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南大學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 110 年度第 2 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0年 6月 3日(星期四)下午 2點 00分 

開會地點:採視訊會議 

主    席：楊副校長文霖                               記錄：李美瑩 

出席人員：張委員兼執行秘書碩文、姜委員麗娟(劉委員嘉貞代理)、邱委員敏捷 

   (請假)、陳委員樹屏、陳委員榮銘(請假)、鄒委員慧英、戴委員文鋒、 

   張委員家欽、林委員玫君(張委員馨云代理)、林委員懿貞(請假)、李 

   委員珮玲、林委員建宏、程委員台生(林委員貴蘭代理)、潘委員青林、 

   楊委員素姿、廖委員益誠、陳委員威良、蔡委員雅芳、徐委員雅文、 

   鄭委員美英、陳委員姿霖、李委員芳儀、郭委員瑞欽、蔡委員東樺、 

   呂委員季樺、丁委員文惠、王委員棋玉 (請假) 

壹、 主席致詞：
110年度第 2次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議正式開議，請宣讀上次會議提案決

議執行情形報告。 

貳、上次會議提案決議執行情形報告

提案 案  由 決議事項 執行情形 

一 

擬修正本校執行職務遭受

不法侵害預防計畫案，提

請討論。 

暫緩處理 

依原計畫執行，對各單位工

作場所風險評估，並對中風

險人員作衛教及宣導。 

二 
擬修正本校承攬商環安衛

管理要點案，提請討論。 
暫緩處理 

目前承攬商入校施工危害告

知合併量測額溫紀錄，因考

量疫情，承攬商入校需量測

額溫，故暫緩辦理。 

110年 3 月 30日召開承攬商

施工線上填報暨危害告知會

議，目前仍持續規劃中。  

參、 業務報告

一、校園安全衛生管理 

(一)辦理關注化學物質(笑氣)核可文件領證(臺南市關核字第 000001號)。

1



  (二)110年 5月 4日臺南大學校區停車場水溝阻塞聯合會勘。 

  (三)彙整校內人員輻射劑量監測資料。 

  (四)實驗室廢液移入廢液室暫存管理。 

  (五)辦理教育部協助大專校院解決離退教師化學品閒置囤積去化專案計畫調查。 

  (六)辦理臺南市環保局推動「一般垃圾請使用可辨別內容物之垃圾袋盛裝」政策宣導。 

(七)圖書館室內空氣品質監測系統異常狀況處理。 

(八)辦理本校 110年第一季飲用水質檢測作業(每季 18台)。 

(九)辦理 110年普物實驗室期初用電安全、急救用品、緊急應變、節約能源相關措施以及新 

    冠肺炎防疫宣導。 

  (十)辦理 110年上半年 55間實驗室作業環境監測調查、資料彙整、訪價作業，共 10間實驗 

      室及文薈樓進行作業環境監測。  

  (十一)校內鍋爐採樣台施工及檢測評估作業。 

  (十二)110年 3月 23日進行 IACUC108002申請案，陪同獸醫師巡檢動物飼養環境暨計畫核 

        定後之監督查核作業。 

(十三)進行普通生物實驗室化學品安全資料表(SDS)更新。 

(十四) 110年 3月申請 C112生物實驗室環境及設備異動(新增)建議表，進行設備異動電力 

      評估。 

(十五)110年 3月 30日進行「甲類先驅化學品-氯化鈀」校內申請作業。 

(十六)進行 110年度優先管理化學品調查作業(調查期間：109.01~110.01)。 

(十七) 110年 4月 23日 C501-A實驗室學生因搬運實驗儀器受傷，進行「職災通報單」填 

      報，並會勘現場及確認完成改善。 

(十八) 110年 4月 27日 C109形態生理實驗室清運酸性廢液(20.8kg)至廢液儲存室存放。 

(十九) 110年 5月 18日配合防疫進行普通生物實驗室實名制作業。 

(二十)辦理實驗室化學品採購安全衛生管理作業。 

(二十一)製作環安組溫馨小叮嚀(實驗室安全衛生管理)，電子郵件通知各實驗室負責人。 

(二十二)召開｢教育部所屬機關學校加強校園設施安全作業計畫｣第 2次會議，決議事項： 

   1.5/7電算中心建置系統並完成 QR-code，提供給管理單位。 

   2.5/10-5/21管理單位黏貼 QR-code至地點並執行檢核測試。 

   3.5/24-5/28 營繕組、環安組協助確認執行情形。 

   ※因電算中心開發案件較多，故預計 6月底提供 QR-code給管理單位。 

(二十三)5月 15日辦理餐廳廚務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二十四)會同營繕組會勘 C405驗室、C403實驗室、ZE305實驗室新增(異動)設備，並提供 

        安全衛生注意事項。 

(二十五)健康關懷： 

2



       1.110年 4月 12日針對發生交通事故申請公傷假之專任助理，進行個別健康關懷，除 

         進行健康評估，並協助傷口護理與後續照護之衛教宣導。 

   2.110年 4月 15日辦理「職醫駐校健康諮詢服務」，本次安排健康關懷人員共 5 位， 

     包含職業病預防及工作之改善諮詢 1位、健康檢查報告諮詢 3位，夜間輪值人員健 

     康諮詢 1位。 

  (二十六)職場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 

1.因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況，因應社區傳播風險升高，為防範發生持續社區傳播 

    ，隨疫情滾動式提升疫情警戒，針對教職員工之個人及外出、集會活動、營業場域、 

大眾運輸等相關限制措施，進行全面性宣導。 

2.為讓教職員工，於出國返台能了解本校相關之防疫規範，並利於控管單位能有效掌握

師生返台後狀態，擬定本校「教職員工防疫期間出境申請表、返校填報表」及「學生

出入境紀錄表、110 學年度返台相關規範」。 

3.5 月 14 日召開本校「校園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第 10 次防疫會議」，共計有 36 人參

加。 

4.防疫健康宣導：透過校園首頁、E-MAIL、FB-NUTN國立臺南大學交流總版、LINE -109 

學年班代群組與海報公告，進行全校性宣導，包含「因應疫情警戒提升至二級，相關

防疫規範提醒」、「第三級警戒 9大防疫指引」、「南大健康守護：入校戴口罩、吃

健康餐、足跡紀錄、適時回報」、「學務處防疫訊息公告：入校戴口罩、吃健康餐、

足跡紀錄、適時回報」、「全校防疫措施公告」、「大專校院 109學年度校園防疫工

作注意事項」等。 

  (二十七)健康促進： 

    1.「衛保組健康餐盒新企劃-揪團吃健康，邀請您呼朋引伴作伙來吃ㄅㄥ」：4月 12 

      日起至 5月 14日期間，邀請營養師協助規劃均衡飲食菜單，營造校園健康飲食環 

      境，持續推廣健康蔬食餐盒。為配合防疫，減少群聚風險，推出「揪團一起吃健康」 

      活動。合作商家包含長春素食與學生餐廳，開放午晚餐時段，讓健康飲食無時限。 

      本活動共計有 665位，其中教職員工 327位參加。 

    2.「防疫健康餐盒-吃出健康、吃出免疫力」：因應防疫升級，延續上開企劃，自 5 

      月 17日起校內餐廳全面外帶，持續推動健康餐盒活動。5月 17日(一)至 5月 21 

      日(五)，共計有 240位教職員工參加。 

    3.菸害防制：4月 14日為「臺南市菸害防制執法考核日」，配合該政令之推動，特於 

      各出入口（含前後門、側門等）張貼明顯禁菸標示，若有褪色情形立即更新；且不 

      定期巡視校園，若經發現有抽菸者，立即予以規勸，並重申本校為無菸校園之禁菸 

      規定。 

4.登革熱防治：不定時網頁及 e-mail進行登革熱防治衛教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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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八)電子郵件通知實驗室負責人「各級學校實驗室防火防震安全管理建議事項」及｢本 

          校實驗室進出人員管理表｣宣導。 

主席：請環安組主動聯繫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對本校改善計畫回覆是否核可。 

環安組回覆：110年 6月 3日聯繫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賴檢查員，賴檢查員回覆依本校改 

            善計畫執行即可，函復公文已備查。 

二、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 

(一)3月 26日辦理校園用電維護工程協議組織暨危害告知會議。 

(二)3月 31日辦理校園景觀樹木及枯枝修剪工程協議組織會議。  

  (三)因應疫情升溫取消辦理｢110年承攬商協議組織會議｣，改以紙本通知本校｢承攬商協議 

      組織安全衛生宣導資料、承攬商環境保護暨安全告知單、承攬商協議組織申請單｣。 

  (四)5月 21日辦理文薈樓、思誠樓、中正館及格致樓無線網路線路汰換更新工作協議組織 

      暨危害告知會議。 

  (五)5月 31日辦理淑慎樓重建工程第一期拆除暨管線遷移工程協議組織暨危害告知會議。  

三、稽查與評比 

(一)110年 4月 22日辦理｢職場環境舒適化改善技術專案輔導｣，各權責單位協助缺失改善，   

    並函復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本校改善計畫(p.6)。 

  (二)4月 26日配合臺南市登革熱防治中心人員，稽查校園登革熱孳生源。 

  (三)5月 4日配合區公所、衛生局及環保局人員，進行五妃街停車場雨水溝會勘暨登革熱 

  孳生源稽查。 

四、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理 

1. 本校毒性及化學物質採購申請案 

(府城校區) 

申請項目 毒化物名稱 請購數量及濃度(%) 列管編號 販賣廠商 

請購

(1100429) 

甲醯胺 20mL/100% 09802 萊富生命科技 

2. 110年 05月 25日參加臺南市毒災聯防組織災防講習訓練 (防疫延期)。 

 

肆、提案討論 

國立臺南大學 110年第 2次「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 

提案表 

項次 提案事項 提案單位 頁數 

一 有關職業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案，提請討論。 
總務處 

環安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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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擬新增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案，提請討論。 
總務處 

環安組 
5 

 

提案一                                         提案單位：總務處環安組 

案由：有關職業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規定，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應每二年 

    至少六小時、急救人員應每三年至少三小時、有機溶劑作業主管每三年至少六 

    小時的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二、本校1位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於110年10月17日證書到期、10位急救人 

        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各於110年8月9日及110年12月20日證書到期、1位有機溶 

        劑作業主管110年4月30日證書到期，需安排在職教育訓練。 

    三、訓練經費由環安組業務經費支應。 

    四、勞動部基於配合防疫，勞工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得於本年12月31日前辦理 

        完成，即符合規定(p.10)。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總務處環安組 

案由：擬新增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九條急救人員設置規定：勞工總人數超過五十人 

    者，每增加五十人，應再置一人。 

二、 原生態系推派急救人員已離職，擬請生態系再推派一位人員(限職員或老師)參 

    加受訓。 

三、訓練經費由環安組業務經費支應。 

決議：照案通過。 

 

伍、臨時動議：無 

陸、散會 (下午 2點 16分) 

5



1.待改事項

版畫教室裝有化學品之容器，所標示之危害圖示未符合

規定（危害圖示應使用黑色，背景為白色，圖式之紅框

有足夠警示作用之寬度）。

2.待改事項
版畫教室化學品容器（油墨）應具有安全資料表、標示成分及危害圖

示。

改善說明 容器已重新標示圖示。 改善說明 廠商提供安全資料表放置版畫教室，並補上標示。

改善完成

照片

改善完成

照片

3.待改事項 危險性機械設備調查表之填寫內容與標題不符。 4.待改事項
廚房冷凍庫防閉鎖裝置未有作用，另防閉鎖裝置之操作方式，請加強教

育訓練。

改善說明 依據填寫內容修正名稱機械設備統計表。 改善說明 改善防閉鎖裝置的功用，並對廚工人員做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改善完成

照片

改善完成

照片

附件一                                      職場環境舒適化改善技術專案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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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待改事項 廚房之高壓清洗機用電，請加裝漏電斷路器。 6.待改事項 廚房電鍋之移動用鐵架，建議加裝 L 型保護套。

改善說明 高壓清洗機用電已加裝漏電斷路器。 改善說明 廚房電鍋之移動用鐵架，已加裝 L 型塑膠保護套。

改善完成

照片

改善完成

照片

7.待改事項 戶外電氣設備開關箱蓋，請確實關閉。 8.待改事項 準備室（C110）通風扇之葉片，建議加裝護罩或護圍。

改善說明 因考量久未使用，已將插座拆除。 改善說明 準備室（C110）通風扇後方，已加裝鐵網。

改善完成

照片

改善完成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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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待改事項
版畫教室外之沖淋設備，其踩踏之場所應保持不致使人

員跌倒之安全狀態。
10.待改事項

思源樓電梯汰換工程，作業人員使用的手持式研磨機之研磨輪未有護罩

，且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未戴安全帽，請加強承攬管理。

改善說明 已完成地板水泥平鋪作業。 改善說明
廠商已改善研磨機設置護罩，並要求施工人員進入施工區域配戴安全

帽。

改善完成

照片

改善完成

照片

11.待改事項
版畫教室硝酸安全資料表，未依實際狀況檢討安全資料

表內容之正確性，適時更新，並至少每三年檢討一次。
12.待改事項 版畫教室乙醇容器標示成分不正確，應標示甲醇。

改善說明
將殘餘之稀釋硝酸送環安組作廢液回收，今後教學示範

將不再使用硝酸。
改善說明 容器及內裝物非必要使用，已交環安組作廢液回收處理。

13.待改事項 請加強未參加（請假）協議組織會議者之追蹤管理。 14.待改事項

處置使用有機溶劑如四氫呋喃、二甲苯、硫酸（特定化學物質）、甲

醇、正己烷等，請再確認是否有依規定每六個月實施作業環境監測一次

以上。

改善說明 未參加協議組織會議廠商，另書面通知會議紀錄。 改善說明
有關普通化學實驗室近期未操作使用四氫呋喃、二甲苯及硫酸，甲醇、

正己烷將於110年10月進行監測作業。

8



15.待改事項
職業病預防資料有人因工程應改善事項，惟未訂定計畫

採取措施，並追蹤成效。
16.待改事項 電梯機房傳動帶未設護罩或護圍。

改善說明
本校於106.11.21已訂定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依照人因

工程追蹤改善一覽表進行管理。
改善說明

格致樓、誠正大樓、文薈樓電梯機房傳送帶，預計6月底完成增設護

罩。

17.待改事項
版畫教室裝有硝酸之容器，為防止容器洩漏，其洩漏盛

液設施應具有不浸透性材質。
18.待改事項 電子材料實驗室有使用正己烷，作業人員應依規定配戴適當之防護具。

改善說明
將稀釋之硝酸送環安組作廢液回收，今後教學示範將不

再使用硝酸。
改善說明

經確認工作場所誤植，正確為｢普通化學實驗室｣，使用正己烷等有機溶

劑時，環境保持通風，提供活性碳口罩並依規定要求作業人員(及學生)

實驗進行中全程配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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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勞動部

I IIII II Ill II Ill II Ill II Ill II Ill II Ill II Ill II Ill II Ill II Ill II Ill I IIII 
* 1 1 0 0 2 0 2 6 3 6 0 *

24219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南棟12棲

函

地址：24219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南
棟11棲

承辦人：陳建豪
電括：89956666#8201 
電子信箱：chienhao@osha.gov. tw 

受文者：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綜合規劃紐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5月13日
發文字號：勞職授字第110020263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係密期限：
附件：

裝

訂

:
;
,·
線
：

主旨：有關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規定， 須於本 (IIO) 年

度之不同期限內辦理之勞工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基於配

合防疫得於本年12月31 日前辦理完成即符合規定，請查照。

說明：

一 、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7條及第 17條之1規定，雇

主對在職勞工，應依其工作性質使其每2年或3年接受至少 3

小時至12小時不等之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二 、 考量COVID-19疫情仍為嚴峻，雇主及勞工對部分安全衛生在

職教育訓練之場所，恐有群聚威染之疑慮，為醚合中央流行

疫情指揮中心之防疫政策，爰適度調整彈性放寬旨揭雇主於

110 年12月31 日前使渠等勞工接受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均認符合上開規則第 17條之1規定。

正本：臺北市勞動檢查處 、 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 、 桃困市政府勞動檢查處、臺中市勞
動檢查處、臺南市職安健康處 、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 、 科技部新竹科學
固區管理局 、 科技部中部科學固區笹理局 、 科技部南部科學困區哈理局 、 經濟部
加工出口區管理處

副本：各縣市政府（含各直轄市及金門、連江兩縣） 、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業
安全衛生中心 、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丶勞動部職業安全
衛生署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職業衛生健康維丶勞動部
職業安全衛生亳職索安全維 、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塌綜合規劃維

部表

附件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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