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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議  紀  錄  

 

 

 

 

 

 

 

 

 

 

 

 

 

 

 

                                         地點：第二會議室  

                                         時間：102 年 10 月 15日 



慈濟技術學院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42 次行政會議紀錄 

 
一、時  間：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15 日(星期二)下午 15:30 

二、地  點：第二會議室 

三、主  席：羅  文  瑞  校  長           紀 錄：陳玉娟組長 

四、出席人員：許瑋麟主任秘書、蔡宗宏教務長、牛江山學務長、 

魏子昆總務長、彭少貞主任、藍毓莉主任(李怡真老師代)、 

蔡長書主任、吳善全主任、林正榮主任、梁巧燕主任、 

林祝君主任(耿念慈老師代)、游崑慈主任、謝易達主任、

杜信志主任、蔡武霖主任、李長泰主任、謝麗華主任、 

何玉菁組長、葉秀品組長、陳皇曄主任、郭仁宗組長、 

戴國峯組長、程君顒組長、王承斌組長、蔡群瑞主任、 

何宗崑組長、周嘉琪組長、江明珠組長、胡凱揚組長、 

李春蓓組長、陳玉娟組長、莊銘忠組長、賴蓎諼組長、 

魏  鑫組長、謝宜伶組長、彭進興組長、江玉君組長、 

鄭淑貞組長(李家琦組長代)、李家琦組長、張櫻慈組長(鄧

琇介組長代)、鄧琇介組長、張玉婷組長、黎依文組長、

張玉瓊組長、翁銘聰組長(謝易達主任代)、呂家誠組長、

林信漳組長、呂西文組長、邱雪媜組長 

五、列席人員： 

六、請假人員：楊均典組長  

 

 

 





 

 



七、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一)修訂「慈濟技術學院績優學生獎學金發給辦法」。 

102.9.10 校長簽核並公告。 

(二)修訂「慈濟技術學院推動學生志願服務及績優表揚辦法」。 

緩議。 

(三)訂定「慈濟技術學院狂犬病防疫應變小組及任務分工」。 

102.9.12 校長簽核、102.9.17 公告。 

(四)廢止「慈濟技術學院學生校內意外傷患處理要點」。 

102.9.12 校長簽核、102.9.17 公告。 

 

八、主席報告 

(一)為避免財產設備閒置、浪費，並使其發揮最大效用，日前請總務處保管組

盤點學校 3C 財產，已完成第一階段電腦相關設備及第二階段數位相機的

清點與回收運用，第三階段將執行錄音筆的清點。處理方式會以不影響教

學、研究、校務推動為原則，回收數量將依據單位同仁的人數、使用量及

承辦活動的多寡來評估，請各單位安心並配合保管組的盤點作業。 

(二)遼寧省鞍山師範學院提出希望與本校各系進行ㄧ學期交換學生研習的建

議，請各系擬訂計畫，讓學生可以交流學習。此次交換生研習請研發處先

統籌辦理，爾後彙辦窗口請招生組負責，輔導部份請學諮中心協助。 

(三)已請秘書室將東華大學理工學院副院長李永綱教授所撰寫「東華的危機！

轉機？」一文與全校同仁分享，從文章中可了解連一向安逸的國立學校也

意識到因環境教育改變、少子化衝擊所帶來的危機。本校擁有慈濟志業全

球化的優勢，應掌握優勢積極突破，用心招收境外生，這也是克服少子化

另一個增加生源的管道，同時藉由境外生到校學習的氛圍，可讓本校學生

拓展視野。 

(四)感恩大家這段時間的用心，但還有少數同仁沒有危機意識，教育是良心事

業，大家一定要盡心盡力。在教育場域中希望大家積極用心，不要有投機

取巧、坐享其成的心態，也請各位主管於適當的會議或座談會中與同仁溝



通、宣導。 

(五)請各系關心、暸解並分析學生的休學原因，盡力改善。讓各位同仁努力招

收進來的學生能安住在校，也請教師們在教學、服務方面更積極用心，讓

學生在校期間能扎實學習。 

(六)有關自我評鑑部份，請秘書室安排邀請校外專家蒞校分享，讓各單位同仁

可以直接了解自我評鑑的重點及相關注意事項。 

 

九、各處室系科工作報告：   

教務處(如附件一) 

學生事務處(如附件二) 

總務處(如附件三) 

人文室(如附件四) 

人事室(如附件五) 

會計室(如附件六) 

圖書館(如附件七) 

電算中心(如附件八) 

進修推廣部(如附件九) 

研發中心(如附件十) 

秘書室(如附件十一) 

通識教育中心(如附件十二) 

護理系(如附件十三) 

醫務管理系(如附件十四) 

放射醫學科學研究所及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如附件十五)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如附件十六) 

資訊科技技管理系(如附件十七) 

 

 



十、提案討論： 

學務處提案 

提案一：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推動學生志願服務及績優表揚辦法」部分條文，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為調整社區志工服務時數認列範圍，擬修正本辦法部分條文。 

二、修訂條文之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七 條   

志工服務運用單位應視業務

所需，依照志工服務之工作

內容與特點，核實記錄其服

務時數。活動總時數達十六

小時(含)以上之大規模社區

服務活動，其籌備時數之認

列以活動總時數之兩倍為原

則，如有特殊狀況得另以 

簽呈方式辦理。 

第 七 條   

志工服務運用單位應視業

務所需，依照志工服務之

工作內容與特點，核實記

錄其服務時數。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

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

正時亦同。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

後，並呈請校長核定公佈

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  議：緩議。請學務長召集各系溝通討論，彙整意見後再議。 

 

總務處提案 

提案二：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安全衛生工作守則」第九章條文，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校園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認可稽核委員意見，配合增列第九章條文。 

二、本工作守則增列經 102 年 9 月 6 日期初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委員會通過。 



三、修訂條文之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九章 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

項 

第三十條 員工對於體格檢

查、定期健康檢查及特定項目

之健康檢查有接受之義務。 

第三十一條 本校僱用之員

工應就下列規定，實施一般體

格檢查： 

一、作業經歷、既往病史、生

活習慣及自覺症狀之調

查。  

二、身高、體重、腰圍、視力、

辨色力、聽力、血壓及身

體各系統或部位之理學

檢查。 

三、胸部Ｘ光（大片）攝影檢

查。  

四、尿蛋白及尿潛血之檢查。 

五、血色素及白血球數檢查。 

六、血糖、血清丙胺酸轉胺

（ALT）、肌酸酐

（creatinine）、膽固

醇、三酸甘油酯之檢查。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之檢查。  

前項體格檢查結果應用法定

表格記錄並最少保存七年。 

第三十二條 本校教職員工

應就下列規定，實施前條規定

之一般健康檢查： 

教職員工健康檢查：在職教職

員工凡符合下列規定應實施

定期健康檢查： 

第九章 附  則 

第三十條 本守則業經勞、資

雙方代表共同訂定，並報經主

管機關備查後，公告實施。

勞、資雙方均應共同遵守，修

訂或增訂亦同。 

 

 

1.勞委會工

作守則共十

章： 

第一章  

總則 

第二章  

安全衛生管

理及各級權

責 

第三章  

設備之維護

與自動檢查 

第四章  

工作安全與

衛生標準 

第五章  

教育訓練 

第六章  

急救與搶救 

第七章  

防護設備維

護與使用 

第八章  

事故通報與

報告 

第九章  

其他有關安

全衛生事項 

第十章  

附則 

2.依校園安

全衛生管理

系統認可稽

核委員意

見，擬增列

第九章條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年滿 40 歲以上者，每年檢查

1 次。 

未滿 40 歲者，每 2 年檢查 1

次。 

若有特殊危害健康作業場所

之教職員工，其健康檢查應依

規定，必須實施特殊危害健康

檢查，每年檢查 1 次。 

前項健康檢查結果應用法定

表格記錄並最少保存十年。 

第三十三條 員工如違反本

守則，將視情節輕重報請主管

機關處理，依勞工安全衛生法

第三十五條規定，處新台幣參

仟元以下罰鍰。 

文。 
（依據「勞工

安全衛生法」

第 12條） 
3.增列條文

後，條次依

序修正。 

決  議：修正通過（增修第十章第卅四條）。新辦法詳如附件十八，函報行政院勞委

會北區檢查所備查後公告實施。 

 

提案三：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實驗室有害廢棄物質管理辦法」第四、五、七條條文，

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校園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認可稽核委員意見，配合修訂部份條文。 

二、本工作守則增列經 102 年 9 月 6 日期初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委員會通過。 

三、修訂條文之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三 條  實驗室有害廢棄

物之貯存方法： 

一、實驗室廢液 
(二)應以固定容器(限用

第 三 條  實驗室有害廢棄

物之貯存方法： 

一、實驗室廢液 
(二)應以固定容器(限用

條文修訂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HDPE 20 公升塑膠桶)密封盛

裝，並貼上「實驗室廢液存

放記錄單」、「實驗廢液分類

標籤」及標示有害事業廢棄

物之標誌。 

HDPE 20 公升塑膠桶)密封盛

裝，並貼上填寫好之「實驗

室廢液存放記錄單」、「實驗

廢液分類標籤」、「實驗室廢

液分類表」及標示有害事業

廢棄物之標誌。 

第 四 條  實驗室有害廢棄

物之清除處理方法： 
二、感染性事業廢棄物 
(一)委託花蓮縣醫師公會清

理處理，每週清理一次。 
(四)清運前將感染性事業廢

棄物集中放置指定地點，並

填具「委託清除有害事業廢

棄物紀錄表」交由環境保護

暨安全衛生組統一處理。 

第 四 條  實驗室有害廢棄

物之清除處理方法： 
二、感染性事業廢棄物 
(一)與慈濟醫院合併處理，共

同委託花蓮縣醫師公會清理

處理機構，每週清理一次。 
(四)清運前將感染性事業廢

棄物集中放置指定地點(中

川堂)，並填具「委託清除有

害事業廢棄物紀錄表」交由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組統一

處理。 

條文修訂 

第 七 條  本辦法經勞工安

全衛生管理委員會及行政會

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

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 七 條  本辦法經勞工安

全衛生管理委員會決議及行

政會議審議通過後，呈請校

長核淮公佈施行，修正時亦

同。 

文字修訂 

決  議：照案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十九。 

 

提案四：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小組設置辦法」之辦法名稱及第

二、四、六、七、十條文，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2 年 08 月 26 日農牧字第 1020043122D 號函修訂

部份條文。 

二、本辦法修訂業經 102 年 9 月 6 日期初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委員會通過。 



三、修訂條文之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慈濟技術學院實驗動物照護

及使用小組設置及管理辦法 

慈濟技術學院實驗動物照護

及使用小組設置辦法 

修正辦法名

稱 

第 二 條  本組設召集人一

人由校長兼任，成員三至七

人，其中一人應具備獸醫師

之資格或經中央主管指定動

物實驗管理訓練合格之專業

人員，餘由進行動物科學應

用之相關學科教師組成，成

員名冊應呈中央主管機關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備查，

異動時亦同。 

前項獸醫師或專業人員，自

擔任照護委員會或小組成員

之日起，應每三年至少接受

一次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

動物實驗管理訓練，並取得

合格證書，始得繼續擔任照

護委員會或小組成員。 

第 二 條  本組設召集人一

人由校長兼任，成員三至七

人，其中一人應具備獸醫師之

資格或經中央主管指定動物

實驗管理訓練合格之專業人

員，餘由進行動物科學應用之

相關學科教師組成，成員名冊

應呈中央主管機關(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備查，異動時亦

同。 

 

依據實驗動

物照護及使

用委員會或

小組設置及

管理辦法第

二條修訂 

第 四 條  本組之任務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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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之科學應用諮詢意

見及訓練計畫。 

三、提供本校有關實驗動物

飼養設施改善之建議。 

四、監督本校實驗動物之取

得、飼養、管理及是否

確依審核結果進行動物

科學應用。 

五、提供本校年度執行實驗

第 四 條  本組之任務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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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之科學應用諮詢意

見。 

三、提供本校有關實驗動物

飼養設施改善之建議。 

四、監督本校實驗動物之取

得、飼養、管理及應用

等行為。 

 

五、提供本校年度執行實驗

依據實驗動

物照護及使

用委員會或

小組設置及

管理辦法第

三條修訂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動物科學應用之監督報

告，並應保存該查核結

果六年以上備查。 

六、每半年應依查核表實施

內部查核一次，並填報

查核總表列為監督報告

之附件。 

七、進行動物科學應用之機

構如使用猿猴、犬、貓

進行科學運用時，本組

應提供審核通過之該等

動物實驗申請表影本，

並列為監督報告之附

件。 

八、受理該機構違反本辦法

相關規定之動物科學應

用爭議案件。 

第一項第六款之內部查核

項目如下： 

一、軟體查核：包括機構政

策與職責、動物健康與

照護及動物飼養管理。 

二、硬體查核：包括動物飼

養區域與供應區域、儀

器與設備及動物手術或

實驗場所。 

動物科學應用之監督報

告。 

 

六、每半年應依查核表實施

內部查核一次，並填報

查核總表列為監督報告

之附件。 

七、進行動物科學應用之機

構如使用猿猴、犬、貓

進行科學運用時，本組

應提供審核通過之該等

動物實驗申請表影本，

並列為監督報告之附

件。 

 

第 六 條  照護委員會或小

組審核該機構之動物科學應

用時，應由利用實驗動物進

行科學應用者事先提出申

請，申請內容包括計畫名

稱、計畫主持人、實驗動物

種類、品種、數量、實驗設

計、執行期限、負責進行動

物實驗之相關人員名冊、依

第 六 條  利用動物進行科

學實驗者，其需採用之實驗

動物種類、品種、數量 

及實驗設計應先申請，經本

組審議核可，始得進行(動物

實驗申請表如附件二)。若僅

作正常動物之解剖觀察，未

經危險性實驗(含生物危

險、放射線及化學藥劑施打

依據實驗動

物照護及使

用委員會或

小組設置及

管理辦法第

四條修訂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所

進行之替代、減量及精緻化

之評估說明等資料，經本組

審議核可，始得進行；經核

可之內容變更時，亦同。 

動物實驗等)，則不列入本辦

法規範。 

 

第 七 條  本組發現本校進

行實驗動物之科學應用，違

反本辦法相關規定，或未依

前條核可內容辦理時，應勸

導改善，經勸導仍未改善

者，得終止其使用實驗動

物。情節重大者應通報所屬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並副知中央主管理機

關。 

第 七 條  本組發現本校進

行實驗動物之科學應用，違

反本辦法相關規定時，經限

期改善，逾期仍未改善者，

得終止其實驗動物之使用。

情節重大者應通報所屬直轄

市或縣（市）政府核轉中央

主管機關。 

依據實驗動

物照護及使

用委員會或

小組設置及

管理辦法第

五條修訂 

第 十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

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公

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 十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

議通過，呈校長核准後施

行，修正時亦同。 

文字修訂 

決  議：修正通過（增修第四條「內部查核項目」之排序調整）。新辦法詳如附件

二十。 

 

人事室提案 

提案五：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兼任教師聘任作業標準」第三條及第五條條文，提請

討論。 

說  明：修訂條文之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本校兼任教師之聘任除須

具該課程所要求之學術

專長外，並應符合教育人

員任用條例所訂具講師

三、本校兼任教師之聘任除須

具該課程所要求之學術

專長外，並應符合教育人

員任用條例所訂具講師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以上資格或具律師、會計

師、醫師資格之人員為

限，並以下列各款所列為

聘任之優先序： 

未具部定教師資格證書

者，需在本校三年內任教

滿四學期（慈濟基金會所

屬志業體及學術合作關

係機構需任教滿二學期）

為原則，且教學評量平均 

3.5(含)以上，表現優

良，得經所、系(科)、中

心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通過後，經校長核准提部

定教師資格送審申請；校

外委員著作審查費用由

送審人自行負擔。 

以上資格或具律師、會計

師、醫師資格之人員為

限，並以下列各款所列為

聘任之優先序： 

未具部定教師資格證書

者，需在本校三年內任教

滿二學期為原則，且教學

評量平均 3.5(含)以

上，表現優良，得經所、

系(科)、中心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議通過後，經校長

核准提部定教師資格送

審申請；校外委員著作審

查費用由送審人自行負

擔。 

五、除慈濟基金會所屬之醫療

志業體之兼任教師得採

單元教學，同一科目得同

時聘任數位兼任教師共

同授課外，各所、系(科)

及通識教育中心之兼任

教師聘任應以每週授課

時數達一小時以上，且每

週不得超過四小時為聘

任依據。 

五、除慈濟基金會所屬之醫療

志業體之兼任教師得採單

元教學，同一科目得同時

聘任數位兼任教師共同授

課外，各所、系(科)及通

識教育中心之兼任教師聘

任應以每週授課時數達一

小時以上為聘任依據。 

 

決  議：1.修訂通過（增修第六條）。新辦法詳如附件二十一。 

        2.自 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起適用。 

        3.爾後語言課程之開設，統一由通識教育中心規劃；兼任教師遴聘作業，

請教務處、人事室、各系提早規劃、進行。 

 



提案六：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教職員工在職進修暨專題研究辦法」第六條、第七條

及條條文，提請討論。 

說  明：修訂條文之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六、進修人員之獎助依下列

規定辦理： 

(三)各項補助費用得依教育

部補助本校改善師資經

費、學校財務狀況或進

修人員所需情形酌減補

助費用，並得以逐年審

核之方式補助。 

六、進修人員之獎助依下列

規定辦理： 

(三)各項補助費用得依教    

育部補助本校改善師資

經費、學校財務狀況或

進修人員所需情形酌減

補助費用，並得以逐年

審核之方式補助，除生

活費按月支給外，其他

各項每一學期末持據及

成績單結報。 

現行執行狀

況為進修教

師於學期開

始即可持據

申請學雜費

補助，為符

合現況，以

避免延宕逾

期申請補助

款，建議修

正。 

七、進修人員之義務說明下： 

(二)進修人員應於每學期結

束二個月內，憑成績

單、次學期繳費收據及

進修進度與進修心得報

告申請補助。 

七、進修人員之義務說明下： 

(二)進修人員應於每學期結

束二個月內，憑成績

單、繳費收據及進修進

度與進修心得報告申請

補助。 

 

二十、本辦法經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後，送行

政會議通過，陳請校

長核准後公布實施，

修正時亦同。 

二十、本辦法經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後，送行

政會議通過，呈請校

長核准後公布實施，

修正時亦同。 

 

決  議：照案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二十二。 

 

十一、臨時動議： 

進修推廣部游崑慈主任： 



夜間目前有兩班進修部、80 學分班、推廣教育的學生上課，停車場後段的

燈光不夠量，有安全疑慮，請求行政支援。 

羅文瑞校長： 

請總務處協助勘查、改善。 

 

十二、散會：17:22 

 

 

 

 

 

 

 

 

 

 

 

 

 

 

 

 

 

 



慈濟技術學院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中華民國 87年 4月 24 日 

第 79 次行政會議訂定 

中華民國 91年 1月 17 日 

行政院勞委會北區檢查所 

台(90)勞北檢綜字第 384 號函核備 

中華民國 102 年 9月 6日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委員會修訂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15 日 

第 142 次行政會議第 2次修訂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守則依據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二十五條規定訂定，本校教職員工應確實

遵守。 

第 二 條 本校設置如下之安全衛生組織： 

一、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委員會：具諮詢、研議、協調及建議勞工安全衛

生相關業務之責。 

二、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單位：具規劃及辦理安全衛生業務之責，設安全

衛生業務主管、及安全衛生管理人員，推行安全衛生職責。 

三、各級安全衛生職責： 

(一)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之安全衛生權責： 

１、擬定本校安全衛生管理規章。 

２、擬定本校安全衛生年度工作計劃。 

３、推動及宣導各所、系（科）安全衛生管理工作。 

４、支援、協調各所、系（科）安全衛生有關問題。 

５、規劃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工作。 

６、規劃安全衛生自動檢查及作業環境測定工作。 

７、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二)安全衛生管理人員之權責。 

１、擬定本校適用場所之防災計劃。 

２、擬定本校適用場所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３、辦理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４、推動、實施安全衛生自動檢查及環境測定工作。 

５、適用場所內發生職業災害之調查、分析及辦理職業災害統

附件十八 



計。 

６、職業病之預防工作。 

(三)各處室及各所長、系（科）主任之安全衛生權責： 

１、指揮、監督該處室及所、系（科）安全衛生管理業務。 

２、責成該處室及各所、系（科）安全衛生負責人辦理安全衛

生交付事項。 

３、執行巡視、考核該處室及所、系（科）安全衛生相關工作。 

(四)各處室及所、系（科）安全衛生負責人之安全衛生權責： 

１、辦理安全衛生室交付事項。 

２、督導該處室及所、系（科）相關適用場所負責人執行安全

衛生管理工作。 

３、推動、宣導該處室及所、系（科）有關安全衛生規定事項。 

４、辦理該處室所長、系（科）主任交付之安全衛生相關工作。 

(五)實驗室負責人之安全衛生權責： 

１、負責辦理管轄範圍內一切安全衛生事項之實施。 

２、督導該場所內之人員，遵守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及相關安全

衛生法令規章之規定。 

３、定期抽檢、檢點該場所內之環境、機械、儀器、設備之安

全衛生狀況並作成紀錄，發現有潛在安全衛生問題應立即

向上呈報。 

４、督導所屬人員經常整理工作環境，保持清潔衛生。 

５、負責消除管轄範圍內之危險因素或提供安全衛生建議。 

６、實施工作安全分析、安全講解與工作安全教導。 

７、視工作需要請購適當之安全衛生防護器具，並督導所屬人

員確實配戴。 

８、當該場所內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時，應即要求該場所內人

員停止作業，並退避至安全處所。 

９、管制人員進出該場所。 

１０、事故發生時迅速向上呈報處理，並採取必要之急救與搶

救。 

１１、經常注意所屬人員之操作情形，並糾正其不安全動作。 

１２、經常注意所屬人員之健康情形。 

１３、執行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六)進出實驗室之教職員工生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１、作業前確實檢點作業環境與設備，發生異常應立即調整或

報告上級。 

２、作業中應遵守安全作業標準及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之規定，

並注意維護作業環境整潔。 

３、依規定穿著或配戴必要之安全衛生防護器具。 

４、接受必要之安全衛生訓練。 

５、積極參加安全衛生教育活動，並提出建議。 

６、接受定期健康檢查，並遵守檢查結果建議事項。 

７、遵守安全衛生有關法令規章及本校所頒訂之各種安全衛生

規定。 

８、工作中不得有嬉戲或妨礙秩序之行為。 

９、嚴禁用手觸摸機器之轉動部份。 

１０、嚴禁從各種機具、設備上移除護設備、標籤或標示。 

１１、機器未完全停止前，不得裝卸零件或材料。 

１２、勿使用不安全之工具及機械等設備。 

１３、熟悉意外傷害之急救方法與程式。 

１４、有任何安全、衛生上之問題，隨時請教主管或安全衛生

管理人員。 

(七)本校各實驗室、研究室及相關場所，有關放射性物質及可發生

游離輻射設備之使用、異動、廢棄、轉讓、採購、運送、儲存、

安裝及意外事故通報與報告等應遵守安全衛生輻防規定及行

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法規辦理。 

 

第二章 安全衛生管理及各級職責 

第 三 條 本校為維護教職員工之工作安全衛生，依法成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委員

會。並辦理左列之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一、規劃督導各部門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工作。 

二、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三、監督危險設備自動檢查。 

四、危險設備操作人員健康管理。 

五、其他相關事項。 

 



第三章 設備之維護與檢查 

第 四 條 本校校車保管人除每趟出車前應實施檢點外，應每月就車輛各項安全性

能定期檢查與維護，並填寫記錄。 

第 五 條  本校高壓滅菌鍋則應施行作業檢點、月檢查及年度檢查，並填寫記錄。 

第 六條 本校實驗室應每月針對藥品櫃、緊急淋浴設備、消防滅火設施、排煙罩、

儀器及附屬設備、污染防治設施、瓦斯、水電、以及整體環境條件實施

安全檢查與維護，並填寫安全檢查記錄。 

第 七 條 本校緊急發電機每月均應實施定期檢查與維護，並記錄備查。 

 

第四章 工作安全與衛生標準 

第 八 條 依規定設置之安全衛生設備，員工應遵守左列事項： 

一、不得任意拆卸或使其失去效能。 

二、發現被卸或喪失效能時，應即報告相關單位主管人員。 

第 九 條 各項儀器設備非職責範圍不得擅自操作，操作時需依照操作手冊操作。 

第 十 條 為防止各類災害，所有相關工作人員應遵守左列事項： 

一、必須遵守所屬部門所訂之安全衛生注意事項。 

二、必須接受與工作本身有關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三、必須接受校內規定之體格及健康檢查。 

四、本校全面禁止吸煙、飲酒、嚼檳榔、及其他妨礙工作之進食動作。 

五、於工作場所之安全門、通道路口、樓梯口、進出口處不得堆積任何

物品。 

六、必須熟悉滅火器、消防設備之使用方法及放置地點。 

七、嚴禁任意使用校內規定外之任何電氣用品。 

八、必須瞭解各工作單位逃生及疏散路線。 

九、若遇火災等事故，不可搭電梯逃生。  

十、在工作環境避免將物品堆積過高，以免傾倒傷人。 

十一、離開工作場所務必隨時將不用之電氣、瓦斯、氣體及水龍頭之開

關關閉。 

十二、發現校內任何地方有危害安全衛生之人、事、物，必須立即反映

有關單位作緊急處理。 

第十一條 校車駕駛需遵守事項 

一、開車前請檢視車身是否有撞傷並檢查胎壓，調整座椅、安全帶、手

煞車及後視鏡。 



二、發動車輛後檢查燈光、雨刷、除霧燈、儀表和維修警示燈及其他配

備。 

三、在工作崗位上嚴禁吸煙、飲酒、嚼檳榔、吃口香糖及其他妨礙工作

之進食動作。 

四、平常依每日檢查、週三檢查、週六檢查、每日定期檢查填表。 

每日檢查之檢查項目：引擎機油、煞車及離合器、燈光、清潔車輛。 

週三檢查之檢查項目：漏水、漏油、水箱、輪胎及備胎、雨刷系統。 

週六檢查之檢查項目：車門及排檔、車體內外清洗打臘、風扇皮帶、

電瓶、水管及橡皮油管。 

每日定期檢查之檢查項目：清空氣濾清器、火星塞。 

第十二條 實驗室、試驗室工作人員，需遵守左列事項 

一、工作時必須穿著實驗衣，於處理檢體時必須戴手套。 

二、生化室的工作人員必須熟悉使用高腐蝕性藥品(如硫酸、鹽酸或氫氧

化鈉)和毒性藥品(如氰化物)之一般危險性防止處理的準則。 

三、高腐蝕性藥品及毒物性藥品必須放置於指定位置，上鎖並標識有明

顯的危險標誌。 

四、實驗室必須置有安全設備，如滅火器、抽風設備、淋浴設備、眼睛

沖洗器、防護面具、手套及必要急救藥品，工作人員必須熟悉擺設

的位置與使用方法。 

五、工作場所不得戴隱形眼鏡，因使用有機溶劑或揮發性物質會增加滲

透壓易傷害眼睛。 

六、乙醚不可置於冰箱內、使用過的必須緊封並放置於指定位置。 

七、抽血及處理病人血液時，須戴手套，任何血液均以感染物視之。 

八、疑似ＡＩＤＳ病患者使用過之針頭不得套回，凡尖銳物應注意分置

於規定之特定容器中，並施高壓滅菌後，再依注射針處理方式處理

之。 

九、工作結束之前以消毒水(５％漂白水)，或ＬＹＳＯ等擦拭工作檯。 

十、眼睛如有任何藥品或病患檢體進入，以水沖或張眼浸泡於水中１５

至２０分鐘，再視必要情形送醫。 

十一、對於有害物、有毒物或致癌物品之處理，作業人員除戴手套、口

罩外，必須在煙櫃中操作。 

十二、髒檢體或試劑傾倒時，須以標準程式處理。 

第十三條 從事動物實驗人員，應遵守事項 



一、動物飼養房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一)非工作人員或已申請經核准之動物實驗室人員進入飼養房，應

由工作人員帶領。 

(二)研究人員應於動物標示卡上註明，工作人員如不慎被試物咬傷

或抓傷，可能之危險及處理方法。 

(三)進入飼養房或接觸動物應著規定服裝，並依工作性質切實使用

個人防護裝備。 

(四)實驗應在專屬實驗室進行，使用之尖銳物品，應放進標有刀片、

針頭收集盒之塑膠盒中。 

(五)使用人應保持場地清潔，有蓋容器應隨手蓋緊，如造成污染時

應立即處理。 

(六)非工作人員禁止飼養實驗動物，但因實驗需要者不在此限。 

(七)有異常聲音氣味應通知工作人員查處。 

(八)長時間停留於飼養房中應避免使用隱形眼鏡。 

(九)欲變更照明、溫溼度、換氣等控制，應通知工作人處理。 

(十)禁止逗弄動物，離開則應關妥動物籠具。 

(十一)不可在動物房內吸煙飲食。 

(十二)工作人員搬運清洗設備時應使用推車及適當工具，待洗物品

應放於洗滌室。 

(十三)消毒、清潔藥品依照說明書使用，如具腐蝕性或刺激性應有

個人防護設備並加強通風。 

(十四)工作人員下班前須依下班檢點完畢，方可離開。 

二、動物車實驗室、研究室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一)使用人需保持場地清潔，有蓋容器應隨手蓋緊，如造成污染時

應立即處理。 

(二)實驗室內不可吸煙、飲食。 

(三)長時間停留在動物實驗室中應避免使用隱形眼鏡。 

(四)實驗進行中應戴口罩手套，使用毒性物質應依安全防護規定做

好安全防護措施。 

(五)實驗工作完成後應以消毒水清潔使用過之場所。 

(六)揮發性液體如乙醚、酒精應放於隔離室櫥櫃並予固定。 

(七)毒性化學物質廢棄後應依廢棄物清理辦法處理。 

(八)廢棄物化學藥品及試劑應密封後丟棄，不可任意混合放置。 



(九)使用過之刀片、針頭應放進標有刀片針頭收集盒之塑膠盒中。 

(十)工作中受傷或遭動物咬傷，應依安全防護規定或動物標示卡注

意事項處理。 

(十一)有任何災害發生，發現人應立即為必要處理後向安全衛生室

求救；如災害發生已達無法處理程度時，應立即通知其他人

員逃避，再通報安全衛生室做緊急處理。 

第十四條 使用有機溶劑及特定化學物質人員應遵守事項 

一、有機溶劑可使人體產生不良影響，應謹慎處理。 

二、從事有機溶劑作業時應注意： 

(一)有機溶劑之容器，應隨手蓋緊。 

(二)作業場所只可存放當天所需使用的有機溶劑。 

(三)儘可能在上風位置工作，以避免吸入有機溶劑之蒸氣。 

(四)儘可能避免皮膚直接接觸。 

三、人員發生急性中毒時之處理： 

(一)立即將中毒人員移到空氣流通的地方，放低頭部使其側臥或仰

臥，並注意保暖。 

(二)立即通知現場負責人、安全衛生管理人員或其他負責衛生之工

作人員。 

(三)中毒人員如果失去知覺時，應將其頭部側向一方共協助清除口

中異物。 

(四)中毒人員若停止呼吸時，應立即為其施予人工呼吸。 

四、使用丁類特定化學物質甲醛應注意事項： 

(一)甲醛對黏膜皮膚具極烈刺激性，故作業時應慎防外溢，用後應

立即蓋緊。 

(二)作業時應戴用防毒口罩、防護手套或其他防護設施。 

(三)附著於皮膚時，應立即沖水。 

(四)應使用塑膠瓶儲存。 

第十五條 廢棄物處理人員應遵守事項 

一、嚴格執行感染廢棄物之分類。對針頭、點滴注射器、培養皿、試管、

玻璃片、手術刀、縫合針等危險性物品外運必須有特定容器裝置並

標示。 

二、毒性、腐蝕性廢棄物應以特定容器裝好，通知總務處人員處理。 

三、對ＡＩＤＳ患者所產生感染事業性廢棄物，應以容器裝好並標明，



再通知安全衛生室報備處理。 

四、操作滅菌鍋人員，必先戴特定安全手套、安全帽、口罩、防護衣、

鞋等方可操作。 

五、嚴禁閒雜人員進入廢棄物貯存室以防意外。 

六、將感染性廢棄物垃圾袋送進高溫消毒鍋內時不可以手壓以防針頭刺

傷。 

七、除非特殊狀況，應將當日之廢棄物當日處理完畢。 

八、離開時，應將門鎖好並立即洗手。 

第十六條 操作碎紙機守則 

一、使用時不要超量投入並注意不可將金屬及玻璃品等投入，不用時須

切斷電源(按大紅色按鈕開關)。 

二、機械使用中，方可打開投入器開關，逆轉鈕不可連續使用，只能在

夾紙時選擇使用。 

三、使用前請先瞭解機械操作使用說明書。 

第十七條 操作廢水處理場人員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一、操作人員需詳加瞭解流程、圖面、電氣線路及操作說明書。 

二、廢水處理場攬汙柵設於地下層者，進入前須將排氣風扇打開，將坑

內廢水、廢氣排除後，方可進入處理。 

三、處理場設於室內者，應注意處理池運作情形及行走安全。 

四、檢查電氣設備應先切斷電源，以防感電。 

五、隨時注意處理場排氣設備，確保換氣充足。 

六、加放氯錠請配帶防護手套操作。 

七、廢棄物悉依環保相關規定辦理。 

 

第五章 教育訓練 

第十八條 本校新進水電技工均應進行電氣危害防止之職前及在職訓練。 

第十九條 本校第一種壓力容器操作人員均應接受中華民國壓力容器協會之職前訓

練並須具有合格證照。 

第二十條 本校有機溶劑作業特定人員應接受有機溶劑作業主管訓練。 

第廿一條 本校安全衛生管理單位應每學期舉辦至少一次勞工安全衛生訓練。 

 

第六章 急救與搶救 

第廿二條  遇有緊急狀況時，應由具備急救訓練之人員進行急救，並緊急送醫。 



第七章 防護設備之準備、維持及使用 

第廿三條 各實驗室之滅火器均應每學期至少檢查一次，氣壓不足者應立即予以更

換。 

第廿四條 實驗室負責人應負責教導實驗室之相關操作人員滅火器使用事宜。 

第廿五條 化學實驗室負責人應每月至少測試緊急淋浴器之功能一次，實施自動檢

查，並於每學期授課之第一堂課教導所有師生操作方法。 

第廿六條 應設置洗眼器之實驗室，該負責人應每星期至少測試洗眼器之功能二至

三次，並於每學期授課之第一堂教導相關師生操作方法。 

 

第八章 事故通報與報告 

第廿七條 本校發生職業災害致勞工傷害或死亡等事故時，應立即報告本校安全衛

生業務主管及校長。 

第廿八條 本校發生職業災害致勞工傷害或死亡等事故時，應立即停止該項實驗或

工作，並緊急召開勞工安全委員會研討後續事宜。 

第廿九條 本校發生左列職業災害時應於二十四小時內報告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北區

勞動檢查所。 

一、發生死亡災害時。 

二、發生災害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者。 

三、氨、氯、氟化氫、光氣、硫化氫、二氧化硫等之化學物質之洩漏，

發生一人以上罹災勞工需住院治療者。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 

 

第九章 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第三十條 員工對於體格檢查、定期健康檢查及特定項目之健康檢查有接受之義務。 

第卅一條 本校僱用之員工應就下列規定，實施一般體格檢查： 

一、作業經歷、既往病史、生活習慣及自覺症狀之調查。  

二、身高、體重、腰圍、視力、辨色力、聽力、血壓及身體各系統或部

位之理學檢查。 

三、胸部Ｘ光（大片）攝影檢查。  

四、尿蛋白及尿潛血之檢查。  

五、血色素及白血球數檢查。  

六、血糖、血清丙胺酸轉胺（ALT）、肌酸酐（creatinine）、膽固醇、三

酸甘油酯之檢查。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檢查。  

前項體格檢查結果應用法定表格記錄並最少保存七年。 

第卅二條 本校教職員工應就下列規定，實施前條規定之一般健康檢查： 

教職員工健康檢查：在職教職員工凡符合下列規定應實施定期健康檢查： 

年滿 40 歲以上者，每年檢查 1 次。 

未滿 40 歲者，每 2 年檢查 1 次。 

若有特殊危害健康作業場所之教職員工，其健康檢查應依規定，必須實

施特殊危害健康檢查，每年檢查 1 次。 

前項健康檢查結果應用法定表格記錄並最少保存十年。 

第卅三條 員工如違反本守則，將視情節輕重報請主管機關處理，依勞工安全衛生

法第三十五條規定，處新台幣參仟元以下罰鍰。 

 

第十章 附  則 

第卅四條 本守則業經勞、資雙方代表共同訂定，經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委員會及行

政會議審議，並報經主管機關備查後公告實施，修訂時亦同。 

 

 

 

 

 

 

 

 

 

 

 

 

 

 

 

 

 
 



慈濟技術學院實驗室有害廢棄物質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 95 年 1 月 25 日 
第 62 次行政會議訂定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15 日 
第 142 次行政會議第 2 次修訂 

 

第 一 條  目的：為提昇本校實驗室廢棄物之管理，依廢棄物清理法，訂定「慈濟

技術學院實驗室有害廢棄物質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實驗室有害廢棄物之種類： 

一、感染性廢棄物：係指從事實驗過程所使用或產生之廢動物屍體、病

理學廢棄物、血液廢棄物、具感染性尖銳器具廢棄

物及其他具感染性實驗室廢棄物。 

二、實驗室廢液：係指教學、研究等過程所產生符合有害事業廢棄物認

定標準及所、系（科）單位認為有危害安全與健康顧

慮之廢液。 

三、放射性廢棄物：係指廢棄物為核子原料、核子燃料外，能產生自發

性核變化而放出游離輻射之物質或含上述物質之

機具，包括非密封放射性物質及密封放射性物質。 

第 三 條  實驗室有害廢棄物之貯存方法： 

一、實驗室廢液 

(一)實驗廢液除洗滌用的低濃度廢液之外，均不得傾倒於水槽。 

(二)應以固定容器(限用 HDPE 20 公升塑膠桶)密封盛裝，並貼上「實

驗室廢液存放記錄單」、「實驗廢液分類標籤」及標示有害事業

廢棄物之標誌。 

(三)實驗室廢棄物分類及成份說明如附件一。 

(四)實驗室廢液應置於專門貯存場所(化學實驗室內)並由專人管

理。 

(五)貯存容器或設施應與有害事業廢棄物具有相容性，必要時應使

用內襯材料或其他保護措施，以減低腐蝕、剝蝕等現象。 

(六)貯存場所應有防止地面水、雨水及地下水流入、滲透之設備或

措施。 

(七)貯存場所於明顯處，設置白底、紅字、黑框之警告標示，並有

災害防止設備及洩漏防護設施。 

附件十九 



(八)應依貯存事業廢棄物之種類，配置偵漏警報系統、滅火、照明

設備或緊急沖淋安全設備。 

二、感染性事業廢物 

(一)可燃感染性事業廢棄物應以紅色可燃容器密封貯存，並標示

感染性事業廢棄物標誌；其於常溫下貯存者，以一日為限，

於攝氏五度以下冷藏者，以七日為限： 

1.廢棄之感染性培養物、菌株及相關製品。 

2.廢檢體、廢標本、人體、動物殘肢、器官或組織等。 

3.廢透析用具、廢血液或廢血液製品。 

4.其他曾與病人血液、體液、引流液或排泄物接觸之可燃性

事業廢棄物。 

5.其他依「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規定屬可燃感染性廢

棄物者。 

(二)不可燃感染性事業廢棄物應以不易穿透之黃色容器密封貯

存，並標示感染性事業廢棄標誌： 

1.廢棄之針頭、刀片、縫合針等器械，及玻璃材質之注射器、

培養皿、試管、試玻片。 

2.其他依「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規定屬不可燃感染性

事業廢棄物。 

3.不可燃感染性事業廢棄物直接清除至最終處置場所前應先

經滅菌處理。 

三、放射性廢棄物：依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貯存及設施安全管理規則辦理。 

第 四 條  實驗室有害廢棄物之清除處理方法： 

一、實驗室廢液 

(一)產生廢液之實驗室應每月向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組回報廢液存

量，並由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組依規定網路申報有害廢棄物廢

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理等情形。 

(二)實驗室廢液清運前，應確實登錄各實驗室廢液清理數量統計

表，於清運前二週送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組核對。 

(三)清運時，廢棄物管理人員應會同環安衛人員共同點交實驗室廢

液給委託之清除處理機構，處理過程中需拍照存證。 

二、感染性事業廢棄物 

(一)委託花蓮縣醫師公會清理處理，每週清理一次。 



(二)感染性事業廢棄物依可燃（紅色）及不可燃（黃色）兩種垃圾

袋分類裝袋。 

(三)清理時請將袋口密封，並於書寫處註記內容物、重量、產出單

位名稱、負責人及聯絡電話。 

(四)清運前將感染性事業廢棄物集中放置指定地點，並填具「委託

清除有害事業廢棄物紀錄表」交由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組統一

處理。 

(五)「委託清除有害事業廢棄物紀錄表」應留存 3 年，以供備查。 

(六)非處理時間，請暫時存放原單位，切勿隨意丟棄。 

三、放射性廢棄物：依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貯存及設施安全管理規則辦理。 

第 五 條  實驗室有害廢棄物之清除、處理費用，由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組編列預

算支付。    

第 六 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辦理。 

第 七 條  本辦法經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委員會及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

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實驗室廢棄物分類及成份說明 

進廠 
代   
碼 

進廠分類 廢 液 成 份 說 明 廢棄物特性標誌 

A 
有機廢液 

（鹵素類含氯） 

(1)脂肪族鹵素類化合物：如氯化甲烷、氯仿、二

氯甲烷、四氯化碳、及甲基碘等廢溶劑 
(2)芳香族鹵素類化合物：氯苯、苯甲氯等。 
 

 
 
 
 
 
 

B 

有機廢液 
非鹵素 

(一般碳氫類有機溶

劑) 

(1)不含水之脂肪族碳氫化合物溶劑廢液，如醚

類、烷類、酮類、酯類等 
(2)脂肪族氧化物：醛縮醇、醇類、丙酮、丙烯酮、
醋酸酯等 

(3)脂肪族含氮化合物：乙睛、甲基氰等 

(4)芳香族化合物：苯類、甲苯、二甲苯、苯乙烯
類等廢液。 

(5)芳香族含氮化合物：砒碇等 

(6)含硫碳氫化合物：硫醇、烷基苯磺酸鹽（ABS）、

硫尿 

 
 
 
 
 

C 廢油 

 
 
(1)各種動植物之廢油類，如重油、松節油等 
(2)各種潤滑油、錠子油、齒輪油、馬達油等 
 
 

 

D 氰系類廢液 
(1)含氰化合物、氰錯化合物之游離廢液（pH＞10） 
(2)含氰系類之廢液或鍍金電解廢液（pH＞10） 
(3)凡酸性氰系廢液須先調整為鹼性（pH＞10） 

 
 
 
 
 
 
 

E 汞系類廢液 (1) 無機汞：金屬水銀、汞合金、廢水銀、硫酸汞、

硝酸汞、氯化汞試藥等 

 

F 無機酸類廢液 

(1)鹽酸、硫酸、硝酸等廢液及洗滌液 
(2)不含重金屬之無機酸類（鉻酸除外） 
(3)重鉻酸鹽廢液 
(3)含氟、磷酸類之廢液 
(4)無機鹽廢液（不含氰、汞、重金屬鹽） 

 



G 鹼類廢液 
(1)氫氧化鈉和氫氧化鉀等鹼性廢液 
(2)碳酸鈉、碳酸鈣及氨類等廢液 
(3)無機鹽廢液（不含氰、汞、重金屬鹽） 

 
 

H 重金屬類廢液 

(1)含鐵、鎳、鈷、錳、鋁、鎂、錫、鋅、銅、砷、

鉻、鉛、等重金屬廢液 
(2)六價鉻若已還原處理成三價鉻，則歸入含重金

屬廢液 
(3)照相之顯影、定影廢液含鹵化銀、硝酸銀類廢

液 
 

 

I 及
K 

生醫廢棄物 

指會員學校生物、醫學、農業、環境相關系所於

檢驗研究過程中產生下列之廢棄物： 
(1) 廢棄之感染性培養物、菌株及相關生物製品：

指醫學、病理學實驗室廢棄之培養物，研究單

位、感染性培養品、菌株、生物品製造過程產

生之廢棄物或其他廢棄之活性疫苗、培養皿或

相關用具。 
(2) 病理學廢棄物：指手術取出之組織、器官、殘

肢等。 
(3) 血液廢棄物：指廢棄之人體血液或血液製品，

包括血清、血漿及其他血液組成分。 
(4) 廢棄之尖銳器具：指於醫學實驗室中，或用於

醫護行為曾與感染物質接觸而廢棄之尖端器

具，包括注射針頭、注射筒、輸液導管、手術

刀或曾與感染性物質接觸之破裂玻璃器皿等。 
(5) 受污染之動物屍體、殘肢、用具：指於研究生

物製品製造、藥品實驗等過程接觸感染性物

質，包括經檢疫後廢棄或因病死亡之動物屍

體、殘肢或用具等。 
(6) 手術廢棄物：指使用於實驗行為而廢棄之具有

感染性之衣物、紗布、覆蓋物、導尿管、排泄

用具、褥墊、手術用手套。 
(7) 實驗室廢棄物：指於醫學、病理學、藥學、農

業、檢疫或其他研究實驗室中與感染性物質接

觸之廢棄物，包括抹片、蓋玻片、手套、實驗

衣、口罩等。 
 

 

 

 



慈濟技術學院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小組設置及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 90年 9月 18 日 

第 18 次行政會議訂定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15 日 

第 142 次行政會議第 2次修訂 

 

第 一 條  本校依動物保護法第十六條第三項規定，設置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小組

(以下簡稱本組)。 

第 二 條  本組設召集人一人由校長兼任，成員三至七人，其中一人應具備獸醫師

之資格或經中央主管指定動物實驗管理訓練合格之專業人員，餘由進行

動物科學應用之相關學科教師組成，成員名冊應呈中央主管機關(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備查，異動時亦同。 

前項獸醫師或專業人員，自擔任照護委員會或小組成員之日起，應每三

年至少接受一次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動物實驗管理訓練，並取得合格

證書，始得繼續擔任照護委員會或小組成員。 

第 三 條  本組設執行秘書一人，由安全衛生單位主管兼任，負責召開會議、記錄

及推動決議事項，並應將本設置辦法、成員名冊及年度執行報告呈報中

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 四 條  本組之任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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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之科學應用諮詢意見及訓練計畫。 

          三、提供本校有關實驗動物飼養設施改善之建議。 

          四、監督本校實驗動物之取得、飼養、管理及是否確依審核結果進行動

物科學應用。 

          五、提供本校年度執行實驗動物科學應用之監督報告，並應保存該查核

結果六年以上備查。 

六、每半年應依查核表實施內部查核一次，並填報查核總表列為監督

報告之附件。內部查核項目如下： 

(一)軟體查核：包括機構政策與職責、動物健康與照護及動物飼

養管理。 

(二)硬體查核：包括動物飼養區域與供應區域、儀器與設備及動

物手術或實驗場所。 

七、進行動物科學應用之機構如使用猿猴、犬、貓進行科學運用時，

附件二十 



本組應提供審核通過之該等動物實驗申請表影本，並列為監督報

告之附件。 

八、受理該機構違反本辦法相關規定之動物科學應用爭議案件。 

第 五 條  前項年度執行報告應於年度結束後三個月內報中央主管機關備 

查(年度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小組監督報告如附件一)。 

第 六 條  照護委員會或小組審核該機構之動物科學應用時，應由利用實驗動物進

行科學應用者事先提出申請，申請內容包括計畫名稱、計畫主持人、實

驗動物種類、品種、數量、實驗設計、執行期限、負責進行動物實驗之

相關人員名冊、依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所進行之替代、減量及精緻

化之評估說明等資料，經本組審議核可，始得進行；經核可之內容變更

時亦同。 

第 七 條  本組發現本校進行實驗動物之科學應用，違反本辦法相關規定，或未依

前條核可內容辦理時，應勸導改善，經勸導仍未改善者，得終止其使用

實驗動物。情節重大者應通報所屬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並副

知中央主管理機關。 

第 九 條  本組依實際需求召開會議。 

第 十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 

慈濟技術學院 
年度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小組監督報告 

 

一、單位：      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負責人：      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小組成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 

 

 

 

 

 

 

 

 

 

四、年度報告 

總審查案件：   件（請附計畫清冊）。 

審查結果：照案通過   件，修正通過   件，不通過   件。 

召開審查會議   次，日期：   ，   。 

＊檢附會議記錄  
 

 通過之經費來源 

 

 

 

 

使用動物紀錄 

 

姓         名 職        稱 單        位 
召集人   
成員   
   
   
   
   
   
   

經費來源 
計畫名稱 補 助 機 關 經 費 （ 千 元 ） 執 行 期 限 

    
    
合 計 --------- --------- --------- 

使用情形 

動物別 
及品系 

使 用 數 量 動 物 來 源 存 活 數 量 死 亡 數 量 

     

     

     



 

實驗動物安樂死之方法與數量及屍體處理方式 

 

 

 

 

 

 

五、督導報告： 

提供實驗設計之諮詢服務：     項計畫。 

提供動物飼養改善之建議：      次。 

是否定期派員至動物飼場所稽查 

□是（請說明實施方式） 

□否 

監督績效 

終止動物實驗     項及改善動物管理     項 

（請說明具體事實） 
六、請陳述過去一年動物實驗之具體成果，並檢討動物使用情形。 

 

 

使用情形 
動物別及品系 安 樂 死 之 方 法 數 量 屍 體 處 理 方 式 

    
    
    

小組召集人簽章 
 
 

日期 
 
 
 

單位負責人 
簽章 
 
 

日期 
 
 
 



附表二 
慈濟技術學院動物實驗申請表 

 

一、申請人名稱：            連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單位：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實驗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經費來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執行期限：             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負責進行動物實驗之相關人員資料： 

 
 
 
 
 
七、實驗中所需動物資料： 
 
 
 
 
八、如飼養場所不在動物中心（例如：在實驗室旁），請說明其飼養環養。 
 
 
 
九、針對實驗中動物之使用及其需求數量之必要性，做簡要說明。 
 
 
 
十、請說明實驗內所進行之動物實驗之內容、方法、劑量與步驟（含動物固定、注射麻醉、手

術、及術後照顧等）。 

 
 
 
十一、動物飼養 □由動物中心專人負責 □由實驗室人員負責； 

如由實驗室人員負責，請說明其對動物飼養之認識與訓練。 
 
 
 
十二、如動物需安樂死，請說明安樂死的方法以及屍體處理方法。 

 姓名    雇用期限   動物實驗經驗  

動物別/品系  使用數量/年  每批飼養量  動物來源  動物飼養場所 



十三、如進行危性實驗（含生物危險、放射線及化學危險性實驗等），請說明危險物品種類

及實驗步驟、廢棄物處理、安全防護措施及屍體處置。如果實驗需使用有潛在危險之

物質（如感染性物質、致癌藥物、毒物或放射線物質），請具體指出使用物質及是否

經過相關單位認可。 

 
放射線物質是否經過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認委 
□ 是 
放射線物質執照證號：                        
放射線物質操作執照證號：                    
□ 否 
□ 待審中 
 
毒性化學物質是否經過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認可 
□ 是 
許可證、登記備查或核可之證號                          
毒性化學物質專業技術管理人員設置核定文件證號          
□ 否 
□ 待審中 

 
請陳述進行危險物品實驗用之方法、途徑及場所、牽涉人員、人員及動物採取之保護措
施及屍體處理方法。 

 
 
 

 
我保證以上所填資料完全屬實 
 

負責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 
 
填報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審查結果 

□         照案通過 

□         修正通過 

修正意見： 

□不過通 

 

評審人簽章                          日期          
召集人簽章                          日期         

 
 



慈濟技術學院兼任教師聘任作業標準 
 

中華民國 92年 5月 30 日 

第 36 次行政會議訂定 

中華民國 102 年 1月 15 日 

第 135 次行政會議第 3次修訂 

 

一、本校為使兼任教師聘任之各項相關作業有所依循，除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及本

校教師聘任升等辦法等有關規定辦理外，特訂定本作業標準（以下簡稱本標

準）。 

二、本校兼任教師之聘任須具下列各項因素之一始可聘任： 

(一)本校專任教師中，相同學術專長領域之教師授課均已達基本授課時數規定

且當學期授課科目已達三科以上。 

(二)本校專任教師中，相同學術專長領域之教師授課均已達超鐘點時數上限規

定。 

(三)本校無此學術專長領域之教師。 

(四)教學課程需要外，對本校業務改善、提昇教學、研究等其他能有具體助益

者。 

(五)通識教育中心教授茶、花道、手語及慈濟人文課程教學之教師。 

三、本校兼任教師之聘任除須具該課程所要求之學術專長外，並應符合教育人員任

用條例所訂具講師以上資格或具律師、會計師、醫師資格之人員為限，並以下

列各款所列為聘任之優先序： 

(一)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且目前任職於公民營機構或與本校同級之學校。 

(二)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 

(三)具講師資格且目前服務於其他機構或與本校同級之學校。 

(四)具講師資格，過去曾在本校任教且具良好績效者。 

(五)具講師或具律師、會計師、醫師資格者。 

前項所列各款以已具教育部頒之講師以上證書及慈濟基金會所屬志業體者為優

先。 

未具部定教師資格證書者，需在本校三年內任教滿四學期為原則，慈濟基金會

所屬志業體及學術合作關係機構除外，且教學評量平均 3.5(含)以上，表現優

良，得經所、系(科)、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經校長核准提部定教

師資格送審申請；校外委員著作審查費用由送審人自行負擔。 

四、依前條而仍無法聘任開課地區當地教師兼任者，得聘請地區以外（花蓮地區為

附件二十一 



玉里以南、和平以北，嘉義大林專班為彰化以北、台南以南）之兼任教師，聘

任待遇除依部訂標準及本校規定外，每次授課並得依下列規定另予補助： 

(一)火車交通費（自強號）：具講師以上資格。 

(二)火車交通費（自強號）及二個小時交通鐘點費：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或具

與任教科目相關之工作經驗七年以上且目前服務於實務界擔任一級以上

主管之具講師資格者。 

(三)飛機交通費：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或具與任教科目相關之工作經驗七年以

上，且目前服務於實務界擔任一級以上主管之具講師資格者。 

(四)飛機交通費及二個小時交通鐘點費：具副教授以上資格之專業科目教師。 

各所、系(科)及通識教育中心聘任地區以外教師，應於兼任教師聘任計畫中同

時說明及適用補助之內容、依據，並應檢具有關證明。 

交通費補助檢據依實核銷。 

五、除慈濟基金會所屬之醫療志業體之兼任教師得採單元教學，同一科目得同時聘

任數位兼任教師共同授課外，各所、系(科)及通識教育中心之兼任教師聘任應

以每週授課時數達一小時以上，且每週不得超過四小時為聘任原則。 

六、除各所、系(科)及通識教育中心兼任教師之聘任，應依本標準提出聘任計畫外，

計畫提出後，教務處應就本標準所訂規定進行初審、統整及協調，避免聘任過

多兼任教師或專任教師授課不足情形。 

    各所、系(科)及通識教育中心兼任教師之教學評量平均未達 3.5(含)者，次學

期不予續聘。 

七、本標準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訂時亦同。 

 

 

 

 

 

 

 

 

 



慈濟技術學院教職員工在職進修暨專題研究辦法 
 

中華民國 98年 11 月 17 日 

第 101 次行政會議訂定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15 日 

第 142 次行政會議第 3次修訂 

 

第一章 總  則 

一、慈濟技術學院（以下簡稱本校）為使本校教職員工在職進修及專題研究之各項

作業有所遵循，並依「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暨所屬各志業體同仁在職進修

暨專題研究辦法」為依據，特訂定本辦法。 

二、(一)在職進修：凡在職期間至國內、外進修與系(科)專業發展之學位，且符合

校務發展需求，以教育部認可之學校及學位為限。 

    (二)專題研究：凡在職期間至國內、外研習與本身業務相關之技術或管理知識

者皆屬之，但以主管機關認可之機構為限。 

    (三)因特殊需要，專案申請，並報呈校長核准者。 

    (四)本校編制內之專任教職員工皆適用。 

第二章 在職進修 

三、本校教職員工申請在職進修需符合下列所列資格： 

    (一)已完成前次公費進修或研習受訓之應服務義務。 

    (二)最近二年無在職進修或參加一個月以上之研習。 

    (三)進修項目確為本校業務所需，並能於進修結束後改進業務品質者。 

    (四)須在本校或慈濟基金會所屬相關志業體服務滿二年，申請前一年的年度考

績須為甲等（含）以上，且須具備與進修項目相關之工作經驗二年以上。 

    (五)赴國外進修人員應通曉進修國家之語言，且通過主管機關之語文測驗 

        或經本校審查認可。 

四、進修之人員，應於預訂進修期間開始前一個月向本校人事室提出申請為原則，

並附詳細進修計畫書，填具「在職進修暨專題研究申請表」連同「切結保證書」，

並檢附進修機構之許可函或入學許可證書等有關證明文件（應內含進修起始日

期），一併經單位主管核可後，會人事室及會計室，教師並且須提交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核通過後，呈校長核定。 

五、(一)全時進修：進修期間，博士學位以三年為限。如有必要延長，不得超過一

年。 

    (二)酌減時數在職進修：依酌減上班時數之方式在職進修國內博士學位以四年

附件二十二 



為限。如有必要延長，不得超過一年。 

    (三)凡申請延長進修期間者，應在進修期間屆滿前，除應列舉不能依規定如期

完成之事實外，進修者應檢送成績單及教授函等有關證明文件，經層呈審

查後，呈校長及董事長核定。 

    (四)進修期間內因病經醫院證明需休學，並經進修之學校核准者，應即通知本

校，自休學之日起停止獎助津貼，休學期限以一年(或合計一年)為限，在

期限內病癒者，自復學之日起恢復獎助，逾期限經證明仍無法復學者，不

予繼續獎助。 

    (五)進修期限內因故必須休學者，須經本校核准，休學期限以一年為限，自休

學之日起停發獎助，期滿復學應通知本校自復學之日起繼續獎助。 

    (六)超過延長期限仍無法如期完成進修者，應專案申請留職停薪或依「進修合

約書」之規定，賠償本校損失。 

六、進修人員之獎助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公費全時進修者 

        1.在職進修補助費用期限為博士三年，必要時得經校長核定延長一年。 

        2.國內、外進修人員，補助學雜費，生活費得按最後在職月份之本俸標準

支給為原則。 

        3.畢業論文製作費得持據報銷、最高以美金三百元「國內新台幣七仟五百

元」為限，書籍費不另補助。 

(二)公費酌減時數在職進修者： 

        1.補助全部學雜費。 

        2.薪資按「原薪俸」標準支給。 

        3.畢業論文製作費得持據報銷、最高以美金三百元（國內新台幣七仟伍百

元）為限，書籍費不另補助。 

        4.每週給予公假二天。 

        5.教師在職進修期間，博士前二年，其每週任課時數得酌減二至三小時，

之後應按照本校規定任課時數任教，但不核給超支鐘點費。 

(三)各項補助費用得依教育部補助本校改善師資經費、學校財務狀況或進修人

員所需情形酌減補助費用，並得以逐年審核之方式補助。 

(四)依前款，本校編列每學年度獎助教師進修之預算，以當年教育部補助本校

整體發展經費（不含計畫型獎助款）中之經常門經費之百分之三十為上限

編列依據，用於支應進修教師之學雜費、生活費(本俸)、機票費及論文製

作費。優先獎助酌減時數進修教師所需之經費後，再獎助全時公費進修教



師。 

    (五)獎助教師進修則依申請進修審查檢核及評分表（如附件）所得評分為獎助

進修教師資格，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逐級資格審查通過後呈請校長核定。 

七、進修人員之義務說明如下： 

(一)進修人員應依簽准之學位，專心一致，勤勉向學；進修結束銷假上班 後兩

週內應提「在職進修暨專題研究核銷彙總表」及各項核銷單據呈核，同時

繳驗結業證書或學位證書影本存本校人事室備查。進修人員未依期限或無

法取得結業證書或學位證書者，當年度考績不得列為甲等（含）以上。 

    (二)進修人員應於每學期結束二個月內，憑成績單、次學期繳費收據及進修進

度與進修心得報告申請補助。 

    (三)公費全時國外進修者，其服務義務期間為帶職帶薪期間之三倍。 

    (四)公費全時國內進修者，其服務義務期間為帶職帶薪期間之二倍。 

    (五)公費酌減時數在職進修者，其服務義務期間為帶職帶薪期間之相同時間。 

    (六)本條文所稱之服務義務期間之計算為自學位取得後返回本校開始服務之第

一日起算。 

    (七)特殊業務性質人員，其返回本校服務之年限另由其單位主管斟酌辦理，但

最低年限不得少於第三、四、五項之規定期限。 

    (八)進修教師在未正式取得學位前，無論當年有無享領公費、公假、減授課時

數或留職停薪期間，每年至少一次於五月底前，檢具書面進修報告，層呈

各系或中心主任、校長，說明進修進度與概況。 

八、留職停薪進修或自費在職進修之權利義務依專案簽核辦理。 

九、(一)進修人員於申請進修之同時，應立具「進修合約書」並覓妥具正當職業之

連帶保證人兩人予以保證之。 

    (二)本校人事室於接到進修人員之「進修合約書」後，應即辦妥對保、簽約手

續，並影印一份送交會計室，憑以核付各項費用，對保手續每年應辦理一

次。 

十、進修人員應切實履行「進修合約書」之各項條款規定，如因故未能履行，則進

修人員及連帶保證人應依據切結保證書之罰則規定，賠償本校損失。 

第三章 專題研究 

十一、(一)本校教職員工須在本校或慈濟基金會所屬相關機構服務滿二年，申請前

一年的年度考績須為甲等（含）以上，且須具備與專題研究相關之工作

二年以上之資歷。 



      (二)赴國外研究人員應通曉進修國家之語言，且通過主管機關之語文測驗或

經本校審查認可者。 

十二、獲公費至國內、外專題研究者，應於預訂研習期間開始前一個月向本校人事

室提出申請，並附詳細專題研究計劃書，連同「進修合約書」，並檢附研習機

構之許可函或有關證明文件應內含研究起始期，一併經單位主管核可後，會

本校人事室、會計室；教師並且須提交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核通過後，呈校長

及董事長核定。自費至國內、外專題研究者，依留職停薪規定辦理。 

十三、獲公費至國內外專題研究者以一年以內為限，其補助費用依本法第七條在職

進修之進修費用補助有關規定辦理。 

十四、(一)公費專題研究人員於期滿銷假上班後，應於原合約期滿後加簽新約，服

務之年限應為專題研究期間之兩倍。 

      (二)公費專題研究人員應依簽准之研究項目專心一致，勤勉向學；研究結束

銷假上班後二週內應提「在職進修暨專題研究核銷彙總表」及各項核銷

單據呈核，同時繳驗研究報告及結業證書影本存本校人事室備查，並應

在一年內辦理本校相關部門從業人員之研習訓練。 

十五、公費專題研究人員應切實履行「進修合約書」之各項條款規定，如因故未能

履行，則專題研究人員及連帶保證人應依據切結保證書之罰則規定，賠償本

校損失。 

第四章 附  則 

十六、在職進修及專題研究之起迄日以學期為單位。 

十七、進修期間享有學校補助費用或公假之留職留薪與酌減時數進修人員，或留職

停薪進修人員不得於校外兼職與兼課(慈濟志業體除外)。 

十八、公費國內、外進修及專題研究者，除於出國期間另有規定者外，其原有各項

保險仍然續保。 

十九、本辦法所需之各項經費得由教育部補助本校改善師資有關經費項下支應。 

二十、本辦法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後，送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公布

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