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南大學 111 年度第 1 次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1年 3月 21日(星期一)下午 2點 00分 

開會地點: 誠正 B307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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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 主席致詞： 

上次會議提案決議執行情形請大家參閱，進行業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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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提出修訂「國立臺南大

學實驗室意外事故及災

害緊急應變計畫」附件

5~7，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 照案執行。 

二 
有關毒化物申請註銷 1

案，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 榮譽校區(臺南市毒核

字第 000168號)第 2

類毒化物二乙醇胺與

第 4 類毒化物乙二醇

甲醚，已向臺南市環保

局毒管科申請核可文

件該項目註銷通過(環

水字第 1110012697

號)。 

三 

擬修正本校實驗場所安

全衛生競賽要點案，提請

討論。 

照案通過。 照案執行。 

四 

擬修訂 110年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計畫草案，提請

討論。 

寒、暑假實驗室定期檢

查，於實施方法的內容

與項目補充完整；其餘

照案通過。 

照案執行。 

參、 業務報告 

一、環安組業務報告 

 (一)校園環境安全衛生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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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1) 111年 1 月 14日辦理新進職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共 1場次。 

(2) 111年 2 月 23日辦理實驗場所在職教育訓練(職安法規、危害性化學品單、

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表)。 

(3) 1月 7日及 2月 15日辦理安心上工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共 2場次。 

(4) 3月 9日至 11日教育部大專校院安全衛生自主互助聯盟南區聯盟委託社團

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辦理｢有機溶劑作業主管安全衛生課程｣18
小時，由李美瑩校聘管理師參訓。 

      2.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1) 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請各實驗室更新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表。 

       (2) 變更管理：與營繕組一同會勘 H108 版畫教室、C110 準備室、C112 生物實 

           驗室新增設備，並提供職業安全衛生注意事項；協助 H108版畫教室做安全 

           衛生改善。 

      3.作業環境監測計畫：辦理 111年上半年 54間實驗室作業環境監測調查及資料 

        彙整作業。 

   4.職業災害調查報告：111年 1 月~3 月份，職災案件共 0 件。 

   5.環境安全衛生稽核、輔導： 

     (1)辦理府城校區、榮譽校區、大同研發中心等實驗室環境安全衛生複查事宜(共 

        54間)。 

        (2)3 月 5日臺南市環保局蒞校進行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例行性檢查。 

        (3)3 月 15 日辦理校園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輔導驗證，由教育部委託成功大學到 

           本校審查職業安全衛生管制文件執行情形。 

      6.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巡檢施工區域並提醒防疫期間，應確實配戴口罩。 

      7.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1) 110年 12月 21 日辦理 110 年優良實驗場所安全衛生觀摩活動。 

        (2) 辦理局部排氣、藥品櫃暨化學品抽氣設備通風效能專案改善。 

        (3) 2 月 21 日辦理本校建築物地下室空間會勘 1 案，由學務處、總務處及管理 

           (使用)單位一同會勘，並由管理或使用單位提出安全改善建議措施。 

      8. 有關化學品、毒化物、游離輻射管理事項： 

        (1) 協助清除校內實驗室申請報廢藥品一批。 

        (2) 環保署全國毒災聯防系統本校資料更新。 

    (3) 彙整校內人員輻射劑量監測資料及教育訓練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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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室內空氣品質業務：圖書館室內空氣品質監測系統異常狀況處理。 

  10.飲用水質檢測業務：本校 111 年第一季作業(每季 18台)。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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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105) 

乙二醇甲醚 2L/99+% 07102 友和貿易 

請購

(1110218) 

乙腈 4L/99+% 10501 欣欣化學 

2. 南區毒化物聯防組織教育檢驗組於111年1月17日(星期五)於南科管理局辦理「111 

  年度毒化災應變搶救組訓」，年度緊急應變訓練記錄留存備查。 

3.榮譽校區(臺南市毒核字第 000168號)第 2類毒化物二乙醇胺與第 4類毒化物乙二醇    

  甲醚，向臺南市環保局毒管科申請核可文件該項目註銷通過(環水字第 1110012697    

  號)。 

二、衛保組業務報告 

 (一) 職場健康維護 

1. 此期間執行職場健康服務，包含體檢報告、人因工程、母性保護及過勞(輪班者)、

健康服務等，共計提供約 50 人次健康關懷與諮詢。 

2. 依據 110 年度教職員工健檢報告及人因工程、過勞評估問卷等相關資料，完成健康

管理分級，並與職醫共同討論後續健康管理作為。 

3. 111年 2 月 16 日辦理「認識植物油飲食更自由」研習活動，共計有 83人參加。本

活動延續 110 年「每日飲食指南之 6 大類飲食」議題，宣導「油脂與堅果種子類」，

宣導認識油脂與脂肪酸、油脂來源與製作、油品選擇與營養價值，說明家庭烹調油

選購與保存技巧，並破解植物油的迷思與相關謠言。 

4. 111 年 2 月 24 日完成「職醫駐校健康諮詢服務」，本次參加健康關懷人員共 5 位(1

位未遇)。諮詢內容包含體檢報告與健康諮詢 2位(含夜間輪值人員 1位)，人因性危

害之職場工作環境現場評估與改善指導 2 位。 

(二) 傳染病防治 

1. 111年 1 月 25 日環保局人員蒞校進行登革熱孳生源稽查，於靜敬齋旁(舊淑慎齋)工

地發現油漆桶、 帆布、廢棄馬桶與洗手台等物，有積水及成蚊飛舞情形，立即請承

包商將積水清除，轉知營繕組同仁，提醒加強工地之管理。 

2. 111 年 2 月 16 日召開本校「校園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第 12 次防疫會議」，滾動式修

正本校防疫作為。 

3. 滾動式修正有關教職員工生出入境相關須知與流程，協助入境之管理，含健康管理

日程掌控、預定境外生防疫旅館、各類採驗提醒與追蹤等防疫事宜。另配合春節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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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針對 7+7+7方案之同住職員，進行居家辦公期間之健康管理與追蹤，共計 1 位。 

4. 滾動式調整校園防疫作為，並持續進行 COVID-19防疫健康宣導：依疫況與中央防疫

政策，滾動式修正校園防疫措施，並透過校園首頁、E-MAIL、FB社群「NUTN國立臺

南大學交流總版」與「國立臺南大學學務處」版、LINE 社群「班代群組」、單張與

海報公告等文宣，進行全校性宣導，並隨時公告週知。 

主席補充： 

 擬建議人事室於每年年初通知符合「公務人員健康檢查」(4500元)補助資格者。 

肆、提案討論 

國立臺南大學 111年第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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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訂本校總務處環安組內部控制項目「實驗室安全衛

生管理」、「毒性化學物質管理」、「實驗室廢棄物處理」

及「實驗室災害通報處理」自行評估表，如說明，提

請討論。 

總務處 

環安組 
4 

二 
擬每年度辦理實驗場所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危害

性化學品教育訓練)3 小時，如說明，提請討論。 

總務處 

環安組 
10 

 

提案一                                         提案單位：總務處環安組 

案由： 修訂本校總務處環安組內部控制項目「實驗室安全衛生管理」、「毒性化學物質 

       管理」、「實驗室廢棄物處理」及「實驗室災害通報處理」自行評估表如說明， 

       提請討論。 

說明：一、依據目前執行現況修正相關表單名稱及文字修正。 

      二、修正後「實驗室安全衛生管理」、「毒性化學物質管理」、「實驗室廢棄物處理」 

          及「實驗室災害通報處理」自行評估表如附件（P.6-P.9）。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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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大學內部控制自行評估表｣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修正說明 

1. 實驗室安全衛生管理自行評估表 1. 實驗室安全衛生管理流程圖 1.修正「物質安全資

料表」為「安全資

料表」。 

2.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自行評估表 2.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自行評估表 1.修正「各運作毒性

及關注化學物質

實驗室購置」為

「毒性及關注化

學物質請購」。 

 

3. 實驗室廢棄物處理自行評估表 3. 實驗室廢棄物處理自行評估表 1.修正「送相關環保

主管機關備查」為

「保存 3年以備主

管機關查驗」。 

2.修正「管制中心」

為「管理系統」。 

 

4. 實驗室災害通報處理自行評估表 4. 實驗室災害通報處理自行評估表 1. 修正「事故緊急

應變處理程序

圖」為「國立臺

南大學實驗室 

緊急應變流程」。 

2. 修正「危害物質

清單」為「危害

性化學品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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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OOO年度 

評估單位：總務處環安組 

作業類別(項目)：實驗室安全衛生管理 

評估期間：OOO 年 OO 月 OO日至 OOO 年 OO 月 OO日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各實驗室化學物質是否依規

定進行標示及備有 安全資

料表 。 
      

二、各實驗室危害性化學品清單

是否定期更新。 
      

三、實驗人員使用化學物質時是

否依規定佩帶防護器具。 
      

填表人：               複核： 

註： 

1. 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類

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 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適用」或「其

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

者；「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分

落實」、「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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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OOO年度 

評估單位：總務處環安組 

作業類別(項目)：毒性化學物質管理 

評估期間：OOO 年 OO 月 OO日至 OOO 年 OO 月 OO日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請購

是否依規定填寫購買申請

書？ 
 

      

二、使用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

之實驗室是否依規定填

寫運作紀錄？ 
      

三、學校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

核可文件 
      

填表人：               複核： 

註： 

1. 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類

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 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適用」或「其

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

者；「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分

落實」、「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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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OOO年度 

評估單位：總務處環安組 

作業類別(項目)：實驗室廢棄物處理 

評估期間：OOO 年 OO 月 OO日至 OOO 年 OO 月 OO日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一般事業廢棄物及有害事

業廢棄是否有依標準分

類？ 
      

二、是否委託環保署認可之合

格清運、處理廠商清運與

處理？契約是否已簽訂

並保存3年以備主管機關

查驗？ 

      

三、是否向環保署事業廢棄物

管理系統 申報有害事業

廢棄物清運處理量？ 

      

填表人：               複核： 

註： 

1. 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類

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 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適用」或「其

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

者；「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分

落實」、「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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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OOO年度 

評估單位：總務處環安組 

作業類別(項目)：實驗室災害通報處理 

評估期間：OOO 年 OO 月 OO日至 OOO 年 OO 月 OO日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各實驗室是否張貼「國立

臺南大學實驗室緊急應

變流程」？ 
      

二、各實驗室及環安組是否備

有「危害性化學品清單

」？ 
      

三、環安組是否備有相關通報

單？ 
      

填表人：               複核： 

註： 

1. 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類

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 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適用」或「其

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

者；「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分

落實」、「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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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總務處環安組 

案由：擬每年度辦理實驗場所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危害性化學品教育訓練)3小時， 

如說明，提請討論。 

說明：一、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十八條、第十九條，對製造、處置或使

  用危害性化學品作業，應每三年至少三小時教育訓練。 

二、參加對象為實驗場所有領薪資之教職員工、研究生與專任助理。 

決議：1.修正通過；參加對象修正為使用危害性化學品之大學生、研究生、專/兼任助 

理及教職員工。 

2.經環安組報告目前緊急應變演練已每年於共同實驗室實施，主席提請規劃高層

級危險性實驗室之緊急應變演練，以提升師生緊急應變能力。

伍、臨時動議：無 

陸、散會 (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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