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立臺灣科技大學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第 36 次會議紀錄
時間：105 年 3 月 14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20 分至 11 時。
地點：國際大樓 2 樓 IB-210 會議室。
主席：廖慶榮校長 記錄：游潔如
出席：黃慶東委員、劉志成委員、林瑞珠委員(請假，陳浩芸老師代理)、顏怡文委
員、蔡伸隆委員、張韻慈委員、侍筱鳳委員(請假，林采玲代理)、葉瑞徽委員(病
假)、李婉如委員(上課請假)、陳玉榕、游潔如。
壹、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略)
二、第三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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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環安室工作報告:詳附件二。
貳、提案討論：
一、通過新訂「國立臺灣科技大學人因性危害計畫」，本委員會會議紀錄公告後實施，
詳附件三。
二、通過新訂「國立臺灣科技大學異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本委員會會議紀
錄公告後實施，詳附件四。
三、通過新訂「國立臺灣科技大學執行職務遭受不法侵害預防計畫」，本委員會會議紀
錄公告後實施，詳附件五。
四、通過新訂「國立臺灣科技大學女性勞工母性健康保護實施計畫」，本委員會會議紀
錄公告後實施，詳附件六。
主席裁示:請環安室主任將以上四項計畫規劃與相關活動於明日行政會議報告。
五、研揚大樓室內空氣品質，請營繕組於暑假前確認研揚大樓的空調機電是否可提高
效能，以達改善該棟大樓空氣品質之問題。
參、臨時動議：
一、針對國際大樓實驗室問題，應確認法規是否有限制大樓不宜設置濕式實驗室之問
題，另可提醒與鼓勵實驗室加強通報實驗室虛驚事件，以利統計相關事件發生率及加
強安全衛生管理。
肆、主席結論：(略)
伍、散會 ：上午 11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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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第三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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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決事項
辦理單
目前辦理情形
號
位
3303
關於「本校資源回收 環安室 考量經費及資源回收桶尚且堪用，本案暫緩再
桶是否進行全面替
議。
換」案。
3402
關於「本校實驗室廢 環安室 105 年 3 月 3 日完成「105 年 2,700 公斤實驗室
棄藥品清運剩餘經費
廢藥品清運」開標，由青新公司得標，第一次清
不足」案。
運將於 4 月份進行清運。
3501
修正「國立臺灣科技 環安室 已送第 539 次行政會議議決，並遵照辦理。
大學環境保護暨安全
衛生管理規章」
3502
通過「105 年職業安 環安室 遵照辦理。
全衛生管理計畫」
3503
通過「105 年自動檢 環安室 遵照辦理。
查計畫」
3504
本校實驗室廢棄物清 環安室 已於第 539 次行政會議通過「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運處理費用分攤事
實驗室廢棄物清運處理費收費辦法」，遵照辦
宜。
理。另於 104 年 12 月 30 日辦理說明會，105 年
1 月起正式開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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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環安室工作報告
(一) 持續辦理建置本校各單位及實驗場所環安衛管理系統，預計 104 年 12 月 10
日完成第一階段驗收，105 年 1 月 19 日及 20 日進行本系統說明會，105 年 2
月 23 日辦理第二階段最後驗收；系統目前正在使用中。
(二) 105 年 1 月 13 日(設計系)、2 月 22 日(電機系)、2 月 23 日(營建系)、3 月 2 日
(化工系)、3 月 7 日(電子系)辦理 104 學年度下學期各系所專題演講時間邀請
專家學者講授安全衛生講座。
(三) 預計 105 年 5 月 13 日進行全校師生消防教育訓練暨演練。
(四) 已排定 105 年列管實驗場所巡檢業務，將督促各列管系所除檢查外，應依建
議進行不安全狀況改善。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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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於 105
年 1 月 21 日(巡檢地點為電機系)、105 年 3 月 10 日(巡檢地點為化工系)辦
理。
(六) 生物安全:105 年 2 月 15 日化工系 E2-720 實驗室申請購買 1ML 二級生物材
料，目前全校僅一間實驗室使用二級以上生物材料，尚無規畫系統管理，暫
以書面申請。
(七) 105 年 1 月 14 日完成第一季飲水機採樣，全校隨機抽驗，共計採樣 22 處，皆
符合標準，檢驗報告以電子公文，並公布於環安室網頁公告全校周知。
(八) 105 年 1 月 18 日完成本校第四季毒化物日運作記錄申報。
(九) 輔導圖書館針對 104 年度圖書館室內空氣品質超標之空間(書庫)進行改善，圖
書館於 104 年 12 月 26 日於冷氣機上加裝風管、105 年 2 月 1 日加裝可開式窗
戶，加強外氣引入。105 年 2 月 22~23 日委請新美檢驗公司進行定期檢驗，之
前二氧化碳超標之空間數值皆改善至合格範圍。(檢測時間適逢開學第一天，
學生人數較少，本室仍將持續每月巡檢記錄。)
(十) 於 105 年 2 月 23 日完成本季第一次廢液清運，本季共計清運 3.77906 公噸，
花費 124,709 元，依照使用者付費原則(校控款 80%、系所負擔 20%)，校控款
需支付 99,767 元，系所將分攤 24,942 元，將於 4 月統一進行第一季費用繳
交。
(十一)105 年 3 月 3 日完成「105 年 2,700 公斤實驗室廢藥品清運」開標，由青新公
司得標，第一次清運將於 4 月份進行清運(此筆為 104 年度尚未清運完畢之藥
品，全額由校控款支應)。
(十二)化工系清理出約 33 公斤廢汞，因其屬特殊毒性化學廢棄物，將另外簽請經
費處理，估計約需花費近 20 萬之處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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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人因性危害防止計畫
105 年 3 月 14 日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新訂

壹、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 條第 2 項第 1 款及同法施行細則第 9 條之
規定辦理。
貳、目的：為預防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避免本校工作者因長
期暴露在設計不理想的工作環境、重複性作業、不良的作業姿勢或者
工作時間管理不當下，引起工作相關肌肉骨骼傷害、疾病之人因性危
害的發生。
参、管理組織：
一、本計畫以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室為本校之主辦單位。
二、其他各相關教學單位及行政單位為協辦單位。
肆、各級人員之權責：
一、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室：
(一)預防計畫之規劃、推動及執行績效確認。
(二)協助預防計畫之工作危害評估。
(三)依風險評估結果，協助預防計畫工作調整、更換，以及作業現
場改善措施之執行。
二、臨廠服務醫師及專責護理人員：
(一)協助預防計畫之規劃、推動，並實際執行。
(二)依預防計畫時程檢視並進行工作危害評估及風險評估。
(三)依風險評估結果，提出書面告知風險、健康指導、工作調整或
更換等健康保護措施之適性評估與建議。
伍、應辦理之事項包括：
一、分析作業流程、內容及動作（含主要作業內容及作業中易引起肌肉
骨骼傷害或疾病的危險因子）。
二、確認人因性危害因子及作業相關肌肉骨骼傷害部位與疾病調查評
估。
三、危害的辨識及評估，並選定改善方法。(詳附表一)
四、改善方法的執行及追蹤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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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執行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六、配合醫護人員對工作者實施檢查，採取職業病預防及身心健康促進
措施(詳附表一)。
七、訂定適當之計畫，納入安全衛生管理制度中落實執行。
八、進行相關之健康管理、教育訓練、行政作業。
九、上級交付之人因性危害防止事項。
陸、本計畫經本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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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國立臺灣科技大學肌肉骨骼症狀調查與管控追蹤一覽表
作業
單位名稱
職稱
名稱

慣

酸痛

簡易人
進階人
是否
是否
因工程
因工程
姓名
用 職業病 通報中
持續
編號
別 齡 資 高 重
調查 不適
(可複選) 改善 改善 改善 改善
手
時間
員工

性 年 年 身 體

問卷 是否

症狀調查代碼如下，若有多處不適，請填入多個代碼：
1.頸 2.上背 3.下背 4.左肩 5.右肩 6.左手肘/前臂 7.右手肘/前臂 8.左手/腕 9.右手/腕
10.左臀/大腿 11.右臀/大腿 12.左膝 13.右膝 14.左腳踝/腳 15.右腳踝/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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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狀調查

備註

附件四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異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
105 年 3 月 14 日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新訂

壹、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 條第 2 項第 2 款及同法施行細則第
10 條之規定辦理。
貳、目的：防止本校各類工作者因輪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異
常工作負荷而促發疾病，以確保工作者之身心健康，達到過勞防
護及壓力管理之目的。
参、定義：
一、輪班工作：過於頻繁(一週以內輪一次班）的輪班工作。
二、夜間工作：午後 10 時至翌晨 6 時之時間內工作。
三、長時間工作：係指下列情形之一者。
1.一個月內延長工時時數超過 92 小時。
2.二至六個月內，月平均延長工時時數超過 72 小時。
3.一至六個月，月平均延長工時時數超過 37 小時。
肆、管理組織：
一、本計畫以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室為本校之主辦單位。
二、其他各相關教學單位及行政單位為協辦單位。
伍、各級人員之權責：
一、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室：
(一)預防計畫之規劃、推動及執行績效確認。
(二)協助預防計畫之工作危害評估。
(三)依風險評估結果，協助預防計畫工作調整、更換，以及作
業現場改善措施之執行。
二、臨廠服務醫師及專責護理人員：
(一)協助預防計畫之規劃、推動，並實際執行。
(二)依預防計畫時程檢視並進行工作危害評估及風險評估。
(三)依風險評估結果，提出書面告知風險、健康指導、工作調
整或更換等健康保護措施之適性評估與建議。
陸、應辦理之事項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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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辨識及評估可能促發疾病之高風險群，篩選出異常工作負荷之
工作者，進行個案管理。
二、由臨廠服務醫師及專責護理人員進行負荷評估、風險分級，並
對工作者進行面談及健康指導。
三、對「高度風險」之工作者進行調整或縮短工作時間、更換工作
內容，以及作業現場改善措施之措施。(詳附表一)
四、就健康檢查結果，主動對具異常工作負荷潛在風險之工作者進
行健康管理及促進。
五、執行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六、上級交付之異常工作負荷預防及改進事項。
柒、本計畫經本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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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國立臺灣科技大學異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改善情形追蹤表
異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改善情形追蹤表
醫師指示之工作指導
單位
名稱

姓名

已 通 知 工作指導
當事人 建議日期 已通知
主管

建議情形

工作
限定

建議改善內容
通知科室主管改善日期
改善內容
實際改善執行日期
建議內容
執行日期
建議內容
執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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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限
工作調整 工作變更 其他
制、禁止

醫師評估回復情
況良好不需進行
追蹤

附件五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執行職務遭受不法侵害預防計畫
105 年 3 月 14 日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新訂

壹、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 條第 2 項第 3 款及同法施行細則第
11 條之規定辦理。
貳、目的：防止本校各類工作者執行職務因他人行為遭受身體或精神
不法侵害，以妥善預防及處置職場暴力事件，確保工作者之身心
健康。
参、定義：
一、執行職務遭受不法侵害：以下簡稱職場暴力，指工作者在與
工作相關的環境中（包含通勤）遭受虐待、威脅或攻擊，以致於
明顯或隱含地對其安全、福祉或與健康構成挑戰的事件。包括下
列 4 種類型：
1.肢體暴力(如：毆打、抓傷、拳打、腳踢等)。
2.心理暴力(如：威脅、欺凌、騷擾、辱罵等)。
3.語言暴力(如：霸凌、恐嚇、干擾、歧視等)。
4.性騷擾(如：不當的性暗示與行為等)。
肆、管理組織：
一、本計畫以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室為本校之主辦單位。
二、其他各相關教學單位及行政單位為協辦單位。
伍、各級人員之權責：
一、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室、人事室、總務處及本校相關委員
會：
(一) 預防計畫之規劃、推動及執行績效確認。
(二) 辦理相關教育訓練課程。
(三) 可能之不法侵害(危害)辨識及評估。
(四) 強化工作場所保護措施之規劃、配置。
(五) 建構禁止職場暴力之規範並公開宣示。
二、臨廠服務醫師及專責護理人員：
(一) 協助職場暴力預防及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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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輔導受害者心理健康並給予輔導，提出相關健康指導、工
作調整或更換等身心健康保護措施之適性評估與建議。
(三) 擔任相關教育訓練課程講師。
(四) 辨識與評估高風險族群，並提供改善建議。
三、各級單位主管：
(一)預防計畫之執行與參與。
(二)配合接受相關職場暴力預防教育訓練。
(三)負責執行強化工作場所的規劃。
(四)負責提供所屬工作者提供必要保護措施。
陸、應辦理之事項包括：
一、當可能或已經出現職場暴力時，即應啟動本計畫。
二、危害辨識及評估：針對本校特性、工作性質，辨識高風險族
群之工作者及特質，並進行風險評估及降低風險之控制措施。
三、適當配置作業場所：將公司內常發生的暴力類型與工作位
置，強化相關措施，列舉出經常採行措施。
(一)加强校園環境管理，警衛應 24 小時輪值待命及巡查。於大
門入口處、各樓梯間，應設置 24 小時監視器及緊急通報系
統。
(二)建置與轄區警察單位 24 小時之聯絡系統-警民連線。
(三)如有暴力發生之徵兆，應立即通知駐警衛、單位主管協同
處理。
(四)溝通過程中保持鎮靜及與施暴者維持安全距離（1 公尺或 1
個手臂長），並與施暴者成 45 度角，避免正面接觸。
(五)運用安撫溝通技巧化解施暴者激憤的情緒，給予充足時間
宣洩不滿情緒。
四、工作適性安排：針對潛在風險高之工作者或作業場所，進行人
力調整、配置或提供必要保護措施。
五、辦理危害預防及溝通技巧教育訓練。
六、建立事件處理程序並向所有工作者宣導:
(一)有關處理程序，詳如職場暴力處理流程圖（如附件一）。
(二)當面臨可能發生暴力行為時，首先要保護自己，採取防範
措施，例如:大聲呼救、脫離現場避免受到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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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場同仁應協助按下緊急求救鈴或電話通知警衛與單位主
管。
(四)人力支援無法處理時，應撥打 110 勤務中心請求支援。
(五)必要時，單位主管應指揮現場人員進行疏散。總務處協助封
鎖現場，保存現場完整，並配合警察人員處理現場。
(六)單位主管向上級主管通報事故發生經過及處理過程。
(七)單位主管必要時協助同仁至警局報案，報案前倘有調閱監視
影像並複製監視錄影畫面需求時，請依本校「校園安全錄影
監視系統調閱管理作業要點」辦理。
(八)如發生死亡者或發生災害之罹災人數在一人以上，且需住院
治療，請事故單位主管立即通報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室，並
於 8 小時內通報臺北市勞檢處。
(九)本校工作者遭遇或疑似職場暴力時，得填具「職場暴力事件
通報/申訴單」（如附件二）向相關單位反應。
七、預防計畫執行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一)職場暴力事件發生或工作者申訴後三日內，由相關委員會，
召集相關處室舉行調查或檢討會議，並做成會議紀錄，據以
改善。
(二)員工心理輔導方面，由學務處諮商心理師主動提供心理諮商
輔導，並確認對員工所提供的支持及協助是否足夠，評估是
否需轉介精神科或其他單位。
(三)事件發生後，為防範經常發生類似暴力情形發生，必要時由
相關單位辦理教育訓練，以協助及提昇校園內員工對暴力事
件之警覺性及處理技巧。
(四)每三年重新進行一次風險評估和監測，確認採取控制措施後
的殘餘風險及新增風險，檢討其適用性及有效性。
(五)各主管應鼓勵工作者主動報告所有受到攻擊及威嚇的事件，
以協助追蹤。暴力事件發生後，應對環境及職務進行審查及
檢討，以找出改善之空間。
(六)職場暴力相關之會議紀錄、訓練內容、評估報告、通報單、
醫療及賠償紀錄等，亦應予以保存，以助每年進行風險評估
和分析。所有職場暴力事件之調查報告應以書面紀錄、保
管，以利事後審查。
八、上級交付之不法侵害預防及改進事項。

12

柒、本計畫執行紀錄或文件等應歸檔留存三年以上。
捌、本計畫經本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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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職場暴力處理流程圖
遭遇

是否為

是

現場暴力

否
通知單位主管

提出申訴

被害者

施暴者
警衛
制伏
警戒現場安全

安撫同仁，向上通報
協助同仁就醫生理

主治醫師

否

或治療

是

會診精神科 是

填寫異常事件通報單
視同仁需求轉介本校諮商輔導
或精神科就診

否

持續關懷、追蹤同仁

就醫

治療處置人員不落單
駐衛警保全加強單位巡邏

身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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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職場暴力事件通報/申訴單
1.

發生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發生時間：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具體位置：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目擊者：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受害者：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暴力指向(加害者別)：□員工□其他
________________
7.

加害者性別：□男

□女

8. 加害者姓名或特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所屬機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雙方關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 暴力類型：
□肢體暴力(如：毆打、抓傷、拳打、腳踢等)。
□心理暴力(如：威脅、欺凌、騷擾、辱罵等)。
□語言暴力(如：霸凌、恐嚇、干擾、歧視等)。
□性騷擾(如：不當的性暗示與行為等)。□其他
12.發生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詳細說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造成傷害：□有

□無

15.受傷人員：□無

□施暴者

16.事件處理：□警察部門

□受害者

□保安人員

□其他
□自行協調

17.施暴者處置：□無 □自行離開 □警方逮捕
18.報告人：__________

□其他

報告日期：________

註：調查結果另填依據相關會議調查討論報告錄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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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女性勞工母性健康保護實施計畫
105 年 3 月 14 日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新訂

壹、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0 條第及同法施行細則第 39 條之規
定辦理。
貳、目的：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以確保懷孕、產後哺乳女
性勞工之身心健康，達到母性勞工保護目的。
参、定義：
一、母性健康保護：指對於女性勞工從事有危害之虞之工作所採
取之措施，包括危害評估與控制、醫師面談指導、風險分級
管理、工作適性安排及其他相關措施。
二、母性健康保護期間 (以下簡稱保護期間)：指雇主於得知女
性勞工妊娠之日起至分娩後一年之期間。
肆、適用範圍：
一、適用對象從事下列工作時，應啟動本計畫，實施母性健康保
護:
(一)具有依國家標準 CNS 15030 分類，屬生殖毒性物質第一
級、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第一級或其他對哺乳功能有不
良影響之化學品。
(二)易造成健康危害之工作，包括勞工作業姿勢、人力提舉、
搬運、推拉重物、輪班、夜班、單獨工作及工作負荷等。
(三)從事鉛及其化合物散布場所之工作。
(四)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五款至第十四款及第二
項第三款至第五款之工作。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
二、適用對象暴露於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三十條第一項或第二項之
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之作業環境或型態，應啟動本計畫，實
施危害評估。
伍、管理組織：
一、本計畫以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室為本校之主辦單位。
二、其他各相關教學單位及行政單位為協辦單位。
陸、各級人員之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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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室：
(一)預防計畫之規劃、推動及執行績效確認。
(二)協助預防計畫之工作危害評估。
(三)依風險評估結果，協助預防計畫工作調整、更換，以及作
業現場改善措施之執行。
二、臨廠服務醫師及專責護理人員：
(一)協助預防計畫之規劃、推動，並實際執行。
(二)依預防計畫時程檢視並進行工作危害評估及風險評估。
(三)依風險評估結果，提出書面告知風險、健康指導、工作調
整或更換等健康保護措施之適性評估與建議。
柒、應辦理之事項包括：
一、辨識與評估工作場所環境及作業之危害，包含物理性、化學
性、生物性、人因性、工作流程及工作型態等。
二、依評估結果及女性勞工母健康保護實施辦法第 9、11 條之規
定，區分風險等級，並實施管理及告知勞工。
三、實施工作環境改善與危害之預防及管理。
四、對適用對象提供健康面談、指導及管理，發現異常者需追蹤檢
查或適性評估，必要時轉介婦產科或職業醫學專科醫師評估。
(附表一)
五、計畫執行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六、上級交付之其他預防及改進事項。
捌、本計畫經本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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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妊娠及分娩後勞工之健康危害評估及工作適性安排建議表

一、基本資料
勞工姓名
□妊娠週數
週；預 產 期
□分 娩 後 （ 分 娩 日 期
年
□身高：
公分； 體重：
血壓：
mmHg
□工作職稱/內容：

年齡
年
月
日
月
日） □哺乳 □未哺乳
公斤；身體質量指數（BMI）：
kg/m2；

二、婦產科相關病史
1.預防接種：□B 型肝炎 □水痘
□MMR (痲疹-腮腺炎-德國麻疹)
2.生產史：懷孕次數
次，生產次數
次，流產次數
次
3.生產方式：自然產
次，剖腹產
次，併發症：□否
□是：
三、妊娠及分娩後風險因子評估
1.過去懷孕病史：
□ 先天性子宮異常 □ 子宮肌瘤
□ 子宮頸手術病史
□ 曾有第 2 孕期 (14 週) 以上之流產 □ 早產 (懷孕未滿 37 週之生產)史
2.工作可能暴露之危害因素：
□化學性物質，請敘明：
□物理性危害，請敘明：
□生物性危害，請敘明：
□人因性危害，請敘明：
□社會環境因子引起之心理危害，請敘明：
3.本次懷孕問題：
□ 多胞胎妊娠
□ 羊水過多
□ 早期子宮頸變薄 (短)
□ 泌尿道感染
□ 妊娠毒血症
□妊娠糖尿病
□ 前置胎盤
□ 胎盤早期剝離
□ 陰道出血 (14 週以後)
□ 貧血 (血紅素＜10 g / dL)
□ 子宮收縮頻率過高 (1 小時超過 4 次以上) □ 超音波檢查胎兒結構異常
□ 胎兒生長遲滯（＞37 週且體重≦ 2500g） □ 家族遺傳疾病或其他先天性異常
□ 其它不適症狀（如腹痛、頭痛、胸悶、下背痛..等，請敘明
）
4.個人因素：
□沒有規律產檢
□抽菸
□喝酒
□藥物，請敘明：
□年齡 (未滿 18 歲或大於 40 歲) □生活環境因素 (例如熱、空氣汙染)
□孕前體重未滿 45 公斤、身高未滿 150 公分
□個人心理狀況：
□ 焦慮症
□ 憂鬱症
□睡眠：
□正常
□失眠
□需使用藥物
□其他
5.分娩後子宮復舊與哺乳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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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宮復舊良好 □子宮復舊不全，請敘明
□哺乳情形，請敘明
6.其他檢查，請敘明:
四、評估結果與建議
評估結果

□第一級管理

□第二級管理

綜合建議

□第三級管理

□評估結果大致正常
□1.請定期追蹤檢查
□2.可繼續工作
(□可繼續從事原來的工作 □可從事接近日常之工作內容 )
□評估結果部分異常
□1.可從事目前工作，但須考量下列條件限制:
□(1)變更工作場所：
□(2)變更職務：
□(3)縮減職務量：
□縮減工作時間：
□縮減業務量：
□(4)限制加班（不得超過
小時／天）
□(5)週末或假日之工作限制（每月
次）
□(6)出差之限制（每月
次）
□(7)夜班工作之限制（輪班工作者）
（每月
次）
□2.不可繼續原工作，宜休養(休養期間：
)
□3.其它具體之工作調整或生活建議：
□評估結果異常，需住院觀察。
□其它
評估醫師(含醫師字號):
評估日期:
年
月 日
備註:
一、工作可能暴露之危害因素，請雇主先行填寫，並提供最近一次之健康檢查、作
業環境監測紀錄及危害暴露情形等資料予勞工，交予評估醫師。
二、管理分級之說明:
（一）符合下列條件之一者，屬第一級管理：
1、作業場所空氣中暴露濃度低於容許暴露標準十分之一。
2、第三條或第五條第二項之工作或其他情形，經醫師評估無害母體、胎兒或嬰
兒健康。
（二）符合下列條件之一者，屬第二級管理：
1、 作業場所空氣中暴露濃度在容許暴露標準十分之一以上未達二分之一。
2、 第三條或第五條第二項之工作或其他情形，經醫師評估可能影響母體、胎兒
或嬰兒之健康。
（三）符合下列條件之一者，屬第三級管理：
1、作業場所空氣中暴露濃度在容許暴露標準二分之一以上。
2、第三條或第五條第二項之工作或其他情形，經醫師評估有危害母體、胎兒或
嬰兒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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