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立臺灣科技大學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第 33 次會議紀錄
時間：104 年 4 月 22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至 12 時。
地點：國際大樓 IB-210 會議室
主席：李咸亨副校長代理 記錄：游潔如
出席：劉志成委員、林瑞珠委員、顏怡文委員、蔡伸隆委員、侍筱鳳委員、李孟駿委
員(缺席)、黃慶東委員(請假)、葉瑞徽委員、李親民委員、陳玠源、游潔如。
列席:事務組李佩穎小姐。
壹、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略)
二、第三十二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議決事項辦理情形表: 詳附件一。
主席指示:配合 4 月 28 日校務評鑑，請先於 4 月 27 日前先將可以清除之雜物清
除，並邀請消防安檢相關組織專業講師至校，宣導逃生通道維持暢通之重要。
三、環安室工作報告: 詳附件二。
貳、提案討論：
一、通過 104 年 5 月 22 日實施年度員工健康檢查案，建議爾後原則上每 3 年辦理一
次，實施前應依當年度需求專案簽核；此項業務將由環安室主辦，學務處衛保組
協辦。為加強服務，將另請廠商提供公務員健檢項目，提供多元選擇合併檢查。
（辦理單位：環安室）
二、關於「是否配合臺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04 年度臺北市推動機關、學校資源回收
工作計畫』」案，原則上同意進行，請與總務處盡快選定適當地點配合辦理。
三、關於「本校資源回收桶是否進行全面替換」案，照案通過。建議學校汰換舊型資
源回收桶，經費與更換相關事宜，應整體評估後另案簽核。
四、參、臨時動議：(略)
肆、主席結論：(略)
伍、散會 ：上午 12 時 00 分

1

附件一
第三十一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議決事項辦理情形表:
議案標
號

議決事項

辦理單位

目前辦理情形

100801 建置本校各單位
及實驗場所環安
衛管理系統。

環安室

1.已發包採購委託給采威國際有限公司承攬。
2.預計 9 月 5 日前完成管理系統建置。

100802 優先進行各教學
單位及實驗場所
設備儀器及用電
基線資料調查。

環安室
營繕組

1.將設計於環安衛管理系統中填報。
2.填報說明將合併於系統建置完成後召開說明
會，說明宣導如何填報。
3.列入議案 100801 追辦。

3102

調查抽驗本校大
型演講廳或 100
至 150 人之教學
場所並改善空氣
品質。
(以 1000ppm 為
標準)

環安室

1.委員表示目前仍有部分教室空氣品質不佳，建
議必須再加強改善。
2.改善方式:請環安室先找出必須增加空調開啟
的教室，與總務處事務組確認後，特別開放上課
期間可以不受氣候溫度限制，不啟動教室自動空
調控溫裝置，[進一步觀察是否可改善空氣品
質。

3201

新訂「國立臺灣
科技大學校內公
共空間安全管理
要點」。

環安室

1. 遵照辦理，已送 4 月 14 日第 531 次行政會議
通過。
2. 總務處已提供全校公共空間雜物堆放照片，
環安室預計 4 月 24 日將至照片所示該場所相
關單位進行勸導，並張貼限期通知單，逾期
處理單位將依要點規定送請總務處進行清除
作業。

3202

新訂「104 年度
環安衛教育訓練
計畫」

環安室

辦理中。

3203

新訂「104 年實
驗場所環保與安
全衛生巡檢計
畫」。

環安室

辦理中。

3204

關於「是否規劃
全校滅鼠計畫」
案，請請總務處
事務組列席討
論。

事務組

1. 目前私人餵食流浪貓狗情況常見，且實驗室
或研究室等天花板孔洞過多，也容易造成老
鼠滋生環境。
2. 目前工程二館整棟實施報價為 7 萬 2 千元，
估計全校若實施計畫，費用估計約須 100 萬
元。
3. 先由環安室進行全校及實驗場所宣導辦理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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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防治鼠患說明會。
4. 環安室行文請各單位加強防治鼠患之宣導與
修補建築物孔洞。
5. 鼠患問題將列入 105 年本校實驗場所評比項
目之一，104 年將先加強宣導如何防治鼠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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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環安室工作報告
(一)本校「104 年下半年環境節日及其他環境教育相關活動計畫」獲得行政院環保
署補助 3 萬 1,840 元，將於下半年度辦理兩梯次參觀活動，分別邀請鄰近國
中、小學予三校聯盟之夥伴學校參與。
(二)本校參加「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校園能資源管理及環境安全衛生計
畫」，獲得補助款 20 萬元修繕材料系廢液貨櫃屋(自籌款為 51 萬 3,000 元)。
(三)本校參加經濟部能源局四省計畫「103 年度創新應用獎之評選」
，初審會議已
於 104 年 4 月 13 日召開，在參選 50 家單位之提案中本校經與會委員評定，進
入複審 6 家單位之一。將排定於 104 年 4 月 23 日上午至本校進行現地訪查。
(四)103 年度春季班新進碩博士生及大學專題生環安衛教育訓練，目前 76 人完成
訓練。
(五)103 年 7 月公告新進人員應繳交體格檢查表，共計 35 人(助理管理(技術)師 19
人；專任助理 17 人)繳交，63 人(助理管理(技術)師 11 人；專任助理 52 人)
未完成將再要求盡早完成。
(六)預計 104 年 5 月 22 日與學務處衛保組共同辦理本校員工體檢事宜。
(七)104 年實驗場所巡檢，已進行化工系(3/12 及 3/13)及機械系(4/13、4/20、
5/7)，5 月(5/18 及 5/26)將進行材料系、自控所、應用所及醫工所，預計巡
檢後 1 個月內發出巡檢報告進行改善，2 個月後複檢，經複檢未進行改善部
分，將依要點進行後續處理事宜。
(八)已於 3 月 26 日(巡檢地點為化工系)起依法規聘請職業病專科醫師至本校進行
2 個月一次勞工健康服務，下次服務時間為 5 月 14 日(巡檢地點為機械系)；
亦感謝學務處衛保組兩位護理師林采玲及何聿舒於 4 月派訓參加職業安全衛生
護理師教育訓練，已受訓完成，將另向主管機關核備相關證書。
(九)「台旭環境科技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於 103 年 11 月 10 日依公告標準方法至本
校進行「圖書館室內空氣品質定期檢測」，依法測定甲醛、二氧化碳、細菌及
懸浮微粒 PM10；經八小時連續監測結果得知，圖書館閱覽室二氧化碳濃度無法
符合法規標準。已轉知圖書館委請營繕組協助修繕。
(十)本校 104 年度第一季指定項目綠色採購比率為 40.3%，將辦理相關教育訓練及
會辦採購單位改善。
(十一) 本校第四類毒性化學物質已依法規辦理發證，合計辦理 31 件，共繳交規
費 4 萬 6,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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