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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第二次承攬作業協議組織會議紀錄 

壹、時  間：108 年 3 月 18 日（星期一）15：00~15：40 

貳、地  點：野聲樓 1樓谷欣廳 

叁、主持人：環安衛中心李慧玲主任 

記  錄：環安衛中心張銘惠技士 

肆、出席人員：陳慧玲總務長(請假)、營繕組陳柏亨組長、事務組田建菁組長、

環安衛中心劉席瑋組長(請假)、仁園福利餐廳梁玉珍女士、心園

餐廳王綵綿女士、雲瀚企業社（輔園餐廳）蔡植卓先生、文園餐

廳（百富）詹凱琹女士、理園餐廳(義美吉盛)李家昌先生、輔原

社會企業有限公司梁詩婷女士、全日美清潔有限公司王維民先

生、忠華保全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陳嘉生先生、劭璟環保工程有限

公司林煌章先生、億光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出席)、前瞻機

電工程有限公司王文彬先生、永富工程行鐘建惟先生、兆信工程

有限公司(未出席)、老松工程有限公司(未出席)、利眾營造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未出席)、開創工程科技有限公司蔡海石先生、俊

議實業有限公司蔡宛璇女士、錦欣工程有限公司郭明仁先生、天

峰工程有限公司楊世宗先生、宜豐鋼鋁工程行賴美丹女士、北興

機電有限公司李瑞祥先生、台灣開利股份有限公司(未出席)、仕

鑫工程行許仕憲先生、大陸水工股份有限公司謝庭霸先生、欣全

工程有限公司蔡坤岳先生、羿展環境工程有限公司鍾萬來先生、

日高工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陳獻平先生、益麟企業有限公司王瑋

茹女士、陳芋璇先生、秉璘營造有限公司王敬堯先生、中映電梯

實業有限公司蔡森木先生、太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吳文凱先生、

崇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未出席)、台灣三菱電梯股份有限公司

(未出席)、台灣通力電梯股份有限公司(未出席)、懿誠電梯有限

公司潘啓迪先生 

伍、主席致詞：略。 

陸、確認上次會議紀錄及待辦事項執行狀況： 

一、協議組織會議記錄可自行至環安衛中心網頁

(http://www.ehs.fju.edu.tw/generalServices.jsp?labelID=44)安全

衛生->承攬協議組織查看。 

二、請所有工程依規定執行「施工前中後檢查表」，並繳交至環安衛中心。 

三、校內大型建物工程皆有營建廠商自己的勞安人員，請依規定每月召開協

議組織會議，影本送環安衛中心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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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高：請依規定自行召開會議，並繳交影本備查。 

四、部份廠商尚未繳交「承攬商加入協議組織申請表」及其他需續交申請表

者，懇請營繕組、事務組協助通知繳交。 

 仍未續交：輔原社會企業有限公司(到 106.7.31)、台灣三菱電梯股份有

限公司(到 106.7.31)、台灣通力電梯股份有限公司(到 106.7.31)、中映

電梯實業有限公司(到 107.7.31)、太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到

107.7.31)、懿誠電梯有限公司(到 107.7.31)。 

柒、會議討論與決議事項： 

一、承攬作業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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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承攬商與承攬項目： 

 

三、危害告知會議資料統計 (107.9.13~108.3.11) 

工程名稱 廠商名稱 承攬 危告知日期 

宜聖宿舍新建工程 日高工程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協進) 

106.1.2~108.2.28 

(預計延後至 108.8) 

106.1.10 

汙水處理設施代操作

委託 

大陸水工股份有限公司 107.9.1~109.8.31 107.9.21 

聖母洞神聖空間再塑

及宜真宿舍水池活化

工程 

板根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107.9.19~107.11.30 

(已完工) 

107.9.25 

于主教墓園及聖母園

區整修工程 

利眾營造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 

107.9.21~107.10.31 

(已完工) 

 

107.9.26 

承攬項目 公司名稱 

餐廳 
仁園福利餐廳、心園餐廳、雲瀚企業社（輔園餐廳）、文園餐廳（百富） 

、理園餐廳(義美吉盛)、輔原社會企業有限公司 

清潔外包 全日美清潔有限公司 

保全 忠華保全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廢棄物清運 劭璟環保工程有限公司 

燈具 億光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室內裝修 益麟企業有限公司 

機電、消防 前瞻機電工程有限公司 

水電 永富工程行、兆信工程有限公司 

水電、土木 老松工程有限公司、利眾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土木、防水 開創工程科技有限公司、錦欣工程有限公司 

防水 天峰工程有限公司 

鋼鋁 宜豐鋼鋁工程行 

電力 北興機電有限公司 

空調 俊議實業有限公司、台灣開利股份有限公司、仕鑫工程行 

營造 日高工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欣全工程有限公司、秉璘營造有限公司 

汙水 大陸水工股份有限公司 

水溝疏濬 羿展環境工程有限公司 

電梯維護 

中映電梯實業有限公司、太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崇友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台灣三菱電梯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通力電梯股份有限公司、懿

誠電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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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帆布看板安裝拆

除工程 

璟新美術廣告工作室 107.10.2(已完工) 107.10.1 

聖母洞椰子樹修剪 里仁園藝有限公司 107.10.5(已完工) 107.10.11 

全校水塔清洗 如新環境清潔工程有限

公司 

107.10.25~107.11.25 

(已完工) 

107.10.12 

107學年度校區垃圾廢

棄物清運 

劭璟環保工程有限公司 107.11.1~108.10.31 

 

107.10.12 

國璽樓機車停車場建

置 

驛林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107.10.26~107.11.26 

(已完工) 

107.10.25 

資產組貨櫃更新吊掛

(前育成中心) 

宜豐鋼鋁工程行 107.11.14 

(已完工) 

107.11.14 

省植物社排球場圍網

加高工程 

宜豐鋼鋁工程行 107.11.13~107.12.13 

(已完工) 

107.11.14 

公博樓 4 樓屋頂平台

防水工程 

天峰工程有限公司 107.11.15~108.1.30 

(已完工) 

107.11.16 

校園聖誕燈飾工程 老松工程有限公司 107.11.14~108.1.31 

(已完工) 

107.11.16 

進修部頂樓貨櫃及織

品系機械吊掛 

宗瑩永業有限公司 107.11.22 

(已完工) 

107.11.22 

織品系電腦橫編機吊

掛作業 

鼎豐工程行 107.11.23 

(已完工) 

107.11.23 

全校水池水塔清洗 悠境實業有限公司 107.12.1~107.12.10 

(已完工) 

107.11.26 

風華再現廣場旁樹根

挖除路面復原工程 

錦欣工程有限公司 107.12.1 

(已完工) 

107.11.29 

濟時樓空調汰換 仲德工程有限公司 107.10.2~108.2.25 

(已完工) 

107.11.30 

淨心堂門廊吊燈故障

更新 

前瞻機電工程有限公司 107.12.5 

(已完工) 

107.12.4 

輔大醫學系小祈禱室

裝修 

益麟企業有限公司 107.12.11~108.1.27 

(已完工) 

107.12.6 

校側門停車系統設備

整理 

詮營股份有限公司 107.12.10~107.12.31 

(已完工) 

107.12.7 

汙水處理廠二期池槽

檢查工程 

大陸水工股份有限公司 107.12.26~108.1.31 

(已完工) 

107.12.26 

田徑場 PU 跑道整建工

程 

秉璘營造有限公司 107.11.30~108.3.29 107.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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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豪年美術館與柯錫

杰影像館建置及空調

配置 

益麟企業有限公司 108.1.14~108.4.3 108.1.4 

民生學院雨水管及藝

術學院冷氣電源移位

配置 

永富工程行 108.1.9~108.4.30 108.1.9 

校園自來水井水大水

塔清洗 

兆信工程有限公司 108.1.19~108.1.20 

(已完工) 

108.1.15 

宜真學苑 3 樓拆除工

程 

豐厚工程行 108.1.18~108.1.31 

(已完工) 

108.1.22 

聖言樓露臺防水工程

及理工大樓消防蓄水

池工程 

開創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108.1.20~108.7.31 108.1.23 

校園環境消毒 正義環衛有限公司 108.2.3(已完工) 108.1.30 

校園路燈換裝工程 紹益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108.2.11~108.2.15 

(已完工) 

108.1.31 

 

四、校內外稽查單位發現安全衛生缺失檢討。 

(一)校外單位查核缺失(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 107.11.30) 

1.柴油儲槽未採取接地除電或其他去除靜電之裝置 

 

2.再確認是否有使用不合格合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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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校內巡檢發現缺失-施工 

1.歐豪年美術館與柯錫杰影像館建置及空調配置(益麟企業) 

(1)工程電線未固定好，影響進出人員安全。 

(2)油漆作業人員未戴呼吸防護具口罩，且 VOC濃度達 68ppm。 

(3)有機溶劑油漆施工未先公告，施工時導致整棟大樓逸散 VOC，造

成人員頭暈噁心。 

(4)未繳交前中後檢查表。 

2.校園聖誕燈飾工程(老松工程) 

(1)安裝聖誕燈飾吊掛作業未先提出申請。 

3.全校水塔清洗(如新環境) 

(1)局限空間作業未先提出申請。 

4.宜聖宿舍新建工程(日高工程、協進工程) 

(1)開口處未加護欄、護欄缺腳趾板、樓梯缺側邊防墜護欄、施工架

連接處未設下拉桿、施工架防墜網未搭設好、護欄的上下拉桿間

空隙太大。(重複缺失共罰款 500元) 

(2)部分裸露鋼筋缺帽套。(重複缺失共罰款 500元) 

(3)施工人員進入工地未戴安全鞋。(重複缺失共罰款 500元) 

(4)鋼瓶缺安全資料表。 

(5)鋼瓶未固定。(重複缺失共罰款 500元) 

(6)於工區內吸菸。 

(7)上下樓梯間無照明。 

(8)工地合作社有賣啤酒，工區地面及施工架上有喝完偽裝成果汁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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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台灣啤酒。(重複缺失共罰款 500元) 

(9)工地合作社設置位置直接設在工地中，施工區與休息區未區隔清

楚。 

 

五、安全衛生注意事項宣導。 

(一)工程 

1.須完成危害告知始可進行工程施作。(違者自行負責!!) 

2.承商對於所僱用工作人員，應投保勞保及相關保險，且應實施必要

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災害預防訓練，須留紀錄並繳交影本給環安

衛中心備查。 

3.施工人員一定要穿戴合格防護具(安全帽、安全索、安全鞋等)。 

4.施工區出入口應標示告示牌標註工程名稱、工程期間、緊急連絡人

等資訊，危險區域應設置警告標示及安全圍籬。 

5.作業前，應實施作業前安全裝備檢查及機具檢點。 

6.禁止使用 2公尺以上之合梯，且合梯梯腳間繫材確實扣牢，不可使

用木梯，人員不得利用合梯行走，合梯下方需有止滑墊、合梯作業

最高二階踏階禁止踩踏與作業且一定要夥同作業。 

7.高處作業，應確認護欄、護蓋、安全網設置妥當，或使用安全帶等

墜落防止設施；施工開口處須有防止墜落措施跟明顯警告標語。 

8.施工鋼瓶需確實直立固定，確認有效期限，並備有安全資料表。 

9.施工開挖地面須先與相關單位確認網路線、電線等管線位置，若無

法得知則須於事前就作業地點及其附近，施以鑽探、試挖或其他適

當方法從事調查，擬訂開挖計畫，以避免挖斷管線、感電、建物損

壞或有毒氣體洩漏之情況發生，影響校方權益。 

10.局限空間作業，需先執行機械通風，並實施氧氣及有毒體測定，達

安全標準才 可入內，作業中需每 2小時測定氧氣與可燃性氣體濃

度；須備有個人防護器具 (呼吸式防護具)、防護索及及救援設施，

且有適當人員在外監護。 

11.施工人員禁止於施工現場吸菸、飲酒。 

12.如發生職安法 37條職業災害之一：(1)發生死亡災害、(2)發生災

害之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3)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一人以上，且

需住院治療，除立即將傷者送醫外，不可破壞現場，需立刻通報本

校發包單位與環安衛中心，並於八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 

13.事故處理完畢請填寫輔仁大學校園工程承攬事故調查報告表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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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安衛中心

http://www.ehs.fju.edu.tw/resource.jsp?labelID=22 

(二)垃圾清運 

1.垃圾清運廠商須為政府認定核可之廢棄物清除公司。 

2.車輛於行駛中，禁止人員攀附於車廂或車頂外。 

3.請按工作性質配戴口罩、手套、反光帽、反光背心，著安全鞋等安

全配備。 

4.夜間或雨天作業，須加設警告燈號。 

5.出勤前應向工作人員做工作提醒及危害說明。 

6.請勿將垃圾清運至非法廢棄物處理場域。 

(三)餐廳 

1.確認有水作業區設備皆有漏電斷路器等防止感電裝置。 

2.瓦斯需固定並在有效期限內，需設有洩漏警報裝置，放置區須有嚴

禁煙火標示，備有安全資料表。 

3.冷凍庫門之外推裝置需經常檢查確保功能正常。 

4.消防設備與逃生出口前禁止堆放雜物。 

5.廢油與廚餘需確認交由合格廠商處理。 

6.定期清潔油煙處理設備，避免油煙異味影響師生。 

7.烹飪用水都須為自來水禁止使用地下水，並依規定委託合格廠商檢

測飲用水與食用冰塊須符合主管機關公告之標準。 

(四)清潔人員、保全 

1.如需使用 A字梯，請使用合格有繫材之鋁梯，且須戴安全帽。 

2.若需開電器開關箱請戴防感電(絕緣)手套。 

3.夜間巡視時，盡量穿著顏色鮮明背心，避免被車輛碰撞。 

4.勿擅自操作故障設備，如：升降機外門開啟。 

5.勿接近危險場所，如：施工區、屋頂開口處等。 

6.清潔人員於打蠟、除草等作業時，請穿戴所需之防護具如口罩、護

目鏡等。 

7.使用之機械，如有傳動帶、傳動輪、齒輪、轉軸等被捲、夾、擦傷

之虞者，應設護罩，禁止因方便而拆除。 

8.清潔人員整理垃圾時，請注意有無危險物品，如燈管、針筒、化學

藥品等，避免受傷。 

9.留意工作區之氣溫，避免中暑。 

(1)對所屬員工應辦理勤前教育及預防熱危害之安全衛生教育訓

http://www.ehs.fju.edu.tw/resource.jsp?labelID=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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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i)實施個人自主健康管理、(ii)補充水分、(iii)選擇適當

穿著以透氣、吸汗為佳，如：棉質、易排汗材質等；以淺色為佳，

以減少輻射熱量吸收。。 

(2)如戶外工作環境氣溫達攝氏三十六度時，應進行以下防護措施：

(i)適時運用遮陽設備、風扇、細水霧或其他技術以降低工作環境

氣溫。(ii)隨時注意員工體溫或任何不舒服之反應，並安排適當

休息時間。 

(五)電梯維修 

1.昇降設備維修廠商須為取得營建主管機關立案合格者，並指派取得

昇降設備技術士資格之人員從事設置、安裝、檢修及實施定期維護

保養，禁止指派無執照人員，且保養紀錄須確實填寫。 

2.升降機外門專用鑰匙須統一由專業廠商保管使用，不得逕行提供給

保全或清潔等人員開啟升降機外門，以避免墜落電梯機坑危害。 

3.升降機維修作業如需強制開啟升降機外門時，應配掛安全帶等防止

墜落預防措施，並規劃於最低樓層實施。 

4.電梯進行維修保養作業時，請清楚標示或放置明顯告示，除管理人

員外，任何人不得取下標示牌，以免發生傷亡。 

六、移動梯及合梯使用宣導。 

    資料來源：勞動部職安署移動梯及合梯作業安全檢查重點及注意事項 

(一)移動梯： 

1.移動梯係指非固定式梯子，可於不同場所移置使用之梯子；一般為

提供具高低差之處所上下路徑或從事輕便性、臨時性作業用之工作

梯。 

2.移動梯型式可分為單梯、伸縮梯等。 

(二)合梯： 

1.兩面單梯經鉸接，梯腳間使用金屬等硬質繫材扣牢，以避免梯腳移

位，為可自立之Ａ字型梯子。提供跨坐頂板或站立於兩側梯面上之

輕便作業使用。 

臨時性作業係指於移動梯、合梯之作業時間非長期性，以不超過

30 分鐘為宜。 

所稱輕便作業(不超過 10 公斤)係指該作業之反力不影響移動

梯、合梯之穩定。 

(三)宣導圖示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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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安全衛生及環保事項之實施及配合。 

(一)工程相關申請表單請至環安衛中心網頁下載(表單下載>職業安全衛

生>承攬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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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保持工區整潔，降低危害風險。 

(三)工程如有危險作業要填寫以下申請單： 

1.高架(空)作業 

2.局限空間作業(每日) 

3.動火作業 

4.吊掛作業(每日) 

 吊掛作業未提出申請，警衛不會放行吊車進入校區。 

(四)若廠商向本校總務處借用吊車，也須填寫吊掛作業申請。(申請時與

他案一樣要提供吊車與操作人員合格證) 

(五)工程人員需每日填寫「施工前中後檢查表」並給發包承辦人員或單位

監督人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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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協調事項。 

(一)從事以下危險作業之管制:動火、高架、開挖、爆破、局限空間、有

害物質、高壓電活線等。 

1.動火、高架作業：向環安衛中心提出申請完成危害告知會議始可施

作，並執行危險作業管制。 

 日高工程-宜聖宿舍新建工程(大型工程請記得自行進行動火作業

及高架作業管制，並填寫申請單告知動火及高架作業期程)。 

 永富工程-民生學院雨水管及藝術學院冷氣電源移位配置

(108/1/12-108/1/14正本未交回) 

2.高壓電維修作業：向環安衛中心提出申請完成危害告知會議始可施

作。 

 北興機電-變電室電氣保養維護工程(107/8/1-108/7/31) 

3.開挖作業：向環安衛中心提出申請完成危害告知會議始可施作，並

確認開挖區之管線分布狀況，小心開挖避免挖斷電線、水線、瓦斯

管線與網路線等。 

 日高工程-宜聖宿舍新建工程(106.1.2~108.2.28(預計延後至

108.8))。 

4.局限空間作業：向環安衛中心提出申請完成危害告知會議始可施

作，並執行危險作業管制。 

 悠境實業-全校水池水塔清洗(107.12.1~107.12.10)。 

 大陸水工-汙水處理廠二期池槽檢查工程(108.1.4、108.1.8)。 

 兆信工程-校園自來水井水大水塔清洗(108.1.19~108.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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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氣機具及作業人員進場管制。 

1.107/9/13~108/3/11施作中有電氣作業廠商： 

 日高工程、北興機電、大陸水工、永富工程、兆信工程、老松工程、

利眾營造、板根工程、驛林交通、宜豐鋼鋁、天峰工程、悠境實業、

錦欣工程、仲德工程、前瞻機電、益麟企業、詮營、秉璘營造、豐

厚工程、開創工程、紹益科技。 

2.請遵守以下用電注意事項： 

 電器接線應按本校電工指定開關箱接用，始得用電，嚴禁使用絕緣

損壞之電器用品。 

 所有使用之電器需有漏電斷路器或作業前有漏電檢測。 

 電氣作業應在斷電情況下作業，並將該電路開關上鎖或標示「禁止

送電」、「停電作業中」或設置監視人員監視之。 

(三)變更管理事項: 107/9/13~108/3/11 工程發包單位與廠商皆無提出需變

更管理事項。 

(四)危險性機械之操作信號、工作場所標識（示）、有害物空容器放置、

警報、緊急避難方法及訓練等事項。 

1.吊掛作業：向環安衛中心提出申請完成危害告知會議始可施作， 

            並執行危險作業管制。 

 冠堯(107/9/15)：餐旅系輔園餐廳風管風車更換工程吊掛。 

 璟新美術(107/10/2)：輔仁大學校外牆面帆布看板拆除工程吊掛。

(正本未交回) 

 里仁園藝(107/10/11)：校園椰子樹修剪吊掛。 

 宜豐鋼鋁(107/11/14)：資產組貨櫃更新吊掛。 

 宗瑩永業(107/11/22)：進修部頂樓貨櫃及織品系機械吊掛。 

 仲德工程(107/11/30)：濟時樓空調汰換工程吊掛。 

 前瞻機電(107/12/5)：淨心堂燈泡更新工程吊掛。 

 老松工程(108/1/19)：校園聖誕燈飾工程吊掛。 

 開創工程(108/1/26、108/1/27)：聖言樓露臺防水工程及理工大樓

消防蓄水池工程。(正本未交回) 

 紹益科技(108/2/13~2/15)：校園路燈換裝工程。(正本未交回) 

 日高工程因車輛進出非由正門進出，請廠商勞安人員須自行確認吊

掛作業之危險性機械設備之一機三證合格性，並安排人員監督指

揮，需提早申請並繳交大型車輛進出時間表。 

2.請遵守以下相關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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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險性機械操作範圍一定要有人指揮監督，避免人員進入下方危險

區。 

 操作移動式起重機從事吊掛業之勞工，需接受訓練持有合格證。 

 如需吊升勞工，需備有有效期限內之移動式起重機搭乘設備簽認報

告，且須確實使勞工穿戴安全繩索，避免人員墜落。 

 施工區出入口請標示施工名稱、日期、緊急連絡人等訊息。 

 施工產生之有害物與空容器等請於施工結束後帶離學校依規定處

置。 

 本校於國璽樓 1樓設有輔大診所，且學校後門設有輔大醫院，如有

受傷事故，可前往就醫。 

(五)協調使用打樁機、拔樁機、電動機械、電動器具、軌道裝置、乙炔熔

接裝置、電弧熔接裝置、換氣裝置及沉箱、架設通道、施工架、工作

架台等機械、設備或構造物時，使用上之安全措施。 

1.請遵守以下相關注意事項： 

 108年度起需全面使用符合國家標準-CNS4750 施工架。(勞動部公

告資訊) 

 施工架工作台應鋪滿密接之板料使無墜落之虞，並確實牢靠固定，

其強度規格，需符合國家安全標準。外側應設置交叉拉桿及下拉桿

等防止墜落設備。 

 施工架上方禁止堆疊物料。 

 乙炔鋼瓶須備有防回火裝置。 

(六)其他承攬工程需協調之工作事項。 

1.下次承攬作業協議組織會議訂在 108 年 9 月 23 日下午 3 點，請

先空下會議時間。 

2.請所有工程依規定執行「施工前中後檢查表」，並繳交至環安衛中心。 

3.校內大型建物工程皆有營建廠商自己的勞安人員，請依規定每月召

開協議組織會議，影本送環安衛中心備查。 

 日高工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4.勞動部公告 108年度起需全面使用符合國家標準-CNS4750施工架，

請總務處協助於發包工程合約中加註規定。 

5.提醒總務處校內吊車搭乘設備須定期簽認，操作人員也須為合格人

員擔任，每三年須接受三小時回訓；作業前都要執行作業檢點。 

6.學校將訂定之「輔仁大學實驗室管理辦法(草案)」，總務處與保全相

關職責內容，請協助確認是否有修正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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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修正意見： 

(一)第四條工作職責…六、總務處：協助實驗室設施外包整修，機械、

設備及儀器、化學品等依照輔仁大學採購作業辦法進行採購及督

導警衛巡查工作。 

(二)第五條門禁管理…七、警衛夜間及假日巡查時，如發現異常，應

記錄並通知各單位主管查核依校內通報程序進行通報，以利掌控

各實驗室之正常使用狀況。 

7.部份廠商尚未繳交「承攬商加入協議組織申請表」，懇請營繕組、事

務組協助通知繳交。 

 

 

 承攬項目 公司名稱 

未交 營造 欣全工程有限公司 

例行駐校廠商 

未續交資料 

保全 忠華保全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到 107.9.30) 

燈具 億光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到 107.11.20) 

土木、防水 錦欣工程有限公司(到 107.12.31) 

電梯 太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到 107.7.31) 

電梯 台灣三菱電梯股份有限公司(到 106.7.31) 

電梯 台灣通力電梯股份有限公司(到 106.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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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相關工安事故新聞(資料來源：網路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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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宣導影片 

(一)新北市勞檢處工安宣導影片-感電致死案例 

(二)網路低壓活電作業沒穿戴絕緣護具，不慎感電心臟麻痺致命 

(三)職安署 107年工安宣導感電危害預防 

捌、臨時動議：無。 

玖、散會：下午 3點 4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