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 知】
受文者：本校新進教職員工
主旨：新進教職員工報到程序涉及職業安全衛生業務注意事項。
說明：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0、32 條、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 條暨「勞
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4 條辦理。
通知事項：
一、

新進人員應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時數不少於 3 小時，爰
請以下列方式之一完成教育訓練課程。
(一)以本校授權各當事人申請使用之 eportal 系統帳號，登入智慧大師觀看教學影片，並
且累計學習達到規定時數。惟，eportal 系統帳號之申請與核定，因作業耗時，無法
於報到當天完成。
(二)親自到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三民校區中正大樓 1 樓 3102 室)上課，觀看職業安全衛
生教學訓練影片及完成測驗卷填寫，全部課程約 3 小時。
上午場 9：00 ~ 12：00；須於 9 時前報到。
下午場 14：00 ~ 17：00；須於 14 時前報到。
逾時 10 分鐘(含)到課者，應改參加下一場次訓練。
(三)若為外籍教職員者，請至教育部教師 e 學院(網址：
https://ups.moe.edu.tw/mooc/index.php，須先申請帳號)完成「【數位教材】外籍
人員安衛訓練影片-Prevention of Occupational Accidents」(課程類別/中小學課
程/校園職業安全)教育訓練並考試合格，檢附「我的學習歷程」書面擷圖。

二、

新進人員(含續聘人員)請於報到時繳交「員工健康相關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同意
書」、「健康聲明書」以及期限內之「體格檢查報告」。
(一) 體格檢查報告規定如下:
1. 自行前往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認可醫療機構，按照勞動部「勞工健康保護規
則附表八」公告之「勞工一般體格及健康檢查記錄」內容要項接受檢查。
2. 體格檢查報告之期限:
(1) 年滿六十五歲者: 一年內。
(2) 四十歲以上未滿六十五歲者: 三年內。
(3) 未滿四十歲者: 五年內。
3. 非繼續性之臨時性或短期性工作，其工作期間在六個月以內者，得免實施一
般體格檢查，但仍須繳交「員工健康相關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同意書」以
及「健康聲明書」。

三、

前項任一健康資料或是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未完成者，將視同未完成到職報到程序。

四、

如有任何涉及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之報到程序問題，請撥打電話 04-22195855 或
04-22195857 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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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員工健康相關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同意書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告知下列事項，敬請
您詳閱及知悉：
一、本校教職員工已納入職業安全衛生法(以下簡稱本法)之保障與規範，依據本法第 22 條及
施行細則第 9、10、30 條之規定事業單位僱用醫護人員者應管理與促進勞工(教職員工)
之健康狀況，並對危害於勞工之工作環境或作業流程，加以評估並提出與雇主討論與設
法改善之方案，為使其保存與管理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健康指導、健康管理措施及健
康服務等資料，以此進行本校勞工包含健檢資料及問卷調查，應於保存及管理勞工醫療
之個人資料之時，遵守本法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規定，
二、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之目的：供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瞭解本校員工健康狀況，
作為安全衛生管理之必要，以利推動本院員工健康促進活動。
三、個人資料蒐集類別包含：本校公告安排之員工健康檢查、新進及在職員工健康檢查、特
殊健康檢查、健康相關問卷等施作項目及醫師診斷之結果。
四、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一)期間：本校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之
保存年限保存。(二)地區：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三)對象：臺中科技大學教職員勞工。
(四)方式：以信件、e-mail、簡訊、傳真、電話等聯絡方式通知衛教、健康檢查、複檢、
異常追蹤、癌症篩檢、關懷及滿意度問卷等相關資訊。
五、您於本校留存之健康檢查資料有下列權利：(一)請求查閱、閱覽及製給複製本。(二)請求
補充或更正。(三)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四)請求刪除。
惟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等相關法令規定所必要之健康檢查資料，本校得依法保留，
不依前述請求為之。
本人瞭解並同意上述告知事項，並同意提供本人予國立臺中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中
心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實施之員工健康檢查及問卷資料(包含紙本和電子資料)，予校方建
立資料庫進行資料之匯整、分析和統計，作為安全衛生管理及人事管理之需要，以利推動全
校員工健康促進活動。
此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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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認可醫療機構查詢網址:

https://hrpts.osha.gov.tw/asshp/hrpm1055.aspx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4 條，一般體格檢查項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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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安全衛生中心通知

109 年 12 月 21 日

主旨： 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本校新進人員於 eportal 系統智慧大師學習「一
般性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數位課程後，需通過課後測驗評量始完成
訓練，俾強化及確保學習效果，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2 條明定，雇主對勞工應施以從事工作與預防災變
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且勞工有接受之義務。是以，為防止職業
災害，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並強化與確保「一般性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學習成效。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新進人員，凡是透過 eportal 系統
智慧大師之「一般性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數位課程自學者，除須檢附
上課時數外，必需再附加課後測驗的合格成績，始完成訓練。
二、新增「一般性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之課後測驗評量機制，係由系統隨
機抽測 20 題選擇題，合格成績為 60 分。訓練後需檢附之文件與下載流程
如下：
(一) 3 小時教育訓練時數證明：eportal 系統→智慧大師→我的課程→我
的學習歷程(畫面左側選擇列)→截圖「一般性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閱讀時數」(如附圖一)→上傳至申請系統。
(二) 測驗成績合格證明：eportal 系統→智慧大師→我的課程→我的考試
(畫面左側選擇列) →做考試，點選【Go】→進行測驗→查看結果→
截圖有顯示成績畫面(如附圖二)→上傳至申請系統。
(三) 課後測驗每次答題的時間及參加次數，不限，可連續測驗至成績滿意
為止，但上傳成績至少須 60 分(含)以上。
三、配合新制實施，敬請負責承辦各項獎助生及專(兼)任助理申請案之同仁，
俞允協助向申請者轉達前開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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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截圖「一般性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閱讀時數」

附圖二：截圖有顯示成績畫面(可選成績最高但須滿 6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