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南大學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 109 年度第 4 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9 年 12 月 11 日(星期五)下午 3 點 00 分
開會地點:誠正大樓 307 會議室
主

席：楊副校長文霖

記錄：李美瑩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壹、 主席致詞：
上次提案決議執行情形，請環安組報告。

貳、上次會議提案決議執行情形報告
提案

一

二

案 由

決議事項

本案送 12 月 16 日行政會

擬修訂本校環境安全衛生

照案通過

委員會設置要點

議審議。
依決議結果，於 12 月 16

有關實驗場所安全衛生競

照案通過

賽給予感謝狀

日行政會議頒發優良實驗
室老師感謝狀。
本案修正後送內部控制小

擬修訂本校「實驗室安全衛

三

執行情形

修正通過

生管理」、「毒性化學物質管

組審議。

理」程序說明表、流程圖、
作業程序及自行評估表

參、業務報告
一、校園安全衛生管理
(一) 彙整校內人員輻射劑量監測資料。
(二) 榮譽校區廢液移入管理。
(三) 實驗室笑氣（N 2 O）與氫氟酸（HF）運作調查。
(四) 辦理府城、榮譽校區實驗室作業環境監測(共 12 間實驗室)。
(五) 辦理府城校區及榮譽校區廢液儲存室及各學院實驗室 VOC 氣體偵測校正及耗材更換。
(六) 辦理圖書館室內空氣品質偵測器異常顯示之處理。
(七) 辦理榮譽校區氣體偵測器拆除作業(ZE203、ZE205)。
(八) 辦理府城校區、榮譽校區第四季飲用水質檢測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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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10 月 14 日辦理府城校區、榮譽校區、大同國小局部排氣裝置、化學抽氣櫃及抽氣
式藥品櫃定期檢查。

(十) 進行本校 109 年度生物安全申請案及動物實驗申請案作業。
(十一) 10 月 20 日進行 IACUC108002 申請案，陪同獸醫師巡檢動物飼養環境暨計畫核定後
之監督查核作業。

(十二)11 月 2 日依據事務組提供資料，於教育部網站填報「大專院校外來入侵植物及動
植物疫病調查表」。

(十三)11 月 26 日提供「109 學年度大專校院餐飲衛生輔導訪視」廢油申報、廚餘清運紀
錄等相關資料並於當日出席會議。
(十四)辦理 10 月 21 日新生實驗場所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補考。

(十五)辦理立即上工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十六)與營繕組會勘 ZFB01 最佳化實驗室、C501A、C511-C 實驗室新增插座。
(十七)餐廳安全衛生查核及缺失改善。
(十八)彙整 109 年 10 月份實驗場所危險性機械、設備並至學校安全衛生網頁申報。
(十九)11 月 18 日辦理教職員生在職健康檢查。
(二十)辦理 109 年實驗場所安全衛生競賽相關事宜。
1. 本次活動共 2 間實驗場所參賽。
2. 經評選結果，通知獲獎實驗室負責人、公布本組網頁。
3. 由 ZFB02-2 無線行動網路與智慧應用實驗室獲得優良實驗場所。
4. 預計於 12 月 24 日下午 4 點辦理優良實驗室觀摩活動。
(二十一)會同營繕組、事務組、視障中心、學生會勘校內及校外後門通道燈光不
足地方及討論改善方案。
(二十二)10 月 15 日職醫駐校健康諮詢服務，本次安排健康關懷人員共 5 位。
(二十三)職護健康諮詢人數：1 位。
(二十四)更新母性健康管理人數及資料，目前總管理人數為 5 人，包含妊娠期 1
位、產後一年內 4 位。
(二十五)健康促進及新冠狀肺炎 e-mail 宣導：
「你了解你的血壓值嗎」
、
「流感疫
苗建議接種對象」、「季節交替要當心」
、
「防疫心生活」宣導。
(二十六)依教育部函文執行，進行認識諾羅病毒及預防方式、Q & A 宣導，以
e-mail 通知。
(二十七)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執行：
1.依據教育部函文內容修訂不法侵害預防計畫需增修內容及表單。
2.統計各單位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潛在風險評估表共 35 份，結果顯示
高風險單位共 4 個，中風險單位共 12 個，後續將協助有潛在風險單位
進行改善措施之討論。
二、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
(一)不定期巡檢汙水下水道工程、中山館外牆工程，並提供現場缺失請廠商立即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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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二)每周一下午 2 點汙水下水道用戶接管工程會議。
三、稽查與評比
(一)10 月 27 日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抽查汙水下水道工程、中山館外牆工程。
四、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理
(一)本校毒性及化學物質採購申請案
(府城校區)
申請項目

毒化物名稱

請購(1090924)

二甲基甲醯胺

請購(1091028)

二甲基甲醯胺

請購(1091112)

乙二醇甲醚

庫存增加
(1091010)

笑氣

列管編號

販賣廠商

500mL/99.8%

09801

友和貿易

4L/99.8%

09801

景明化工

2000mL/99%

07102

欣欣化學

請購數量及濃度(%)

6kg/95%-100%

00101(臨時
證)

精上氣體

(二)109 年 10 月 14 日參加南區全國性聯防組織會議。
(三)109 年 11 月 18-19 日參加 109 年度全國環境事故案例研討會。

肆、提案討論
國立臺南大學 109 年第 4 次「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
提案表
項次
一

提案事項

提案單位

頁數

擬修正「國立臺南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小組」

總務處
環安組

4

設置要點案

二

擬訂定本校呼吸防護計畫草案

三

擬修正本校母性健康保護計畫案

四

擬修正本校實驗場所安全衛生競賽要點案

五

擬修正 110 年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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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環安組
總務處
環安組
總務處
環安組
總務處
環安組

6
8
12
14

提案一

提案單位：總務處環安組

案由：擬修正「國立臺南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小組」設置要點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行政院農委會「109年度動物科學應用機構查核評比」書面查核審查意見，
進行修訂。
二、訂定執行祕書為當然委員與其職掌及資格，並增修本校照護小組受理本校違反本
要點之動物科學應用爭議案件。
三、修正原條文第二條及增加第三條第一項第八款，修正對照表如下。

決議：照案通過。

｢國立臺南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小組設置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二條 本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

第二條 本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

小組（以下簡稱照護小組）：
一、由環安組組長擔任召集
人，並由召集人選聘教師
二名、具有獸醫師資格及
非隸屬於本校之人員(外

明定執行秘書為當然委

小組（以下簡稱照護小組）由 員，並訂定其職掌與資格。
環安組組長擔任召集人，並由
召集人選聘教師二名、具有獸
醫師資格及非隸屬於本校之

部委員)各一人共五人擔

人員(外部委員)各一人共五

任評審人。

人擔任評審人，並設置執行祕

二、設置執行祕書一人為當然

修正說明

書一人 。

委員，由經中央主管機關
指定之動物實驗管理訓練
十二小時以上，並取得合
格證書者，亦可由取得合
格證書之照護小組成員兼
任；負責本照護小組各項
任務整合、協調、執行及
聯絡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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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本照護小組之任務如

第三條 本照護小組之任務如

下：

下：

一、審核本校進行實驗動物之
科學應用。

應受理違反本要點相關

一、審核本校進行實驗動物之
科學應用。

二、提供本校有關動物實驗設

二、提供本校有關動物實驗設

計之科學應用諮詢意見及

計之科學應用諮詢意見及

訓練計畫。

訓練計畫。

三、提供本校有關實驗動物管

三、提供本校有關實驗動物管

理標準作業程序及飼養設

理標準作業程序及飼養設

施改善之建議。

施改善之建議。

四、監督本校實驗動物之取

1. 增修第八款，照護小組

四、監督本校實驗動物之取

得、飼養、管理及是否確

得、飼養、管理及是否確

依審核結果進行動物科學

依審核結果進行動物科學

應用。

應用。

五、提供本校年度執行實驗動

五、提供本校年度執行實驗動

物科學應用之年度監督報

物科學應用之年度監督報

告。

告。

六、每半年應依查核表實拖內

六、每半年應依查核表實拖內

部查核一次，並填報查核

部查核一次，並填報查核

總表列為監督報告之附

總表列為監督報告之附

件。

件。

七、進行動物科學應用之機構

七、進行動物科學應用之機構

如使用猿猴、犬、貓進行

如使用猿猴、犬、貓進行

科學應用時，該應提供審

科學應用時，該應提供審

核通過之該等動物實驗申

核通過之該等動物實驗申

請表影本，並列為監督報

請表影本，並列為監督報

告之附件。

告之附件。

八、受理本校違反本要點相關

八、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實驗

規定之動物科學應用爭議

動物照護及使用指引，督

案件。

導本校之科學應用。

九、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實驗
動物照護及使用指引，督
導本校之科學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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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之動物科學應用爭
議案件。
2. 餘條次變更。

提案二

提案單位：總務處環安組

案由：擬訂定本校呼吸防護計畫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77-1 條規定及勞動部發布｢呼吸防護計畫及
採行措施指引」
，自 109 年 7 月 1日起勞工人數超過 200 人以上者，須制訂
「呼吸防護計畫」。
二、 為確保本校教職員生於有害環境作業需使用呼吸防護具時，應依其作業環境空
氣中有害物之特性，採取適當之呼吸防護措施。
三、 本計畫提請「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審查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國立臺南大學呼吸防護計畫｣草案逐條說明表
條文內容

說明

一、目的
為預防本校教職員生暴露於有害環境，依據勞動部職業安全
衛生署「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二百七十七條之一規定，依
作業環境空氣中有害物之特性，採取適當之呼吸防護措施，訂定
國立臺南大學呼吸防護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明定本計畫目的。

二、定義：

明定本計畫有害環境定

本計畫所稱有害環境：指無法以工程控制或行政管理有效控 義。
制空氣中之有害氣體、蒸氣及粉塵之濃度，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者：
(一)作業場所之有害物濃度超過八小時日時量平均容許濃度
之二分之一。
(二)作業性質具有臨時性、緊急性，其有害物濃度超過容許
暴露濃度之虞，或無法確認有害物及其濃度之環境。
(三)氧氣濃度未達百分之十八之缺氧環境，或其他對生命、
健康有立即危害之虞環境。
三、適用對象：
凡本校暴露於有害環境作業場所均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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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定本計畫適用對象。

明定本計畫權責。

四、權責：
(一)校長：監督本校依規定擬定計畫及推動執行，落實照顧勞工
，保障其安全與健康。
(二)系所主管：協助所屬之作業場所呼吸防護計畫作業流程之推
動。
(三)作業場所負責人：實施呼吸防護具選擇，並要求所屬人員確
實使用。
(四)環安組：
1.制/修訂呼吸防護計畫。
2.實施危害辨識及暴露評估。
3.實施作業場所呼吸防護具選擇。
4.規劃作業場所呼吸防護具教育訓練。
(五)衛保組：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以下簡稱職護）
1.實施呼吸生理評估調查。
2.協助作業場所呼吸防護具選擇。
3.協助作業場所呼吸防護具教育訓練。
(六)工作者：
1.配合呼吸生理評估調查。
2.遵守作業場所呼吸防護具配戴規定。
3.接受呼吸防護具教育訓練。

五、計畫內容與措施
明定本計畫內容與措
(一) 國立臺南大學呼吸防護計畫作業流程，詳如圖 1。
施。
(二) 作業項目如下：
1.危害辨識及暴露評估：依據國立臺南大學有害環境暴
露評估表(附表一)，進行評估。
2.呼吸防護具選擇：
(1)依據危害辨識及暴露評估之結果，並參考勞動部職業
安全衛生署呼吸防護計畫及採行措施指引之呼吸防
護具選用步驟，詳如圖 2，決定呼吸防護具類型(
附表二)。
(2)選擇使用半面體或全面體等緊密貼合式呼吸防護具時
，應依工作者生理狀況及防護需求，實施生理評估(附表
三、附表四)及密合度測試(附表五)。
3.呼吸防護具使用：工作者於每次戴用呼吸防護具進入作
業區域前，應實施密合檢點，確實調整面體及檢點面體
與顏面間密合情形，確認處於良好狀況下才可使用，密
合檢點方式如下：
(1)負壓檢點：遮住吸氣閥並吸氣，面體需保持凹陷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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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正壓檢點：遮住呼氣閥並呼氣，面體需維持膨脹狀態。
4.呼吸防護具維護及管理：工作者應依以下原則維護及管
理，以確保呼吸防護具之效能：
(1)定期檢查各零件是否損壞或缺少。
(2)清潔及消毒呼吸防護具。
(3)維修保養呼吸防護具。
(4)儲存於適當場所。
(5)適當領用與紀錄。
5.呼吸防護教育訓練：依據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職業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規定，實
施適當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並留存紀錄。
6.成效評估及改善：應每年至少執行一次呼吸防護計畫之
成效評估，並適時檢討與改善，以確認計畫有效執行並
符合實際需求。
六、本計畫經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修訂時亦同。

明定本計畫之實施及修
正方式。

提案三
提案單位：總務處環安組
案由：擬修正本校母性健康保護計畫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勞動部於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 16 日以勞職授字第 10902034962 號令修正發
布施行「女性勞工母性健康保護實施辦法」部分條文及新增附件表單修正。
二、修正對照表如下。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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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大學母性健康保護計畫｣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二)危害辨識、風險評估及控
制：
1.危害辨識、風險評估：工
作場所負責人對已懷孕、生
產未滿一年，以及須哺乳之
女性工作者，根據「母性健
康保護工作場所環境及作業
危害評估表」(附表二)，填
寫安全衛生危險因子評估，
並參考(附錄二)之內容，區
分風險等級。

(二)危害辨識、風險評估及控
制：
1.危害辨識、風險評估：工
作場所負責人對已懷孕、生
產未滿一年，以及須哺乳之
女性工作者，根據「母性健
康保護工作場所環境及作業
危害評估表」(附表二)，填
寫安全衛生危險因子評估，
並參考(附表三)之內容，區
分風險等級。

將附表三｢母性健康保護

(三)工作適性評估：
女性工作者之風險等級若為第
一級管理者，考量其可能影響
生育功能，向當事人說明危害
影響並採取消除或控制危害，
經當事人書面同意者，可繼續
從事原工作；屬二級管理者，
應採取危害預防措施；為第三
級管理者，該危害將影響母
體、胎兒等之安全及健康，依
校方或專業人士(如特約醫師)
評估建議採取有效控制措施並
與員工面談後需聽取員工之意
願及單位主管意見，在進行工
作調整時，需與該工作者、職
醫與職護或安全衛生管理人
員、工作場所負責人等面談諮
商，並填寫｢妊娠及分娩後未滿
一年勞工之工作適性安排建議
表｣(附表三) 、「作業場所危
害評估及母性健康保護採行措

(三)工作適性評估：
女性工作者之風險等級若為第
一級管理者，考量其可能影響
生育功能，向當事人說明危害
影響並採取消除或控制危害，
經當事人書面同意者，可繼續
從事原工作；屬二級管理者，
應採取危害預防措施；為第三
級管理者，該危害將影響母
體、胎兒等之安全及健康，依
校方或專業人士(如特約醫師)
評估建議採取有效控制措施並
與員工面談後需聽取員工之意
願及單位主管意見，在進行工
作調整時，需與該工作者、職
醫與職護或安全衛生管理人
員、工作場所負責人等面談諮
商，並將填寫「母性健康保護
面談及工作適性安排建議表」
(附表三)，註明其不適宜從事
之作業與其他應處理及注意事
項，告知工作者。

依新修辦法刪除｢母性健康

施表」(附表四)，註明其不適
宜從事之作業與其他應處理及
注意事項，告知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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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說明
風險危害分級參考表｣調
整為附錄二。

保護面談及工作適性安排
建議表｣(附表三)，新增 ｢
妊娠及分娩後未滿一年勞
工之工作適性安排建議表
｣(附表三)、新增「作業場
所危害評估及母性健康保
護採行措施表」(附表四)。

六、每年度統計接受母性勞工 六、前點執行紀錄或文件等應
健康保護計畫之執行成
歸檔留存三年以上。
果，並記錄於「母性健康
保護執行紀錄表」(附表
五)，相關執行紀錄或文件
等應歸檔留存三年以上。

新增附表五「母性健康保
護執行紀錄表」及文字酌
修正。

修訂刪除第七點工作可能
暴露之危害因素，因第七
點與附表二表單內容類同
予刪除。

原附表三調整為附錄二，
新增附表三妊娠及分娩後
未滿一年勞工之工作適性
安排建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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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附表四母性健康保護
面談及工作適性安排建議
表，因工作暴露危害因素
與附表二內容類同。
新增附表四作業場所危害
評估及母性健康保護採行
措施表。

新增附表五母性健康保護
執行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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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

提案單位：總務處環安組

案由：擬修正本校實驗場所安全衛生競賽要點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本次實驗場所安全衛生競賽執行結果，酌予修正。
二、檢附｢國立臺南大學實驗場所安全衛生競賽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如下。
決議：主席授權環安組決定活動競賽獎勵為獎金或禮劵，需符合校內規定，並新增活
動經費來源，修正通過。

｢國立臺南大學實驗場所安全衛生競賽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新增主辦單位。

二、主辦單位：本校環安組 。
三、活動對象：本校各實驗場
所。
四、活動日期：每學年舉辦一
次。
五、活動規劃：

二、活動對象：本校各實驗場

項次變更。

所。
三、活動日期：每學年舉辦一

項次變更。

次。
四、活動規劃：

(一)採自由報名制。

(一)採自由報名制。

(二)依實驗場所危險性分組。

(二)依實驗場所危險性分組。

(三)本校最新消息及環安組

(三)本校最新消息及環安組

網頁公布參賽實驗場所

網頁公布參賽實驗場所

組別。

組別。

(四)由評分委員書面審核評

(四)由評分委員書面審核評分

分後，經環安組彙整，

後，經環安組彙整，簽請

簽請校長核示。

校長核示。

(五)公布獲選優良實驗場所

修正說明

(五)公布獲選優良實驗場所，

，並將競賽成績寄送實

並通知參加實驗室競賽

驗室負責人 。

結果。

(六)邀請環境安全衛生委員

(六)邀請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

會主席參觀優良實驗場

主席參觀優良實驗場所。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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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變更及新增將競賽
成績寄送實驗室負責人。

新增活動經費來源。

六、活動經費來源：由環安組
經常門經費支應 。
七、評分委員：邀請實驗場

五、評分委員：邀請實驗場所

所系所之系主任擔任評

系所之系主任擔任評分委

分委員或系主任委任一

員或系主任委任一名教師

名教師擔任。

擔任。

項次變更。

八、評分方式：

六、評分方式：

項次變更。

九、獎勵辦法：

七、獎勵辦法：

明確訂定獲獎組數及

視當年度實際報名組數，取前

視當年度實際報名數量，遴選

提高獎金，鼓勵實驗室報

百分之三十(無條件進位)獲得

1-3 名 優良實驗室 ；獲選為優

名參加，並帶動實驗室安

優良實驗室 ，並頒發指導老師 良實驗場所頒發禮劵 2000 元、
感謝狀 。
(一)

全衛生管理風氣。

獎狀乙幀 。

第一名：獎金 5000 元及
獎狀。

(二)

第二名：獎金 3000 元及
獎狀。

(三)

第三名：獎金 1000 元及
獎狀。

十、注意事項：

新增辦理活動競賽注意

(一)倘參賽組別未達 2 組，

事項。

主辦單位得斟酌調整參
賽組別。
(二)獲得優良實驗場所實驗
室需同意辦理一次觀摩
活動。
(三)本組保留活動競賽變更
權利，並具有競賽要點
條文的最終解釋權。
十一 、本要點於環境安全衛生 八、本要點於環境安全衛生委
委員會議通過後，簽請

員會議通過後，簽請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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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變更。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

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時亦同。

提案單位：總務處環安組

提案五

案由：擬修正 110 年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12-1 條，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
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二、檢附本校 110 年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決議：第六項變更管理實施單位增列營繕組，修正通過。

伍、臨時動議：無
陸、散會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