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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為使在營造工程工地之工作者從事營造

作業時，能有安全工作環境。從業主在設計
階段即實施施工風險評估，將設計階段施工
風險評估成果對策，採取編列安全衛生預算
方式，供施工廠商能落實營造施工安全管理
之實施。施工廠商在施工規劃階段實施施工
風險評估，採取降低風險對策，編列施工現
場所有安全衛生設施採購預算，依施工計畫
按進度設置，提供工作者安全工作環境。

政府採購法70-1條亦增加機關辦理工
程規劃、設計，應依工程規模及特性，分析
潛在施工危險，編製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法規
之安全衛生圖說及規範，並量化編列安全衛
生費用等加強公共工程職安規定

壹、營造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

風險評估及管理程序



 職業安全衛生規定
雇主對下列所引起之危害事項應

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
及措施：
防止機械、設備..等
防止爆炸性或發火性等物質
防止電、熱或其他之能
防止採石、採掘..等作業中
防止有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等
之虞之作業場所
防止高壓氣體
防止…含毒性物質或缺氧空氣等
防止…噪音、振動或異常氣壓等
防止通道、地板或階梯等
防止未採取充足通風、採光、照
明、保溫或防濕等

另對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 /輪班、
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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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
之安全衛生措施【職安法6】(略)



 指定具有危險性之機械或設備，非經勞動檢查機構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代行
檢查機構檢查合格，不得使用【職安法16】。



＊事業單位僱用31人以上應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包括以下事項：
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
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管理。
危害性化學品之分類、標示、通識及管理。
有害作業環境之採樣策略規劃及監測。
危險性工作場所之製程或施工安全評估。
採購管理、承攬管理及變更管理。
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及現場巡視。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個人防護具之管理。
健康檢查、管理及促進。
安全衛生資訊之蒐集、分享及運用。
緊急應變措施。
職業災害、虛驚事故、影響身心健康事件之調查處理及統計分析。
安全衛生管理紀錄及績效評估措施。
其他安全衛生管理措施。【職安法細則31】



P.6

下班安全通勤

PM 17：00

作業終了
召開工作結束會議

PM 16：50

收工作業場所
整理整頓清掃

各工項責任工程師
作業中檢點(自動檢查)

AM 9：00
至

AM 11：00

各協力廠商工作
場所負責人巡視

作業中
指導監督

AM7:50 - 8：00

早操、工具箱
會議(全員參與)

AM 8：10

施工現場
安全會議

(KYT預知危險)

作業開始檢點
（自動檢查）

每日施工安全動態循環管理

KYT預知危險活動

指認呼喚(安全帶…好！/接地確認…好！)

口-大聲呼喚。
耳-聽自己的叫聲。
眼-全神貫注要確認的事物
手-手部指向要確認的事物

每日循環

休息調整

對於維護工作環境的整潔與安全，應選擇適當的
機具及正確方法減少公害的發生



30人以下
之事業

31-99人
之事業

100人以上
之事業

第一類事業(營造業)
200人以上

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執行
紀錄或文件

訂定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
計畫

訂定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規章

依國家標準 CNS 45001  
同等以上規定，建置適合
該事業單位之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系統

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執行
紀錄或文件

訂定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計畫

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規章

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執行紀錄
或文件

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計畫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執行
紀錄或文件

表列第一類事業(具顯著風險者) (營造業)之事業單位應執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一、營造業安全衛生組織
• 營造業之事業單位受僱勞工人數在100人以上者，應設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該委員會置委員7人以上

，除雇主為當然委員外，由雇主視該事業單位之實際需要指定下列人員組成：職業安全衛生人員/ 事
業內各部門之主管、監督、指揮人員/ 與職業安全衛生有關之工程技術人員/ 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醫護
人員/ 勞工代表。其中勞工代表，應佔委員人數三分之一以上。

• 營造業之事業單位受僱勞工人數在未滿30人者，應設營造業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應置之職業
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得由事業經營負責人或其代理人擔任) 。

貳、營造安全衛生組織與人員

事 業 勞工人數 管理人員(人數) 專職 管理單位 備註

第
一
類
事
業(

具
顯
著
風
險
者)

營造業之
事業單位

未滿30人 丙種主管(1) － － 橋樑、道
路、隧道
或輸配電
等距離較
長之工程，
應於每10
公里內增
置丙種主
管1人

30-99人 乙種主管(1)+管理員(1) － －

100-299人 甲種主管(1)+管理員(1) 專職

專責
一級單位300-499人 甲種主管(1)+安(衛)師(1)+管理員(2) 專職

500人以上 甲種主管(1)+安(衛)師(2-至少1人為衛師)+
管理員(2)

專職

總機構
500-999人 甲種主管(1)+管理員(1) 專職 專責

一級單位1000人以上 甲種主管(1)+安(衛)師(1)+管理員(1) 專職



營造業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資格：
接受營造業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之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於中華民國98年1月8日前，具下列資
格之一，且有1年以上營造工作經歷
者，得免接受第一項之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
一、勞工安全管理師。
二、勞工衛生管理師。
三、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員。
四、經勞工安全管理師、勞工衛生管

理師、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員、勞
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訓練合格領
有結業證書者。

OK

X

有1年以上
營造工作經

歷OK



一、法規簡述
• 為防止職業災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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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對於前項之安
全衛生教育及訓練，有接受之義務【職安法32】。

二、營造業相關人員教育訓練【訓練2】

叁、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此為災害現場，非演習或教育訓練。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
•勞工作業環境監測人員
•施工安全評估人員
•高壓氣體作業主管
•營造作業主管及有害作
業主管
•具有危險性之機械或設
備操作人員
•特殊作業人員

•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
•急救人員
•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前十款之安全衛生在職
教育訓練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營造作業主管及有害作業主管

叁、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營造作業主管
•擋土支撐作業主管
•露天開挖作業主管
•模板支撐作業主管
•隧道等挖掘作業主管
•隧道等襯砌作業主管
•施工架組配作業主管
•鋼構組配作業主管
•屋頂作業主管。

有害作業主管
•潛水作業主管
•高壓室內作業主管
•粉塵作業主管
•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
•缺氧作業主管
•四烷基鉛作業主管
•鉛作業主管
•有機溶劑作業主管



三、營造業相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回訓)
項次 營造業相關人員 在職教育訓練時數

1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每2年6小時

2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 每2年12小時

3 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及勞工健康服務相關人員 每3年12小時

4 具有危險性之機械或設備操作人員 每3年6小時

5 施工安全評估人員 每3年6小時

6 營造作業主管及有害作業主管 每3年6小時

7 特殊作業人員 每3年3小時

8 急救人員 每3年3小時

9 各級管理、指揮、監督之業務主管 每3年3小時

10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成員 每3年3小時

11
營造作業/車輛系營建機械作業/起重機具吊掛搭乘
設備作業/缺氧作業/局限空間作業/氧乙炔熔接裝置
作業/使用危害性化學品作業之人員

每3年3小時

12 前述各款以外之一般勞工 每3年3小時
13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人員 每3年3小時



 課程（以與該勞工作業有關者）如以下各項：

(一)作業安全衛生有關法規概要。

(二)職業安全衛生概念及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三)作業前、中、後之自動檢查。

(四)標準作業程序。

(五)緊急事故應變處理。

(六)消防及急救常識暨演練。

(七)其他與勞工作業有關之安全衛生知識。

 教育訓練時數（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依
實際需要排定時數，不得少於3小時)。

 但從事車輛系營建機械、起重機具吊掛搭乘設備、捲
揚機等之操作及營造作業、缺氧作業(含局限空間作業
)、電焊作業、氧乙炔熔接裝置作業等應各增列3小時

 各級業務主管人員於新僱或在職於變更工作前，應參
照下列課程增列6小時（(一)安全衛生管理與執行。(二)自動檢查

。(三)改善工作方法。(四)安全作業標準。))

四、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時數



二、辦理方法：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41條規定，安
全衛生工作守則之內容，依下列事項定之：
(一)事業之安全衛生管理及各級之權責。
(二)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維護及檢查。
(三)工作安全及衛生標準。
(四)教育及訓練。
(五)健康指導及管理措施。
(六)急救及搶救。
(七)防護設備之準備、維持及使用。
(八)事故通報及報告。
(九)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一、法令規定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4條：「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
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
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對於前
項安全衛生工作守則，應切實遵行。」

肆、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於僱用勞工時，應施行體格檢查；對
在職勞工應施行以下健康檢查：
一、一般健康檢查。
二、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者之特殊健

康檢查。
三、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為特定對象及

特定項目之健康檢查。前項檢查
應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衛生
主管機關認可之醫療機構之醫師
為之；檢查紀錄雇主應予保存，
並負擔健康檢查費用；實施特殊
健康檢查時，雇主應提供勞工作
業內容及暴露情形等作業經歷資
料予醫療機構。

勞工對於第一項之檢查，有接受之義務
。【職安法20】

伍、實施健康管理



勞工健康檢查的法源依據
特別危害健康作業-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2條

 勞工噪音暴露工作日8小時日時量平均音壓級在85分貝以上之噪音作業。

 異常氣壓危害預防標準所稱之異常氣壓作業。

 粉塵危害預防標準所稱之粉塵作業。

………

(與營造作業相關)

特殊健康檢查定期檢查期限：1年(不分年齡)
一般體格檢查、健康檢查檢查紀錄至少保存7
年，特殊健康檢查紀錄至少保存10年，特別
指定作業(例：游離輻射/粉塵/石綿..等)至
少保存30年。



 健康檢查發現勞工有異常情形者，應由醫護人員提供其健康指導；其經醫師健康評估
結果，不能適應原有工作者，應參採醫師之建議，變更其作業場所、更換工作或縮短
工作時間，並採取健康管理措施。依前檢查結果及個人健康注意事項，彙編成健康檢
查手冊，發給勞工，並不得作為健康管理目的以外之用途。【職安法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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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項規定，雇主對下列事
項，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
一、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預防。

作業頻率過高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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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輪班工作：指事業單位之工作型態需由勞工於不同
時間輪替工作，且其工作時間不定時日夜輪替可能
影響其睡眠之工作。
夜間工作：參考勞動基準法之規定，為工作時間於
午後10時至翌晨6時內，可能影響其睡眠之工作。
雇主不得使妊娠或哺乳期間女工於該時間內工作。
長時間工作：參考「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指
引」為近6個月期間，每月平均加班工時超過45小
時者。
其他異常工作負荷：不規則的工作、經常出差的工
作、工作環境(異常溫度環境、噪音、時差)及伴隨
精神緊張之日常工作負荷與工作相關事件。(依工
作型態評估分析)



遇到職場暴力怎麼辦：
向同事尋求建議與支持。
與加害者理性溝通，表達自
身感受。
思考自身有無缺失，請同事
誠實的評估你的為人與工作
表現，找出問題點。
盡可能以錄音或任何方式記
錄加害者行為做為證據。
向公司提出申訴。

申訴專線電話：02-XXXXXXXX
申訴專用電子信箱：abc@..._
公司負責人：林OO

三、所稱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
神不法侵害(以下簡稱職場不法侵害)之範
圍，指勞工因執行職務，於勞動場所遭受
雇主、主管、同事、服務對象或其他第三
方之不法侵害行為，造成身體或精神之傷
害。潛在不法侵害風險類型包括以下四種：
肢體暴力：毆打、抓傷、拳打、腳踢等。
心理暴力：威脅、欺凌、騷擾、辱罵等。
語言暴力：霸凌、恐嚇、干擾、歧視等。
性騷擾：不當的性暗示與行為等。

母性健康保護計畫
四、雇主應對有母性健康危害之虞之工作，採

取危害評估、控制及分級管理措施；對於
妊娠中或分娩後未滿一年之女性勞工，應
依醫師適性評估建議，採取工作調整或更
換等健康保護措施，並留存紀錄。
適用對象：
已懷孕、產後一年內的女性員工。
準備懷孕者、分娩滿一年後，仍在哺乳者。
有意願接受評估服務，而提出申請者。



• 營造工程因工項眾多又牽涉專業技
術，形成分工分段分時施工，造成
交付承攬情況現象，為能安全施工
及施工環境管理，事業單位交付承
攬時，應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有關
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
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
【職安法26】。

• 原事業單位、承攬人、再承攬人及
相關事業單位，為防止職業災害，
成立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
責人，擔任指揮、監督及協調之工
作、工作之連繫與調整、工作場所
之巡視、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
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及其他為防止
職業災害之必要事項【職安法27】
。

陸、承攬管理



職安法第25條

事業單位以其事業招人承攬
時，其承攬人就承攬部分負
本法所定雇主之責任；原事
業單位就職業災害補償仍應
與承攬人負連帶責任。再承
攬者亦同。

原事業單位違反本法或有關
安全衛生規定，致承攬人所
僱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與
承攬人負連帶賠償責任。再
承攬者亦同。

原事業單位補償與賠償 OO 工程公司  OOOO 工務所《表 4-5》 
【本所依安衛法第 26 條辦理】 施工現場危害因素告知單 

「進度」其實根植於「安全」的基礎上！漠視「工地安全」公司經營風險將提昇至不可知的危險程度

承攬商：  日期：    /  /   作業人數：

告知單位/工安品保站： 施工地點：               工程施作區域

被告知承攬商工地負責人或代理人已充分瞭解中華工程危害告知內容    

且願意落實設置防止災害措施及遵守合約安全條款規定保護作業勞工。  簽認： 

作業項目： 分項工作包括土方開挖、回填、擋土牆鋼筋加工模板組立 

(1)電銲、鋼筋加工組立、模板組立 (2)開挖、抽水、邊坡保護、擋土支撐(3)混凝土澆注

可能之危害：＊請廠商依營造安全設施標準，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辦理施作工地現場防止災害安全措施

(A) 感電、火災 (B) 墜落、物体飛落、倒塌、崩塌 (C) 機具、車輛事故 (D)衝撞

危害防止對策： 

1) 工地臨時配電盤應設有合格漏電斷路器及接地指派專人做好用電管理（含發電機）自主檢查任何改接線路均

應確認斷電後（嚴禁活線施作）再行作業，電線不可使用花線，接線應用絕緣手套、合格電纜及防水接頭經潮

濕面及動線處應架高。避免重車碾壓破裂造成漏電危害。（設規 239.243.253.254.262.275.276

2) 電銲機應裝設自動電擊防止裝置，電銲手把絕緣良好、外殼應接地並標示，電銲人員須穿戴絕緣手套

鞋、防護面罩、不可碰觸焊條並檢點電力設備一二次側效能，作業地點二公尺內應放置滅火器

空易燃物品，無法淨空時應於易燃物品上鋪設防火毯。（設規 239.250） 

3)工地主管分配施作項目時應告知及協議勞工、下承包商等各項工作之危險性及可能產生之危害防止對策並留存

記錄備查。未受訓練及勞保人員不可放任違反中工門禁管制規定進入工區作業。（安衛法 23.17.18

(4)2M 以上高處作業人員需佩戴安全帽、工作證，安全帽帽帶需確實扣在下顎上作業人員應佩戴安全帶

環應扣在固定物或安全母索上。避免發生人員墜落危害。（設規 280.281） 

(5)作業場所高度超過 1.5 公尺時，需搭設施工架及合格上下設備禁止攀爬上架致生危害（設規 228

(6)施工架應固定於穩固之地面不得與模板支撐等相連接，工作台踏板應鋪滿 40 公分，工作區域四周需設置合格

欄杆，缺口應封閉確實，工區材料堆置、動線規劃應整理、整頓保持乾淨。（營標 45.48） 

7)工區施工應設明顯警告標示禁止與作業無關人員進入作業現場。當遭遇強風大雨有危險之虞時，

開挖作業應置擋土支撐作業主管在現場指揮維護人員安全。（營標 42.） 

8)吊車機械人員等設備應具合格使用證照（不符規定不准進場）吊掛物下方禁止人員進入，並實施自動檢查送本

所備查。雇主應為現場施工人員投保工程意外險至少 300 萬元以上。（訓規 11 安自 79.安衛法

9)混凝土作業，模板支撐組立方式、材料強度應依設計辦理避免倒塌引起之危害。(營標 129、131

10）禁止作業無關人員進入侷限空間之作業場所，並於入口明顯處公告禁入之規定。（設規 29 條

11) 侷限空間之作業場所，應指定專人檢點該作業場所，確認換氣裝置設施正常無危害物質。（設規

12）應與貴公司協力廠商訂定簡單契約及進場安全規定危害告知等書面資料以釐清責任。（安衛法

廠商管理人員/作業勞工接受簽認： 本所工務所長： 

本所副所長： 

告知人本所安衛人員: 

提醒您＝敬請轉告 貴公司所有勞工及下包商共同遵守，合力防範災害發生！ 

OO 工程公司  OOOO 工務所《表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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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電銲機應裝設自動電擊防止裝置，電銲手把絕緣良好、外殼應接地並標示，電銲人員須穿戴絕緣手套

鞋、防護面罩、不可碰觸焊條並檢點電力設備一二次側效能，作業地點二公尺內應放置滅火器

空易燃物品，無法淨空時應於易燃物品上鋪設防火毯。（設規 239.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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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施工架應固定於穩固之地面不得與模板支撐等相連接，工作台踏板應鋪滿 40 公分，工作區域四周需設置合格

欄杆，缺口應封閉確實，工區材料堆置、動線規劃應整理、整頓保持乾淨。（營標 45.48） 

7)工區施工應設明顯警告標示禁止與作業無關人員進入作業現場。當遭遇強風大雨有危險之虞時，

開挖作業應置擋土支撐作業主管在現場指揮維護人員安全。（營標 42.） 

8)吊車機械人員等設備應具合格使用證照（不符規定不准進場）吊掛物下方禁止人員進入，並實施自動檢查送本

所備查。雇主應為現場施工人員投保工程意外險至少 300 萬元以上。（訓規 11 安自 79.安衛法

9)混凝土作業，模板支撐組立方式、材料強度應依設計辦理避免倒塌引起之危害。(營標 129、131

10）禁止作業無關人員進入侷限空間之作業場所，並於入口明顯處公告禁入之規定。（設規 29 條

11) 侷限空間之作業場所，應指定專人檢點該作業場所，確認換氣裝置設施正常無危害物質。（設規

12）應與貴公司協力廠商訂定簡單契約及進場安全規定危害告知等書面資料以釐清責任。（安衛法

廠商管理人員/作業勞工接受簽認： 本所工務所長： 

本所副所長： 

告知人本所安衛人員: 

提醒您＝敬請轉告 貴公司所有勞工及下包商共同遵守，合力防範災害發生！ 

(參考例)

每日『勤前教育』及作業『危害告知』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檢查注意事項
原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共同作業時應採取之「必要措施」：
•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指揮、監督及
協調之工作：定期或不定期協議職安法施行細則第38條規定事項。
原事業單位指定之工作場所負責人應為於該工作場所中代表雇主實
際執行管理、指揮或監督勞工從事工作之人，即職業安全衛生統合
管理負責人，如負責現場管理之最高主管。

•工作之連繫及調整：工作場所負責人應經常在每日的安全施工程
序協調會中，與承攬人及再承攬人緊密連絡安排相關作業之調整，
特別針對高危險性作業。

•工作場所之巡視：工作場所負責人必須每日巡視工作場所一次以
上，以確認設施的安全、協議事項及連繫與調整事項的落實，並發
掘相關問題。在巡視時如發現承攬人或其作業人員有違法情事應予
以糾正。巡視之結果應每日就異常之有無及糾正結果加以記錄。

•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原事業單位
基於對關係承攬人之安全衛生教育的指導及協助的立場，有必要進
行教育設施的提供，教育資料的提供，講師的支援等，並就交付承
攬事業可能產生之危害風險（如墜落、感電、捲夾等引起之災害），
督促承攬人、再承攬人對其所僱用勞工實施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教育
訓練，以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條件有關法令規定。

•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事項：依職業安全衛生法令規定採
取必要安全措施者。



原事業單位名稱：

承 攬 作 業 名 稱 ：

工作場所負責人： (應由原事業單位之工作場所之負責人擔任)
協議組織成員及簽名：(包括工作場所負責人、代理人、相關部門主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
各承攬商及再承攬商負責人、代理人、相關人員、其他必要人員)

協議組織會議：(於承攬作業開始時、定期(每週或每月)、作業程序變更，
及其他狀況有必要經由會議予以協調及規範時，由原事業單位召集以
上成員召開)
討論及協議事項：(應就以下所列項目予以討論，開會日期、
會議內容、討論及協議事項、決議事項並應予以書面記錄及
保存。)(安細38)
1.首次會議時，原事業單位應將附件10之應告知事項，詳細
向各成員說明並要求其遵行。

2.安全衛生管理之實施及配合。
3.勞工作業安全衛生及健康管理規範。
4.從事動火、高架、開挖、爆破、高壓電活線等危險作業之
管制。

5.對進入局限空間、有害物作業等作業環境之作業管制。
6.電氣機具入廠管制。
7.作業人員進場管制。
8.變更管理。
9.劃一危險性機械之操作信號、工作場所標識（示）、有害
物空容器放置、警報、緊急避難方法及訓練等。

10.使用打樁機、拔樁機、電動機械、電動器具、軌道裝置、
氧乙炔熔接裝置、電弧熔接裝置、換氣裝置及沉箱、架設
通道、施工架、工作架臺等機械、設備或構造物時，應協
調使用上之安全措施。

11.其他認有必要之協調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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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例）
•原事業單位、承攬人、
再承攬人及相關事業單
位，為防止職業災害，
成立協議組織，並指定
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
指揮、監督及協調之工
作【職安法27】。

成立協議組織



各專業協力廠商

各協力廠商派駐工地負責人

安衛人員 作業人員

董事長

總經理

職業安衛政策擬定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稽
核

檢
查
及
督
導

執
行

工地主任(工作場所負責人)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

安全衛生協議組織

施工站

現場人員 現場人員 現場人員

品管負責人

安全衛生三級管理(參考範例)

內業站



謝謝聆聽敬請指教

承攬管理成功與否的
關鍵在於：

決心：最高管理階層
的意志

用心：管理的每一環
節均做到最完美的境
地

恆心：持續不斷地輔
導、協助解決下包的
管理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