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南大學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 110 年度第 1 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0 年 3 月 18 日(星期四)上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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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會議提案依照執行情形辦理，請業務單位工作報告。

貳、上次會議提案決議執行情形報告
提案

案 由

決議事項

擬修正「國立臺南大學實

一

執行情形
依作業規範執行，公告於

照案通過

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小組」

本組網頁。

設置要點案

二

三

四

五

依計畫執行，公告於本組

擬訂定本校呼吸防護計畫

照案通過

草案

網頁及臺南大學法規資料
庫。
依計畫執行，公告於本組

擬修正本校母性健康保護

照案通過

計畫案

網頁及臺南大學法規資料
庫。
依競賽要點執行，公告於

擬修正本校實驗場所安全

修正通過

衛生競賽要點案

本組網頁。
公告於本組網頁，由各單

擬修正 110 年職業安全衛

修正通過

生管理計畫案

位依管理計畫執行。

參、業務報告
一、校園安全衛生管理
(一)本校綠能系設備實施輻射安全檢查合格，報告留存紀錄備查。
(二)辦理關注化學物質(笑氣)免添加二氧化硫核可文件領證(臺南市關核字第 000001
號)。
(三)辦理寒假府城校區、榮譽校區、大同研發中心實驗室環境安全衛生查核(初查、複查)
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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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辦理圖書館室內空氣品質偵測器異常顯示之處理。
(五)彙整春節期間進出實驗室調查表，提供府城校區、榮譽校區守衛室巡檢。
(六)1 月份進行「109 年度動物實驗申請人實際應用動物調查」。
(七)1 月份進行「109 年度動物科學應用機構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監督報
告」資料填報，並於 110 年 1 月 19 日函覆行政院農委會。
(八)辦理安心上工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新進職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九)3 月 4 日召開｢教育部所屬機關學校加強校園設施安全作業計畫｣第 1 次會議。
(十)辦理實驗室用品(含化學品)採購安全衛生管理作業。
(十一)規劃本校 110 年全國職場安全健康週活動實施計畫 1 份，並上傳｢職場安全健康週
專網｣。
(十二)辦理本校 110 年第一季飲用水質檢測作業(每季 18 台)。
(十三)進行生物實驗課程實驗室安全衛生守則宣導。
(十四)辦理採購安全衛生管理作業。
(十五)職護健康諮詢人數共 2 位、長期輪班人員健康關懷人數共 2 位。
(十六)更新母性健康管理人數及資料，目前總管理人數為 7 人，包含妊娠期 1 位、產後一
年內 6 位。
(十七)職場不法侵害危害預防潛在高風險工作場所訪談，共 3 個處室/系所。
(十八)健康促進相關 e-mail 宣導：
「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落實防疫新生活」､
「疫情警戒標準及因應事項」
、
「寒流來襲低溫保健」
、
「三招讓腕管減壓」
、
「元宵湯
圓吃多身體跟著圓」宣導。
(十九)109 年度特殊作業健康檢查執行人數共 3 位，其中有 2 位屬第二級健康管理，將安
排職醫給予作業危害預防健康指導。
(二十)109 年度健康檢查報告個人健康風險分級統計，統計結果顯示高度風險共 1 人、中
度風險共 25 人，將依風險程度安排職醫或職護給予健康關懷。
(二十一)閱覽後憲保全公司人員健康檢查報告共 10 份，其中有 8 位人員需安排健康關懷
追蹤。
(二十二) 2 月 18 日職醫健康服務關懷：
1 員工健康諮詢：1 人。
○
2 特殊危害健康作業健康檢查報告第二級管理健康指導：2 人。
○
3 母性健康保護個案關懷：2 人。
○

二、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
(一)府城校區汙水下水道用戶接管工程、思源樓電梯新建工程巡檢。
(二)參與｢府城校區汙水下水道用戶接管工程｣會議，並提供環安組報告書面資料。
(三)寒假期間，清洗蓄水池作業。
(四)110 年 2 月 23 日上午 10 時 10 分，發生乙炔切割作業燃爆之虛驚事故，承攬商需依

2

災害防止對策完成改善，經監造確認後，始可恢復動火作業。爾後動火作業由承攬商
職安人員到校督導，並落實相關自主檢查表。

三、稽查與評比
(一)1 月 19 日臺南市環保局輔導 C403 先進炭材實驗室「毒化物-笑氣」使用宣導。
(二)1 月 26 日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檢查員查核汙水下水道工程，提醒現場使用電鑽，
應加裝漏電斷路器及落實自主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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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購數量及濃度(%) 列管編號

販賣廠商

請購
(1100104)

乙二醇甲醚

5000mL/99%

欣欣化學

07102

(二)新增一氧化二氮(笑氣)關注化學物質核可文件 (臺南市關核字第 000001 號，有
效期限至 115 年 2 月)。
(三)110 年 01 月 11 日參加臺南市毒災聯防組織災防講習訓練。
主席指示：承攬商職業災害或虛驚事故辦理相關案件，放置工作報告。

肆、提案討論
國立臺南大學 110 年第 1 次「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
提案表
項次

提案事項

提案單位

頁數

一

擬修正本校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案。

總務處
環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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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擬修正本校承攬商環安衛管理要點案。

總務處
環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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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總務處環安組

提案一

案由：擬修正本校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第二版，修正本校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
計畫。
二、 新增本校如發生不法侵害事件，可透過適當配置作業場所的｢物理環境｣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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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場所設計｣兩個方面進行檢點；工作適性可透過｢適性配工｣與｢工作設計｣兩
個面向進行檢點。
三、新增申訴案件如有類似考績案件、性騷擾案件，由校內相關委員會審理。
決議：本案暫緩處理，依照校內可執行面酌作修正。

｢國立臺南大學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三)工作場所負責人：
1.擔任職場暴力預防及處置小
組成員。
2.配合填寫職場不法侵害預防
之危害辨識及風險評估表、
預防職場不法侵害行為宣
導單－主管層級 (附件 6)。
3.配合接受相關職場暴力預防
教育訓練。
4.配合 計畫之執行作業場所
環 境檢點與改善 並強化工作

現行條文
(三)工作場所負責人：

修正說明
酌作文字修正。

1.擔任職場暴力預防及處置小
組成員。
2.配合填寫職場不法侵害預防
之危害辨識及風險評估表、
預防職場不法侵害行為宣
導單－主管層級。
3.配合接受相關職場暴力預防
教育訓練。
4.配合 措施之執行 並強化工作
場所的規劃。

場所的規劃。

(三)適當配置作業場所：

(三)適當配置作業場所：

參考執行職務遭受不法

將學校內常發生的暴力類

將學校內常發生的暴力類型 侵害預防指引-第二版，

型與工作位置，強化相關措

與 工 作 位 置 ， 強 化 相 關 措 新增如發生不法侵害事件

施，列舉出經常採行措施如

施，列舉出經常採行措施如 可從｢物理環境｣(附件 3-1)

附件 3。

附件 3。

及「工作場所設計」(附件

如發生不法侵害事件，學校

3-2)，加強措施。

單位對於風險項目依消
除、取代、工程控制、管理
控制及個人防護具等優先
順序，並考量現有技術能力
及可用資源等因素，採取有
效降低風險之控制措施，並
透過職場不法侵害預防之
作業場所環境檢點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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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環境」(附件 3-1)與職
場不法侵害預防之作業場
所環境檢點紀錄表「工作場
所設計」(附件 3-2)兩個面向
進行作業場所適當之配置
規劃，降低或消除不法侵害
之危害。
1.物理環境：工作場所的物
理外觀是潛在不法侵害的
消減或啟動的關鍵因子。
宜特別留意教職員、訪客
所處環境及暴露情況，並
採取適當解決措施，以降
低或消除任何負面影響。
(1)保持最低限噪音（控
制於 60 分貝以下）
，
避免刺激教職員工、
訪客之情緒或形成緊
張態勢。
(2)選用令人放鬆、賞心
悅目的色彩。
(3)保持室內、室外照明
良好，各區域視野清
晰，特別是夜間出入
口、停車場及貯藏室。
(4)在擁擠區域及天氣燥
熱時，應保持空間內
適當溫度、濕度及通
風良好；消除異味。
(5)維護物理結構及設備
之安全。
2.工作場所設計：工作場
所設計應結合安全環
境；不當之設計可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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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觸發不法侵害行為
或導致該行為升級的因
素，可考量下列各項因
子規劃。
(1)通道：提供安全進出
工作場所之通道；盡
量減少對外通道分
歧；主要出入口、人
員往來動線注意安
全；接待區域應有訪
客登記措施，其設計
應讓來客容易辨識、
方便利用，也方便其
他教職員工觀察；公
共通道，應根據既定
作業流程進行管制。
(2)空間：提供適當工作
空間（宜有兩個出
口）
，方便教職員工及
來客使用，以降低緊
張感。必要時設置服
務對象或訪客等候用
之空間，安排舒適座
位；準備雜誌、電視
等物品，降低等候時
的無聊感。減少工作
空間出現可作為武器
的尖銳物品，如花瓶
等。
(3)設備或擺飾：辦公傢
俱之擺設應避免影響
教職員工出入；保持
傢俱量少質輕、沒有
尖銳的角緣，盡量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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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在地板上。
(4)若工作場所為有金錢
業務交易之服務櫃
台，建議可裝設防彈
或防碎玻璃 (如出納
組辦公室)。
(5)建築設計：建築物的
出入口應使人方便出
入；廁所、茶水間應
有明顯標示、方便運
用並適當維護；盡可
能尊重個人隱私。工
作場所為應變緊急狀
況，宜設置安全區域
及訂定緊急疏散程
序。
(6)監視器及警報系統：
依照工作場所實際狀
況、執行活動及風險
程度選擇警報系統；
所有系統應定期妥善
維護及測試。
1 潛在危險區域應裝
○

置監視器或由警衛、
保全人員定時巡邏，
在高風險的位置安裝
監視及警報設備，如
警鈴系統、緊急按鈕、
24 小時閉路監視器
或無線電話通訊等裝
置。若為個別單位，
可與警衛室警報系統
連結。
2 可於入口安裝金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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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測器或由警衛、保
全人員把關，在適當
狀況下，檢測來訪人
士是否持有刀具或其
他武器。
3 警報系統如電話、
○

哨子、緊急按鈕，
應提供給顯著風險區
工作的教員工使用、
或事件發生時能發出
警報並通知其他同
事。
為避免引起加害人注
意，使用靜音式警報
系統。如無靜音式警
報系統，受害人千萬
不要在加害人離開前
觸動警報系統，避免
激怒對方。一旦警報
系統啟動，應展開有
效因應措施。警報系
統應依特定區域風險
評估來決定樣式。
(四)依工作適性適當調整人力

(四)依工作適性適當調整人力

1.參考執行職務遭受不法

或提供必要保護措施：

或提供必要保護措施：

侵害預防指引-第二版，

如發生不法侵害事件，可依｢

校內如評估結果仍無法避免具

新增如發生不法侵害事

適性配工｣及｢工作設計｣兩面

有下列職務或作業流程時，應依

件可依｢適性配工｣(附

向進行檢點，並提供保護措

工作適性調整人力(如聘用足夠

件 3-3)及｢工作設計｣(附

施。

保全人員在旁支援)或提供相關

件 3-4)兩面向進行檢

1.適性配工(附表 3-3)： 防衛性工具（如口哨、警棍等）
：

點，並提供保護措施。

適性配工在預防職場不 1. 面對大量群眾，尤其是服務 2.修正序號。
法侵害上發揮極為重要

對象是弱勢族群或有精神障

之功能。

礙者。

(1)針對校內高風險或高 2.需要單獨進行作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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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 荷 、 夜 間 工 作 之 安 3.在傍晚及夜間之工作。
排，應參照醫師之適性 4.需要處理金錢交易工作。
配工建議外宜考量人力 5.執行保護性業務工作。
或性別之適任性等。夜 6.執行校內工作者人事調動告
間或獨自作業，宜考量

知作業時。

潛 在 危 害 ， 如 性 暴 力 7.執行校內工作者人事終止聘
等；必要時應聘僱保全

雇告知作業時。

人員或提供教職員工自
我防衛工具、宿舍或交
通服務等保護措施。
(2)有特定需求作業或新
進人員應加強訓練，並
採輪值方式。
(3)當教職員工在不同作
業場所移動，應明確規
定其移動流程，並定時
保持聯繫，必要時配置
警衛、保全人員。
(4)若教職員工自行舉報
因私人關係遭受不法侵
害威脅者，學校單位進
行人力配置時，應儘可
能採取協同作業而非單
人作業，以保護教職員
工職場安全。
2.工作設計(附表 3-4)：
工作設計也是減少職場
不法侵害極為有效且經
濟的方法之一。
(1)若工作性質為需與公
眾接觸之服務，應簡化
工作流程，減少教職員
工及服務對象於互動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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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之衝突。
(2)避免工作單調重複或
負荷過重；排班應取得
教職員工同意並保有規
律性避免連續夜班、工
時過長或經常性加班累
積工作壓力。
(3)允許適度的教職員工
自治，保有充分時間對
話、分享資訊及解決問
題。
(4)於職場提供教職員工
社交活動或推動員工協
助方案，並鼓勵教職員
工參與。
(5)針對教職員工需求，
提供相關之福利措施，
如彈性工時、設立托兒
所、單親家庭或家暴特
定協助等，除有助於調
和職業及家庭責任，同
時有效預防職場不法侵
害。
(6)校內如評估結果仍無
法避免具有下列職務或
作業流程時，應依工作適
性調整人力(如聘用足夠
保全人員在旁支援)或提
供相關防衛性工具（如口
哨、警棍等）：
1 面對大量群眾，尤其是服
○

務對象是弱勢族群或有
精神障礙者。

10

2 需要單獨進行作業活動。
○
3 在傍晚及夜間之工作。
○
4 需要處理金錢交易工作。
○
5 執行保護性業務工作。
○
6 執行校內工作者人事調
○

動告知作業時。
7 執行校內工作者人事終
○

止聘雇告知作業時。
(五)建立事件處理程序：
1.制定職場不法侵害通報

(五)建立事件處理程序：
1.制定職場不法侵害通報及處

及處置表（附件 4）並設

置表（附件 4）並設立通報單

立通報單位（學務處、環

位（人事室、學務處、環安

安組）。

組）。

（附件 5）。

人事室，故刪除人事
室。
2. 依執行職務遭受不法
侵害預防指引-第二版

3.學校建立執行職務遭受不 3.學校建立執行職務遭受不法
法侵害事件處理流程圖

1. 依附件 1 通報單位無

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

侵害 預防推動 流程（附件 5）
。

害預防推動流程名稱

4.建立職場 暴力 處理小組 ，

修正為執行職務遭受

4.職場不法侵害申訴案件由 由人

不法事件處理流程圖。

環安組收件後，如有類似

事室人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3. 新增申訴案件如有類

考績案件，提送本校職員/

人員、職護、教官 室、職醫及

似考績案件、性騷擾案

校聘人員考核獎懲委員

教職員工代表組成，負責執行

件，由校內相關委員會

會，如有類似性騷擾案

控制暴力的策略及處理職場

審理。

件，提送性騷擾申訴評議

暴力案件 並填寫職場不法侵

委員會進行審議。

害通報及處置表。執行職務遭

5.建立職場不法侵害處理
小組：
由人事室人員、生輔組組
長、環安組組長、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人員、職醫、
職護及教職員工代表組
成，並填寫職場不法侵害
通報及處置表。
6.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會

受不法侵害會議召集人由校

4. 職場暴力處理小組修
正名稱為職場不法侵

害處理小組。
長指示。其成員必須熟悉學校 5. 職場不法侵害處理小
組成員新增環安組組
內部對暴力事件發生時之應
長、教官室修正為生輔
變方法與步驟，並視情況及時
組組長。
報警，以應對突發事件。
6. 新增教師代表由校長
5.通報及 申訴 過程必須客觀、
指示。
公
7. 酌作文字修正。
公平及公正，對受害人及通報
者之權益及隱私完全保密。

議召集人、教師代表由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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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指示。上述成員應避開
指派與該事件有關人員，
其成員必須熟悉學校內
部對暴力事件發生時之
應變方法與步驟，並視情
況及時報警，以應對突發
事件。
7.通報及處理過程必須客
觀、公平及公正，對受害
人及通報者之權益及隱私
完全保密。
依據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
害預防指引(第二版)，修正
附件 5 執行職務遭受不法
侵害事件處理流程圖。

提案二

提案單位：總務處環安組

案由：擬修正本校承攬商環安衛管理要點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勞職南 5 字第 1091054871 號函辦理。
二、 目前校內招標工程於施工前作協議組織暨危害告知，其他承攬工作皆為概括性
的危害告知，因概括性的危害告知不符合職安法規要求。
三、危害告知應於事業交付承攬時或工作進行之前告知承攬商，以書面為之或召開
協議組織會議並作成紀錄。
四、修正本要點目的、新增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之職責、附件六國立臺南大學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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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單、附件七每日安全衛生告知單、附件八每日施工巡檢紀錄、附件九承攬
作業項目、潛在危害因素及危害防止對策。
決議：本案暫緩處理，由總務處內部先溝通意見，彙整後再修正要點。

｢國立臺南大學承攬商環安衛管理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一、本要點根據「職業安全衛 一、本要點根據「職業安全衛 參考職安法修正本要點目
生法」有關承攬法規，本校「環 生法」有關承攬法規，本校「環 的，為防止職業災害及保
境保護及安全衛生管理要點」 境保護及安全衛生管理要點」 障工作者安全與健康。
第七條，以及環境保護相關法 第七條，以及環境保護相關法
令訂定，為防止職業災害，保 令訂定，目的在明確規範承攬
障教職員生及承攬商工作者之 商於承攬本校業務時，有關環
安全與健康，特訂定本要點。

保及安全衛生之權利與義務 。

三、前條各類承攬商作業前， 1.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
事業單位與承攬人、
(一)共同作業：指發包單位與承 該項作業之本校承辦人需填寫
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
攬商、再承攬商所僱用之勞 「承攬商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
共同作業，需設置協議
告知單」
（附件一）
，如屬要點 2
工於同一期間、同一工作
組織，故新增共同作業
第 7 項特殊作業除告知單外另
與協議組織的定義。
場所工作。
（附件
(二)協議組織：由發包單位召集 填寫「特殊作業告知單」
，由承攬商簽署，並將影本 2.附件一「承攬商環境保
之，並定期或不定期進行協 二）
護暨安全衛生告知單」
一
份
送
總
務
處
環
安
組
。
必
要
議安全衛生事項。
名稱修正「承攬商環境
時，並由環安組進行安全衛生
保護暨安全衛生承諾
注意事項填註，填註後交回請
書」
，並調整至四、(二)
發包單位職責。
購單位，放置於施工現場，於
3.附件二「特殊作業告知
施工完畢後，依完工簽核流程
單」移至四、(四)承攬
實施，完成後由環安組存檔備
商職責。
查。
三、定義：

四、職責：
(一)請購單位：
1.督促承攬商設備與環境之
安全措施。
2.責任區內承攬商施工人員
之不安全行為及使用不安

1. 新增承攬商管理之請
購單位、發包單位、環
安組、承攬商的職責。
2. 新增附件六國立臺南
大學危害告知單、附件
七每日安全衛生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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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設備，並通知發包單位、
環安組處理。
(二)發包單位：
1.發包單位應依其危害特性
訂定專屬之｢國立臺南大
學危害告知單｣ (附件六)
，可參考｢承攬作業項目、
潛在危害因素及危害防止
對策｣(附件九)，並於作業
前以書面告知承攬商有關
其施工的工作環境、危害
因素及職業安全衛生法
有關安全規定應採取之
措施，影本環安組留存。
2.要求承攬商於施工前確實
了解施工場所安全衛生之
設施與要求事項，並填寫
｢國立臺南大學承攬商環
境保護暨安全衛生承諾書
｣(附件一)，影本環安組留
存。
3.要求承攬商依施工現場填
寫每日安全衛生告知單
(附件七)及每日施工巡檢
紀錄(附件八)。
(三)環安組：
1.訂定承攬商環安衛管理要
點。
2.不定期查核承攬商作業人
員相關安全衛生工作。
3.告發不安全行為、不安全
環境及不安全機具、設備
之使用。
4.負責告知承攬商本校之職
安要求、注意事項及應採
取之防範措施。
(四)承攬商：
1.依本校及政府法令之規
定，對所聘僱之人員辦理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單、附件八每日施工巡
檢紀錄、附件九承攬作
業項目、潛在危害因素
及危害防止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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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作成紀錄備查。
2.負責承攬作業期間實施
自備器材及工具（如電焊
機、高壓氣體鋼瓶及法規
規定之器具）之自動檢
查，電器、機具、設備需
符合安全衛生規定。
3.承攬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
在承攬時，亦應依｢國立臺
南大學危害告知單｣(附件
六)告知再承攬人。
4.承攬商依施工現場填寫每
日安全衛生告知單(附件
七)及每日施工巡檢紀錄
(附件八)。
5.本要點二.7.特殊作業，
於施工前 2 日填寫特殊作
業告知單(附件二) ，送
環安組。
6.依環保法規負責清運作業
餘料、廢棄物等，不得任
意棄置。
五、依職安法要求，於工作

四 、依職安法要求，於工作

開始前，該共同作業之場所

開始前，該共同作業之場所

須設置協議組織(駐校執行

須設置 安全 協議組織(駐校

承攬作業為每日、連續性之

執行承攬作業為每日、連續

承攬廠商，也需於作業前設

性之承攬廠商，也需於作業

置協議組織)，協議組織成員

前設置協議組織)，安全 協議

為承攬商之負責人或安衛相

組織成員為承攬商之負責人

關人員及本校業務相關單位
之人員共同組成；……。

或安衛相關人員及本校業務

1. 項次修正。
2.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規
用詞，安全協議組織修
正為協議組織。

相關單位之人員共同組成；
，……。
五、承攬商就其承攬之全部或
一部分交付再承攬時，承攬人
亦應依本要點第 3 條及職安法
相關法規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
採取之措施於事前告知再承攬
人，並將影本送交一份送總務
處環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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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第五點內容移至四、職
責(四)承攬商職責。

生法採取必要之防護措施，

生法採取必要之防護措施，

1.採購單位修正為發包單
位。

提供所屬人員必要之防護設

提供所屬人員必要之防護設

2.刪除健康保險紀錄、勞

備及器材，以維護人員之施

備及器材，以維護人員之施

工安全。本校發包單位得要

工安全。本校 採購 單位得要

求承攬商提供職業安全衛生

求承攬商提供 勞工健康檢查

教育訓練紀錄、承攬作業工

資料、勞工保險及健康保險

作守則、契約需求之機械、

紀錄、教育訓練 記 錄、承攬

器具、設備、化學品等之合

作業工作守則、契約需求之

格標章或標示(附件四)。

機械、器具、設備、化學品

七、承攬商應依職業安全衛

七、承攬商應依職業安全衛

工保險、勞工健康檢查
，依各採購契約規定。
3.酌作文字修正。

等之合格標章或標示(附件
十三、施工期間如發生災害，
應立即通報本校警衛室、發包
單位及環安組，除急救、搶救
外，不得破壞現場。
十四、承攬商違反上述規定

四)。
十三、施工期間如發生災害， 1. 施工期間如發生災害，
應立即通報本校警衛室 及使用
新增通知發包單位及
單位負責人。
環安組。
2. 新增職安法規定。
十四、承攬商違反上述規定

1.新增表單編列名稱。

時，本校校內工作者皆可舉

時，本校校內工作者皆可舉

2. 新增附表五之二國立

發，填寫｢國立臺南大學環

發，由請購單位填寫 「承攬

臺南大學環境保護暨

境保護暨安全衛生矯正及預

商違反施工規定案件通知書」

安全衛生矯正及預防

防報告｣(附表五之二)或「承

依合約或相關規定處罰扣款

報告。

攬商違反施工規定案件通知

（附件五），並送會總務處環

書」依合約或相關規定處罰

安組經總務長簽核後影本送

扣款（附件五之一），並送會

主計室於結案時辦理扣款。

總務處環安組經總務長簽核
後，影本送主計室於結案時
辦理扣款。
附件一｢國立臺南大學承
攬商環境保暨安全衛生告
知單｣名稱修正｢國立臺南
大學承攬商環境保暨安全
衛生承諾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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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增表單編列名稱為
附件五之一。
2. 酌作文字修正。

新增附件五之二國立臺南
大學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
矯正及預防報告。

新增附件六國立臺南大學
危害告知單。

新增附件七國立臺南大學
每日安全衛生告知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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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附件八每日施工巡檢
紀錄。

新增附件九承攬作業項目
、潛在危害因素及危害防
止對策。

伍、臨時動議： 無。
陸、散會 上午 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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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簽名斕

單位／姓名
生物科技學系
程主任台生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
潘主任青林
學務處衛保維
楊維長素姿
學務處生輔維
廖維長益誠
總務處營繕維
李紐長鐘龍
總務處事務維
蔡維長雅芳
總務處環安組
張維長碩文
總務處環安維
李管理師美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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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環安維
陳管理師姿霖

23

總務處環安維
李管理師芳儀

24

勞工代表／環安紐
郭管理師瑞欽
勞工代表／電算中心
蔡維員柬樺
勞工代表／戲劇系
呂校聘維員季才華

25
26
27

勞工代表／綠能系
丁校聘紐員文惠

28

職護
王護理師慈瑋
20

請假

芷科 L 伐

且 tk
右
乃庇且
沂硐鬪
『 氚＼
苣
丕舌
禾 士、

請假

主差衍
丕島仡

｀互11囹
請假
-

-

｀

」 ]、\
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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