卡教育訓練」之活動。

持續通過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TOSHMS) 驗證 辦理「台水職安卡教育訓練」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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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主辦機關 : 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
・專案管理含監造單位 :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 台北國際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施工統包商 : 設計單位 - 李安憲建築師事務所 / 

             施工廠商 - 潤弘精密工程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單位介紹

安全衛生管理概念

一、職業安全衛生政策：
        潤弘公司以人為本，致力為顧客、員工及社會創造出價值的誠信事業。多年以來，

致力於推動 6S( 安全、整理、整頓、清掃、清潔、習慣 ) 活動，提升工作環境之
安全衛生，促進員工健康，並導入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營造安全、健康、活
力的工作環境。

二、職業安全衛生目標：
   1. 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法令規章要求，並以超越法令要求為標竿，以防護人員生命

安 全及身心健康。
   2. 設定安全衛生目標及方案，監控與量測安全績效、實施矯正與預防措施等，以

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以持續改善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3. 持續引進及使用更安全的材料物質、機械設備、控制技術，以持續創造更安全、

更健康的工作環境。
   4. 促進員工溝通、參與及諮詢，共同落實執行安全訓練、安全檢查、安全防護等

各項風險管制措施，以零事故、零災害為最高指導方針。

潤弘精密工程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名稱 : 桃園市中壢區一號基地新建公營住宅統包工程



1717

制度執行績效

全案以通用設計為原則，因應自然環境、生態景觀、都市紋理、人文及交通等因素，
配合建築計畫需求及相關建築與職安法規，提出設計、施工風險評估以完善整體設計
及確保施工安全；同時於設計階段導入模組化及安全施工概念 :

1. 平面規劃採模組化、共用化、材料簡易化、造型簡潔化，俾以增進施工記憶、
管理簡易化、經濟度、降低繁雜工項及降低施工安全之風險產生。

2. 確實以建築資訊模型 (BIM) 為工具，預先建模演練以降低施工危害風險。

其他實績

工地確實執行潤泰集團尹衍樑總裁要求 :『工段事工段畢，物料堆放橫平豎直』之
規定，也就是 6S 運動，該運動已行之有年且納入常態管理，為貫徹「安衛三級制」，
由上到下，全員安衛，全面落實到每一位現場工程人員及廠商，俾以降低工地隱藏風
險，確保施工作業環境安全。

建立廠商安衛績效評比制度，定期實施職安衛評核與獎懲，高階主管必須每月不定
期至工地實施巡視，充分展現管理階層對推動安衛的決心，以符合公司建構與認證 [ 職
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TOSHMS)] 的規定與要求。

注重工程規劃及技術研發，在本工程中展現優良的安全工法如下 :
1. 新式佈漿機澆置：替代傳統混凝土澆置方式，降低對施工架及樓版震動，可

防止鋼筋位移、預防模板倒塌及人員絆跌風險，同時也提升施工品質與澆置
效率。

2. 施工電梯雙車廂：施工電梯採用人 / 貨分離雙車廂之規劃，除能提升人員上
下與物料搬運效率外，可避免電梯井吊料使用時機，俾以防止人員有墜落與
物體飛落之風險。

施工團隊與勞檢處締結安全伙伴 施工電梯乘場相關安全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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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晶圓十四B廠

推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特優得獎單位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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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公司成立於 76 年，而座落於台南科學園區的台積公司晶圓十四 B 廠，
屬台積公司 12 吋超大型晶圓廠，102 年成廠後，每月可提供超過 10 萬片的產
能。廠區取得 ISO45001/TOSHMS 等安全衛生管理系統驗證，並獲得 111 年南
科園區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單位。108 年至 110 年間，台積公司晶圓十四 B 廠近
三年總合傷害指數低於行業二分之一且低於全產業四分之一以下，榮獲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系統績效認可特優殊榮。

單位介紹

安全衛生管理概念

台積公司制定安全衛生政策，力求超越國內外安全衛生法規與標準，致力於達
成安全零事故，建構最佳健康職場，成為世界級安全衛生標竿企業。

1、 推動安全文化：深植以人為本的安全文化，控管安全風險，建構本質安
全的工作環境。

2、 全方位健康管理：落實職業疾病預防，促進員工身心健康，達成工作與
生活的平衡。

3、 內外串聯：與利害關係人攜手溝通與合作，建立產業鏈安全的工作環境，
共同降低職場安全衛生風險。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晶圓十四 B 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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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執行績效

台積公司晶圓十四 B 廠以安全衛生政策為本，於廠區執行一系列提升職業
安全衛生系統之專案，保障廠內員工及廠內承攬商的工作安全與健康。

1、 深植安衛文化：建立員工與公司互護的安全文化，將降低事件、改善受傷
再發率列為管理目標，近三年維持零重大職災、零職業病。

2、 守護健康職場：藉由職業醫學專科醫師執行臨場健康巡查，從醫學的觀點
協助排除工作場所中可能危害，持續強化職場安全與人員健康。除優於法
規每年提供員工健康檢查外，亦主動加碼提供公假接受腦心血管相關檢
查，強化員工健康檢查。

3、 串聯外界安衛文化：舉辦 Contractor 100 承攬商誓師大會，邀約承攬商
高階主管共同合作，”1”起邁向”0”事件”0”職災的目標邁進，公開
表揚優秀承攬商，並進一步保障承攬商的工作安全與健康。

4、 承攬商安全管理：頒布《台積公司承攬商環安衛藍皮書》做為承攬商適用
台積公司所有廠區的施工安全指引，並供應商網站平台上線，與承攬商共
享下載閱讀，與承攬商共創安全友善環境。

工安衛生團隊 職業醫學專科醫師臨場健康訪視Contractor 100 承攬商誓師大會

其他實績

1、 智能工廠：導入自動搬運機器人、智能倉儲，取代人力搬運方式，避免人員
搬運導致人因危害及提升工作效率，前進智能工廠。

2、 AI 導入：廠務智能巡檢機器人 24 hrs 自動監測 11 項環境資訊 ( 如溫溼度、
噪音、噪音照相機等 )，達到早期異常防範之目的。

3、 攝影機 Live 即時監控：監控高風險作業即時影像，尋找改善作業手法之機
會，以降低作業盲點造成危害發生。

4、 創新檢測儀器：導入新型檢測儀器，及早發現並預防危害發生，提高意外發
生時能應變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