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錄 3-2-2 

電機基礎技術實驗室使用管理辦法 

第一條 為加電機基礎技術實驗室（以下簡稱本實驗室）之管理與維護，延長機器使用年限，

確保師生使用安全，並充分發揮器具在技術教學上之效能，特訂定「國立彰化師範大

學工教系電機基礎技術實驗室使用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實驗室使用對象為本系專、兼任教師及本系碩、博士班、暑期教學碩士班、技能指

導專家碩士班、技職行政管理碩士班及大學部學生。 

第三條 設備之維護與檢查 
一、依照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有關規定，對各項設備實施檢查、維護與

保養。 
二、檢查方式區分為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依照每學期課表確實施並記錄之。 
三、各項檢查詳細紀錄應包括下列各項： 
（一）檢查日期年、月、日。 
（二）檢查項目、檢查方法。 
（三）檢查結果。 
（四）依檢查結果採取之改善措施。 
（五）檢查人員及系主任簽章。 

四、實驗室使用師生應依照各種設備之定期保養計畫，進行設備保養。 
五、定期保養、維護機械、設備，維護實驗室安全衛生。 
六、使用前檢點機具、設備安全裝置，是否良好安全堪用。 
七、依自動檢查計畫執行各項設備之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依檢查結果採取改

善措施，並保存檢查紀錄備查。 
八、執行設備本質安全化，做到「防呆措施」及「失誤也安全」。 
九、實驗室管理人員應維護所轄之各項設備，使經常在安全情況下操作，如發現異常時應

即糾正或排除，不得擅自調整或拆除各種安全設備。 
十、各種安全設備必須按照規定實施定期檢查及保持完整。 
十一、 如發生意外事故必須保持鎮靜，並作有效處理，切勿張惶逃避造成混亂而致災害擴

大。 
十二、 廢棄物等依規定棄置於指定之廢棄物儲放桶內再行處理。 
十三、 電源之開關應迅速、切實、安全，如有疑慮應請權責單位立即更換。 
十四、 電源開關之關閉不得以濕手操作。 
十五、 發現電器設備受潮時應立即切斷電源停止使用，請專業人員檢修後再行使用。 
十六、 電器開關啟用不正常或發熱時，停止使用請專業人員檢修後再行使用。 

第四條 工作安全須知 
一、實驗室地面，應保持乾淨，若有油類傾倒地面應立即清除乾淨，以免滑溜危險。 
二、從事危險性工作，應事先向授課教師報備。 



三、使用高電壓設備、氣壓控制技術或旋轉類電機，應依標準工作程序操作。 
四、對於所執行的工作應熟知其安全要項，以免發生危害。 
五、機器開動後操作人員不得擅自離開實驗室。 
六、任何安全標示、標誌，不得任意塗改或拆除，特殊作業管制區非經許可不得擅自進入。 
七、機械或材料上面不可任意放置工具，並隨時保持使用之機械設備及工具整潔。 
八、機械儀表發生故障修理時或機器及動力裝備等遇有異常時，需立即停機並在電氣開關

處懸掛警告牌，始進行檢查、修理，以免失誤而造成意外。 
九、發生火災時應將周圍機械停止運轉，並切斷電源。 
十、操作中之器具材料，勿堆放於通道及各通道路口，並維持良好狀態。 

第五條 一般衛生 
一、實驗室內嚴禁飲食。 
二、實驗室平日保持乾淨，並定期全面大掃除。 
三、窗邊不得堆積物品以免妨害採光。 
四、窗面及照明器具之透光部份均須保持清潔勿使掩蔽。 
五、不得隨意破壞照明設備，遇有損壞立刻報修。 
六、任何廢棄物、垃圾應依規定處置，並經常保持完整清潔。 

第六條 個人安全衛生 
一、參加各項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安全衛生活動。 
二、協助初次操作人員瞭解安全工作方法。 
三、遵守各項作業之安全工作方法。 
四、保持實驗室整潔，實施適當機械防護措施及配戴個人防護具。 
五、提供安全衛生改善建議。 
六、報告所有傷害事故及報告不安全的情況並促請改善。 

第七條 電氣作業 
一、應嚴格遵守電氣安全規章。 
二、非確知該電路已停止送電，切勿接觸電路內任何電線。 
三、不得以電燈測試動力電路是否有電，應使用電壓檢電器檢驗之。 
四、在線路上工作前，主開關應拉開，加掛「禁止送電」安全標誌，確認已經加鎖。竣工

後，應查明所有人員確已離開，線路始可送電。 
五、不得以電線或其他金屬線代替保險絲。 
六、不可用濕手扳動開關。 
七、電線被覆如有破損，應即通知電氣人員修理包紮，以免漏電。 
八、不可在電線上接裝過多之電器，以防止超過負荷。 
九、發現電氣器具發出異臭、異聲、發熱、發生火花等情形，應切斷電源，並報告授課教

師或電氣負責人員處理。 
十、非指定人員，不可隨意開動或關閉電氣機械設備。 

第八條 空壓機組操作 
一、啟動空壓機運轉前，應先檢查電氣馬達之運轉方向及電壓是否正確。 



二、開始操作時，開機順序為：確認氣源出口開關閥位是否正確→確認蓄壓筒洩放口是否

關閉→打開冷凍乾燥機電源→打開空壓機電源。 
三、操作完畢,關機順序為：關閉空壓機電源→打開蓄壓器洩放閥排水當洩放閥開始排放出

潤滑油時，關閉蓄壓器洩放閥→打開系統末端洩放閥,將系統內之殘餘壓力洩放。 
四、空壓機組正常工作環境溫度為 0℃~40℃。 
五、系統停止時，確認空壓機油位在上限和下限之上，低於中間時，必須實施補充作業。 
六、空壓機潤滑油之補給時，必須確認分離器槽內壓力為零。 
七、空壓機正常吐出壓力為7.5~8㎏f/C㎡，安全閥設定壓力為9.0㎏f/C㎡.運轉中絕對不要打

開空壓機機油給油蓋及蓄壓器洩水。 
八、空壓機潤滑油及機油過濾器於第一次開始運轉1,000小時後，予以更換，第二次以後，

每隔3,000小時實施。 
九、空壓機皮帶張力於第一次開始運轉1000小時後予以檢查，第二次以後每隔3000小時實

施,每3000小時清潔自動排水閥，每6000小時更換自動排水閥及空氣濾清。 
十、檢修時，應使機器保持零機器狀態及關閉系統之電源。 

第九條 氣壓設備操作 
一、拆卸氣壓元件，應保持工作場所清潔。 
二、檢修時，應使機器保持零機器狀態，及關閉系統之電源。 
三、不可讓壓縮空氣直接吹向人體任何部位。 
四、操作完畢，應將系統內之殘餘壓力洩放，及關閉電源開關。 
五、開始操作時，應確認電源及氣壓源開關均置於"OFF"之位置。 
六、正常工作壓力，為3~8bar之間，確實遵照規定使用。 
七、操作氣壓缸，注意自身之頭、手、足等勿接近其工作範圍，以免受撞擊及夾傷。 

第十條 實驗室管理規則 
一、學生上技術課時一律遵守規則。 
二、實驗室內一切設備器材，未經教師之許可不得擅自使用。 
三、學生操作時應穿著包鞋，經教師分配技術操作後，再依指定技術操作工作崗位就定位，

始可操作。 
四、學生技術操作時應保持安靜，不可高聲談笑，追跑，更不可擅自離開實驗室。 
五、技術操作實驗室內，所有機具設備、儀器工具、電氣設施，應盡力維護，遇有損壞情

形應即報告教師。 
六、領用材料器具學生應自行妥為保管，不得遺失或損壞。 
七、學生技術操作時必須遵守各項安全規則，並服從組長或教師之指導，若違規依本規定

處理。 
八、學生技術操作時，實驗室內任何器具耗材，不得任意擅自攜回。 
九、學生技術操作時除指定操作項目外非經許可不得任意操作其他學習單元項目。 
十、學生技術操作時，遇有問題隨時請教師解答。 
十一、 學生技術操作完畢應將使用之操作器材、設備、機具等清點、保養後，將工具收好，

並依分配職務清理實驗室。 



第十一條 器具材料管理規定 
一、申請材料須由學生填寫領料申請表，並填上品名及數量領用人。 
二、清點材料時需由教師和領用人當面清點及檢查。 
三、領取材料若有剩餘，需立即歸還。 
四、材料不得攜出實驗室外面使用。 
五、蓄意破壞或未遵守教師指導而損壞需照價賠償。 

第十二條 實驗室緊急應變措施 
一、火災狀況發生時，應立即切斷電源，通知鄰近人員共同滅火，並緊急電話通知消防隊

滅火。若火勢太大或發生爆炸，無法以滅火器撲滅時，則應依緊急逃生路線疏散。 
二、當危害性地震發生時，應視狀況立即就地掩護或疏散至空曠地區，地震停止後應確認

受害情形，判斷是否有人需搶救或發生毒氣外洩、火災等災害，並通知相關搶救人員。 
三、當天然災害性緊急危害發生時，應視災害累積的情形判斷，如嚴重程度已造成影響的

程度，應即刻疏散受影響區域的人員，判斷是否需要搶救人員，並通知具搶救能力的

單位進行搶救工作。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自動量測與監控實驗室管理辦法 
場所負責人：姚凱超 老師 

第一條 依據原則 
    我國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12-1條之條文規定作為依據。 
 
第二條 實施目的 
    為確保使用本實驗之所有教師與學生的健康與安全衛生，特製訂本辦法而使之有效運作

與管理，以防止發生任何的職業災害。 
 
第三條 實驗室管理員職責 
    本學系各實驗室之場地管理單位屬為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負責空間使用之控管；各實

驗室由本學系協調一位老師擔任專任負責人，處理該實驗室相關教學、行政及財產管理工作，

而專責管理員由專任負責人指導研究生擔任，負責維護實驗室相關設備及實驗室管理，使實

驗室能有效提供教學、實驗、研究所需，同時兼任對外及與系辦聯繫之窗口。因此，專責管

理員使用實驗室時應遵守以下事項： 
1. 將要的物品與不要的物品予以分開擺置，且整頓不要的物品丟棄。 
2. 針對實驗室環境(如儲藏櫃、抽屜、儀器設備等)予以清潔與保養。 
3. 清點使用後的器材工具，且務必做好歸回原位且擺放整齊。 
4. 自我要求訂定相關措施，使實驗室維持良好的運作與管制。 
5. 其他交辦事項。 

 
第四條 實驗室使用安全須知 

1. 進出實驗室請隨手關門並降低音量。 
2. 為維護實驗室整潔，除瓶裝飲水外禁止攜帶食物或飲料入內。 
3. 嚴禁穿拖鞋、赤腳進入實驗室內，且手潮溼時禁止操作任何儀器設備，以免發生

感電。 
4. 儀器設備上面不得放置任何物品，以免發生危險。 
5. 使用儀器設備時應先檢視電源線之被覆絕緣皮是否有破損或龜裂，如有應即刻通

知實驗室管理員更換新品，以免發生感電確保安全。 
6. 選用儀表設備時，須考慮容量、安全性。 
7. 儀器設備使用中發現任何異狀時，請立即關閉電源，並將情況立即報告實驗室授

課教師或管理員，並請在維修記錄上登錄故障原因。 
8. 使用插座時須注意額定電流，以免造成負荷過載而發生火災。 
9. 實驗作品完成送電前，先檢查各部分接線以及電源供應器正負極接線是否正確，

等確認無誤後方可送電。 
10. 實驗完畢後請使用者將設備電源關閉及周遭環境整理乾淨，同時實驗室管理員亦

要巡視一遍後，確認沒有問題，方能允許使用者離開。 
11. 非編制內人員進入請洽實驗室管理員。 
12. 離開實驗室時請記得關燈鎖門。 
13. 若有需要使用高壓電器設備，請洽實驗室管理員。 



14. 實驗室安裝之教學軟體不得任意改變拷貝或移除。 
15. 未經授權之任何電腦軟體不得於實驗室內使用。 

16. 不可任意搬動實驗室內電腦與實驗設備，並嚴禁任意拆卸、帶走實驗室內各項設

備。 
 
第五條 實驗室器材租借須知 

1. 本實驗室各項器材僅提供教學或專題研究使用，使用對象以本系學生使用為主，

嚴禁私人使用或外。 
2. 借用本實驗室器材時，借用人需出示證件，並填寫借用登記簿。借用人領取器材

時，須與器材管理人員確認各項器材及配件是否齊全、狀態是否正常。 
3. 借用之器材以當天歸還為原則；若未能遵守借用規定者，則器材管理員得視情況

保留其借用之權利。 
4. 借用人歸還器材前，需自行清點所有器材，待器材管理人員簽收檢查無誤後，並

於借用登記簿上註銷方為完成手續，如查非原物，不予接受，並做遺失論。 
5. 借用之器材應加以愛護，器材於正常使用下有損壞情況時，借用人需與器材管理

人員聯繫，或於歸還時主動告知。若有器材遺失或因不當使用而造成損壞之情事，

借用人需負賠償責任。 
6. 器材借用期間，借出器材及配件之安全保管事宜，由借用人全權負責。 

 
第六條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本實驗室要求新進人員須得參與每年校內所辦理的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研習活動(得

滿3小時以上)、危害通識教育訓練研習活動(得滿3小時以上)，方可進入本實驗室工作。 
 
第七條 緊急應變措施 

1. 火災狀況發生時，先得切斷總電源遵循緊急逃生路線疏散，或是就地取得滅火

器、緊急電話通知消防隊滅火。 
2. 當地震發生時，先得切斷總電源並隨即疏散至空曠地區或就地掩護，等地震停止

後應確認損害情形，並通知相關人員。 
第八條 本辦法經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實驗場所災害通報及聯絡圖 
實驗室名稱:自動量測與監控實驗室 

場所負責人:姚凱超 老師 

負責人電話:0931-559369 
  

 
 
 
 
 
 



 
 
 
 
 
 
 
 
 

秀傳醫院：7256166 
彰基醫院：7237120 

彰化消防隊：7512119 
卦山派出所：7284292 

 
 
 
 
 
 
 
 
 
 
 
 
 
 
 
 
 
 
 
 
 
 
 
 

場所負責人或管理人 

系主任：陳德發 教授

分  機：7201、7229 

學務長分機：5701 
校警隊分機：7911、5861 
軍訓室分機：5753 
保健室分機：7295、5741 

院  長：張火燦 教授

分  機：7001、7247 

總務長分機：5801 
勞安組分機：5881 

校長分機：1001 
主任秘書分機：1010 

彰化工業安全協會

(04)7242733 
(04)7250200 
彰化毒物諮詢中心

(04)7227120 
中區勞動檢查所 
(04)22550633

 

 

連絡校外單位 

聯絡校內單位 

救護車 
火警 
119 

報案 
110 

 

事故發現者 

(實驗場所災害) 

 



機電整合與控制實驗室管理辦法 

一、 依據：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12-1條規定。  

二、 目的：為防止實驗室職業災害，保障實驗場所人員安全衛生與健康。 

三、 本實驗室分別設置負責老師及管理代表，負責老師由該實驗室相關學科助理教授以上

教師擔任，處理該實驗室相關教學、行政及財產管理工作；管理代表由負責老師所屬

助理或指導研究生擔任，處理該實驗室管理事宜，並擔任對外及與系辦聯繫之窗口。 

四、 實驗室管理人員職責 

1. 維護實驗室安全、整潔。 

2. 實驗室設備之清點。 

3. 定期維護實驗室之系統。 

4. 支援使用實驗室教師之需求及協助管理。 

5. 負責實驗室相關設備借用管制。 

6. 其他交辦事項。 

五、 實驗室使用須知 

17. 不可攜帶飲料及食物進入實驗室，亦不可將垃圾留置於教室。 

18. 不可非法下載檔案或軟體 

19. 不正當使用而損壞設備，須負賠償責任。設備有損壞，應立即報告實驗室管理

員處理。 

20. 不可任意搬動或變更實驗室內電腦網路或其所連之各項週邊設備。 

21. 使用完畢，須將設備電源關閉。 

 
 



創意開發實驗室管理辦法 

1. 為有效落實實驗室安全管理及預防災害，特訂定本辦法。 

2. 本系實驗室主要用以支援本系之學術研究、教學及專題製作課。 

3. 使用本實驗室器材，應填寫使用登記表並載使用人。 

4. 禁止攜帶食物飲料進入實驗室內，並保持肅靜，不得喧嘩或嬉戲。 

5. 實驗操作前，勿戴手套、垂懸的項鍊或服飾。 

6. 實驗儀器設備的操作，必須知悉操作方法，並在實驗室同仁同意後，始可使

用。 

7. 儀器使用完畢業後，應負責該儀器之清潔、還原。 

8. 實驗桌面應經常保持清潔，非實驗用之物品請放置桌屜。 

9. 實驗室設備如有故障，應立即報請所屬教師或系辦處理，不得擅自拆。 

10. 隨時注意使用中的熱源，如加熱器、電熱包。 

11. 進行危險的操作時，須通知周圍的實驗伙伴，並同時注意防護。 

12. 實驗中若發生著火、灼傷、爆炸、割傷等意外事故時，切勿驚慌，應鎮靜

處理，迅速報告教師處理之。 

13. 下課前，任課教師應指導學生整潔打掃及器材還原工作。如有損耗應向器

材管理人員反應，以便送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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