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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文科技大學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110年 11月 12日(星期五) 10時 00分 

地    點：行政大樓 3樓大會議室 

主    席：于第校長 (王主任秘書仲資代理)                          記錄：鄭曜昇 

出    席：如簽到表 

壹、報告出席人數並宣布開會 

貳、主席致詞 

略 

參、確認上次會議決議及執行情形報告 

一、通過「景文科技大學自動檢查計畫」、「景文科技大學勞工健康服務計畫」、「景文

科技大學教職員工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要點」、「景文科技大學人因性危害

預防要點」及「景文科技大學職場母性健康保護要點」並執行中。 

二、建議本委員會應增列人事室主任擔任當然委員：已提 110年 5月 4日 109學年度

第 17次行政會議通過，增列人事室主任擔任當然委員。 

洽悉 

肆、工作報告 

一、110 年 9 月 28 日完成國家防災日之緊急避難逃生疏散演練暨 110 下半年度自衛消

防編組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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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防災日之緊急避難逃生疏散演練暨 110 下半年度自衛消防編組演練情形》 

二、北區互助聯盟-新北市大專校院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制度臨場診斷及輔導於 110年 10

月 5日至本校輔導，本校需於 11月 20日前回覆完成改善並提送改善資料，請相

關單位於 11月 16日中午前擲環安中心改善後佐證紙本資料及照片，以利環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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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發函回復。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職業安全衛生督導考核結果如下： 

項

次 

項 目 內 

容 

 
實 際 執 行 情 形 改 善 建 

議 

改善現況回覆 

1 

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

規章 

 勞工人數 275人，已訂定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準則。 
無 

 

2 
安全衛生

工作守則 
 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

則。 

建請依職

業安全衛

生法第 34

條規定辦

理。 

依委員建議於 110年 11月 12日召開

景文科技大學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

生委員會議，通過「景文科技大學安

全衛生工作守則」 

3 

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

計畫 

 勞工人數 275人，已訂定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無 

 

4 

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

單位及管

理人員設

置 

 

所設實習工廠屬第二類事

業，僱用勞工人數 21

人，已設置丙種職業安全

衛生業務主管 1名；另屬

第三類事業之勞工人數

254人，亦已設置甲種職

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1

人，惟未填具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單位（人員）設置

（變更）報備書報本處備

查。 

建請依職

業安全衛

生管理辦

法第 86條

規定辦

理。 

依委員建議已完成報勞動部職安署備

查。 

5 

實施體格

及健康檢

查 

 
已對所僱勞工實施體格及

健康檢查，並留存執行紀

錄。 

無 

 

6 

風險分級

管理(如:

實驗室或

實習工廠

等) 

 未對所設實習工廠實施風

險評估。 

建請對所

設實習工

廠實施風

險評估。 

依委員意見，已委託友喬股份有限公

司進行作業環境監測計畫及實習工廠

危害鑑別風險評估執行計畫，完成後

備查。 

7 防護設施  未將防護設施列入安全衛

生工作守則中。 

建請將防

護設施列

入安全衛

生工作守

則中。 

依委員意見，已將防護設施列入安全

衛生工作守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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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教育訓練  

已對所僱勞工實施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惟未保存包

含受訓人員名冊及簽到紀

錄，且課程內容及時數未

符合規定。 

建請依職

業安全衛

生教育訓

練規則第

17條、第

18條及第

31條規定

辦理。 

依委員意見，教職員工安全衛生急救

訓練於110.08.31-110.09.02辦理完

成，並已將成果彙整集冊（含受訓人

員名冊、簽到、照片及具體成效）。

教職員工教育訓練「人因性危害預

防」，運用全民勞教e網數位學習平

台，於110.11.05-110.11.13採線上方

式，確切掌握同仁們線上點閱次數、

時間及完成學習狀態等資訊。 

 

9 

實施人因

性危害預

防措施 

 已訂定人因性危害預防計

畫，惟未留有執行紀錄。 

建請依職

業安全衛

生設施規

則第 324

條之 1規

定辦理。 

依委員意見。 

1.已針對無執行紀錄部分新增了「肌

肉骨骼損傷調查表」較高分同仁之醫

師訪談追蹤紀錄表。                                 

2.增列 109學年度導師知能「遠離痠

痛-健康生活」活動成果報告。 

10 

實施異常

工作負荷

促發疾病

預防措施 

 

已訂定異常工作負荷促發

疾病預防計畫，惟僅執行

部分預防措施，尚缺調整

或縮短工作時間及更換工

作內容之措施、實施健康

檢查、管理及促進、執行

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建請依職

業安全衛

生設施規

則第 324

條之 2規

定辦理。 

依委員意見。 

1.已針對 109學年度過勞量表高負荷

同仁進行問卷調查、護理人員訪談、

醫師面談改善措施建議及進行改善。

惟目前本校無配置場所不當，須調整

人力之需求。         

 2.辦理危害預防教育： 

 (1).110年 8月 31-110年 9月 2日辦

理事業單位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            (2).每年於 9月辦

理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掩護練習，實

施緊急救護防護團教職員工 CPR及檢

傷分類及消防救護演練。 

3.已完成執行成效之紀錄表。 

11 

實施執行

職務遭受

不法侵害

預防措施 

 

已訂定執行職務遭受不法

侵害預防計畫，惟僅執行

部分預防措施，尚缺適當

配置作業場所、依工作適

性適當調整人力、辦理危

害預防及溝通技巧訓練、

建立事件之處理程序、執

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建請依職

業安全衛

生設施規

則第 324

條之 3規

定辦理。 

依委員意見。 

1. 110.11.08彙整各單位所填送工作

場所「環境檢點紀錄表」及「適性配

工與工作設計檢點紀錄表」。 

2.110.11.09至110.11.12期間，本校

針對工作場域之辨識及評估危害、適

當配置作業場所、工作適性人力、危

害預防及溝通技巧訓練、建立事件之

處理程序、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等，進行預防措施之查核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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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防災重要提示事項： 
 

 
(一) 本次督導考核針對防護設施部分，另查有

6項缺失，已當場解說，敬請改善，與其

具有相同危害之設施，應一併予以改善，

違規事實提示如下： 

 

 

 1. 

未於裝有危害性化學品(即甲醇)的容

器標示危害內容（應包含名稱、危害

成分、警示語、危害警告訊息、危害

防範措施及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

名稱地址及電話）(危害性化學品標示

及通識規則第 5條第 1項參照)。 

依委員意見，完成去渍油危害性化學

品標示。 

 

 

 2 

未提供勞工危害性化學品(即甲醇)之

安全資料表(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

規則第 12條第 1項參照)。 

依委員意見，完成去渍油危害性化學

品之安全資料表。 

 

 3 

未製作危害性化學品（即甲醇）清單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第 17

條第 1項第 2款參照)。 

依委員意見，完成去渍油危害性化學

品之清單庫存表。 

 

 4 

未於加工用之旋轉刃具（即鑽孔機）

標示勞工不得使用手套，致勞工有被

捲之虞(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56

條參照) 

依委員意見，完成去渍油危危害性化

學品之安全資料表。 

 

 5 

西式餐廳教室內壓麵機傳動帶未設置

護罩，致勞工有被捲及被夾之虞(職業

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43條參照) 

依委員意見，壓麵機傳動帶已設置護

罩並完成該場域風險評估報告。 

 

 6 

未使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劉聖

文及鄭曜昇接受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

練(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8

條第 1項第 1款參照)。 

依委員意見，儘速報名完成在職教育

訓練。 

 

(二) 
本次督導考核針對現場部分，另提供建議

事項如下： 

 

 

 

1 中式餐廳教室之配電箱建議於箱門內

側應放置單線圖或結線圖，並在各斷

路器旁標識負載名稱及分路編號。 

依委員意見，完成配電箱門內側放置

單線圖或結線圖，並在各斷路器旁標

識負載名稱及分路編號。 
 

 
2 建議於中式餐廳教室冰箱等電器之連

接電路加裝漏電斷路器。 

依委員意見，完成中式餐廳教室冰箱

等電器之連接電路加裝漏電斷路器。 

 

 3 建議檢視中式餐廳教室插座內部配線

是否正確。 

依委員意見，完成中式餐廳教室插座

內部配線水火線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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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驗電筆檢測後，發現中式餐廳教室

外排油煙機金屬外殼有警示訊號，請

再確認該外殼是否有漏電情形或加以

接地。 

依委員意見，經檢測該教室排油煙機

殼已設接地裝置，電錶檢測無漏電現

象，為後風速產生之靜電現象。 

 

 
5 西式餐廳教室內待啟用之冷藏櫃建議

內部設置通報或警報裝置，以避免人

員受困。 

依委員意見，完成冷藏櫃警報求救裝

置。 

 

 

6 鑒於已發生多起職業災害，西式餐廳

教室內推車宜限制高度，如屬特定檢

定場所所規定，惠請提供相關資料俾

利釐清。 

依委員意見，已調整西式餐廳教室內

推車高度為 170cm，符合法規 

 

三、教育部預計於 110年 11月 16日(星期二)下午 2時至本校進行 109年「大專校院

校園環境管理現況調查與執行成效檢核實施計畫」追蹤輔導，輔導流程及路線說

明如下： 

(一) 追蹤輔導日期：110 年 11 月 16 日下午 14：00 

(二) 與會人員：校長或主任秘書主持、學務處、人事室、餐飲系、視傳系、環安

中心、本校職護及職醫，已發開會通知。 

(三) 教育部輔導人員如下： 

輔導人員 

輔導委員：(安全衛生組) 陳秋蓉委員、蔡朋枝委員 

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人員：高志璋科長、楊雯茜專案管理師 

永發公司工作人員：蔡佳倫小姐、段淑芬小姐 

(四) 輔導流程如下： 

行程 時間 項目(地點：行政 3F大會議室) 

主席致詞 14：00～14：05 
說明追蹤輔導目的、介紹學校人員、

追蹤輔導委員及陪同人員 
5分鐘 

校方簡報及

討論 
14：05～14：35 

校方針對校園環境管理現況(包括

109 年審查結果報告委員意見回復)

進行簡報說明後，進行現場討論，並

決定現場輔導路線 

30分鐘 

現地輔導 14：35～15：45 進行現場輔導(如下表流程) 70分鐘 

綜合座談 15：45～16：30 
相關書面資料檢視、追蹤輔導委員與

校方意見交流(針對學校安全衛生管

理情形，提出改善建議) 

4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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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輔導路線圖： 

編號 參訪點名稱 參訪重點簡述 單位 

1 安全監控中心 勞工安全防災設備查核 環安中心 

2 健康中心 健康中心、集乳室 學務處 

3 餐飲系實習餐廚 

學生實習場所、設備安全防護設施 

安全衛生自動檢查 

C009、C105、C106、C107 

餐飲系 

4 視傳系創客中心 
學生實習場所、設備安全防護設施 

安全衛生自動檢查 
視傳系 

5 其他地點 

學生宿舍(消防、逃生、防疫) 

資源回收場(類圾分類、環境清潔) 

圖書館(空氣品質監測) 

學務處 

環安中心 

圖資處 

(一) 追蹤輔導內容：1.環境保護及能資源管理現況 2.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3.校園災害

管理現況。 

(二) 請人事室、學務處於 11 月 15 日中午前將訪視資料擲總務處開標室，以利統

一檔案夾標籤作業。 

(三) 109 年審查結果報告委員意見學校回復說明：追蹤輔導路線圖及參訪點說明 

伍、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環安中心 

案  由：景文科技大學安全衛生工作守則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與「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訂定「景文科技大學

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以符合法規現況。 

二、檢附「景文科技大學安全衛生工作守則」草案。 

三、本計畫經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 

決  議： 照案通過 

陸、臨時動議： 

決  議：無 

柒、 散會：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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