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南大學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 110 年度第 3 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0年 9月 27日(星期一)下午 4點 00分 

開會地點: 誠正 B401會議室 

主    席：楊副校長文霖    

壹、 主席致詞：

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今年度第三次會議，法令上規定每 3個月 1次，1年 

4次，以季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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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職業安全衛生在職教育

訓練案 
照案通過 

已完成 1位甲種職業安全衛生

業務主管、7位急救人員、1位

有機溶劑作業主管訓練；另 3

位急救人員訓練於12月底前完

成受訓。 

二 
擬新增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案 
照案通過 

生態系派劉校聘組員妍希參

加，於 8月 12日完成受訓。 

參、 業務報告

一、 校園安全衛生管理 

(一) 協助實驗室去化老舊及無法辨識化學品存放問題並集中待清運。

(二) 辦理府城校區、榮譽校區、大同研發及實驗中心安全衛生初查及複查等事宜(共 55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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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行政院環保署本校 110年污染防治調查資料。

(六) 辦理藝術學院版畫教室、工藝教室、陶藝教室機械設備定檢事宜。

(七) 辦理 110年第二季飲用水水質檢測作業(共 18台)。

(八) 辦理府城及榮譽校區實驗室作業環境監測之化學品使用調查(共 32間)。

(九) 申請本校室內空氣品質第一批公告場所自主管理優良級標章等事宜。

(十) 辦理圖書館室內空氣品質偵測器異常顯示之處理等事宜。

(十一)辦理視設系版畫教室廢液清運作業。

(十二) 6月進行本校 IACUC小組上半年度 PAM內部查核簽核作業及 IACUC108002-1申請案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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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申請作業。 

(十三) 6~8月進行 110年度優先管理化學品調查及申報作業。

(十四) 7月 15日進行「110年 9月至 111年 8月府城校區及榮譽校區生物廢棄物委託清除

暨委託處理合約」簽送。

(十五) 8月 2日夜間廢液儲存室火警誤警報，至校確認火警偵測器狀況，隔日請廠商協助處

理。

(十六) 8月 26日協助 C110準備室生科系雙門冷藏櫃維修。

(十七) 8月 29日配合總務處事務組進行所屬實驗室秋季消毒及防疫殺菌作業。

(十八) 8月 30日進行「110年度局部排氣設備、化學抽氣櫃、抽氣式藥品櫃」設備調查，

後續進行定檢作業。

(十九)辦理實驗室用品(含化學品)採購安全衛生管理作業。

(二十)辦理職場環境舒適化改善技術專案輔導缺失改善並函復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二十一) 會同營繕組會勘 H109綜合工藝教室、ZA306實驗室、鋰離子電池中心新增(異動)

設備，並提供安全衛生注意事項。

(二十二) 申請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園安全衛生設備補助案。

(二十三) 安排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初訓/回訓)及職員初訓意願調查。

(二十四) 規劃化學性實驗室緊急應變演練及 110年教職員生健檢名單。

(二十五) 電子郵件通知實驗室負責人辦理｢110年實驗場所安全衛生競賽活動｣宣導。

(二十六) 召開 110年第二次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議。

(二十七) 製作校園施工安全宣導海報，並張貼學生宿舍公佈欄。

(二十八) 7月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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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健康諮詢 4位、COVID-19疫苗施打諮詢 1位。

(二十九) 「COVID-19疫苗接種外展服務」調查與呈報：依據教育部 110年 6月 22

日臺教人(五)字第 1100084600號書函，分別彙集人事室、事務組、保管

組、生輔組等校內工作者之疫苗施打意願，並分別於 6月 25日提供外展

服務自評表與意願施打名單(共計 302位)，7月 7日填寫疫苗需求量調查

表，以電子郵件回覆呈報教育部人事處承辦人員。

(三十) 8月 25日擬訂「教職員工出國管控流程圖(新版)」，於 8月 30日防疫會議提案通過。 

(三十一) 滾動式修正有關教職員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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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採驗提醒與追蹤等。

(三十二) 9月 1日至誠正大樓 2樓生輔組辦公室，進行母性保護之妊娠同仁環境評

估，並與單位主管進行空間討論，另提供電子用品(風扇)改善、動線與線

路等相關建議事宜。

(三十三) 9月 2日下午 2至 5時辦理「職醫駐校健康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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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 暑假期間，截至 9月 1日有 6位教職員工出境，陸續完成入境 14天檢疫 

   及 7天自主健康管理中，e-mail自主健康管理期間注意事項，通知師長於 

   7天自主健康管理結束後方可到校。 

(三十五) 持續防疫健康宣導：透過校園首頁、E-MAIL、FB「NUTN國立臺南大學交流 

   總版」、LINE之-109學年班代群組與海報公告，進行全校性宣導，包含： 

A. 進行「登革熱防治」、「疫情動態訊息」足跡平台、南大學務處防疫宣 

  導。 

B. 通知 8/10至 8/23期間本校防疫作為依中央指示維持現況。 

C. 提醒上網進行 COVID-19公費疫苗意願登記(含第 1、2劑)。 

D. 通知 COVID-19公費疫苗預約平台(第 02期開放登記指標)。 

E. 說明 7/27至 8/9期間本校防疫作為。 

F. 通知 COVID-19公費疫苗意願登記第 2期(第 9類、92年次以前出生者)。 

G. 通知 COVID-19疫苗接種平台開放第 9-10類報名。 

H. 說明 6/22-7/2期間防疫政令異動與疫苗施打措施。 

I. 轉知 110年 7月 8日教育部通報:「大專校院在確保管理調度能夠落實’ 

  防疫配套措施的原則下，得評估適度開放部分校園場域」。 

J. 通知 110年暑假期間校園出入口防疫措施調整。 

K. 通知「BNT接種規劃」，提醒符合條件者上 1922平台登記及預約。 

(三十六) 健康促進： 

A.「防疫健康餐盒-吃出健康、吃出免疫力」：因應防疫升級，延續衛保組健康餐盒

企劃，自 5月 17日起校內餐廳全面外帶，並延續防疫健康餐盒理念，鼓勵校園

內取餐，減少人員流動與外食風險，同時吃出健康。統計 5月 17日至 6月 25

日期間，共計有 2,383人次教職員工生響應。 

B.7月 21日辦理「物理治療師教您預防職業病」線上研習課程，共 32位師長同仁

參與。 

(三十七) 建置校園設施安全巡檢機制案，規劃時程：待電算中心完成建置系統與 QR-code，   

   並提供給管理單位，管理單位黏貼 QR-code至地點並執行檢核測試，由營繕組、 

   環安組協助確認執行情形。 

(三十八) 教職員工新進人員健康檢查報告，由衛保組職護作健康管理。 

(三十九) 原環安組張組長碩文已於 110年 8月 1日調任體育室組長，由丁組長慧如擔任， 

  丁組長於 9月 10日完成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受訓，待測驗、核發證書後設 

   置申報。 

二、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 

(一) 8月 10日召開榮譽校區 D棟、F棟冷氣專用迴路協議組織暨危害告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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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加每週淑慎樓工程會議、榮譽校區 D棟、F棟冷氣專用迴路工程會議，並不定期巡

查施工場所。

三、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理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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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812) 

二氯甲烷 50mL/99.5% 07901 友和貿易 

請購

(1100812) 

二甲基甲醯胺 50mL/99.8% 09801 友和貿易 

(榮譽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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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804) 

乙腈 4000mL/100% 07901 友和貿易 

(二) 110年 09月 10日更新全國毒災聯防系統資料急應變聯絡資訊更新(D03206組)及本校毒性

化學物質運作場所內部配置圖。

(三) 材料系蒲盈志老師申請新增(府城校區)鄰-二氯苯(列管編號 069-02)核可文件。

(四) 行政院環保署修正「列管關注化學物質及其運作管理事項」於 110年 8月 20日以環署化

字第 1108200915號公告，有關修正公告指定下列為具有危害性之關注化學物質：

1.硝酸銨：

(1)管制濃度 80 w/w %、分級運作量 50,000公斤，管制製造、輸入、販賣、運送、使用及

貯存等運作行為，應取得核可文件，並自 110年 10月 1日起運作量應逐日逐筆以網路

傳輸方式記錄，每月完成申報。

(2)如屬事業用爆炸物管理條例已管制之物質或物品，逕依其規定辦理，不受毒管法管制。

(3)軍事機關及學術機構運作硝酸銨用於軍事、試驗、研究、教育及檢測等目的用途者，及

軍事機關運作氟化氫用於軍事目的用途者，不受管制。

2.氟化氫：管制濃度 0.1 w/w %、分級運作量 300公斤，採分級管理。

(1)含量達管制濃度 0.1 w/w %以上未達 10 w/w %物質或物品應標示。

(2)含濃度 10 w/w %以上者，製造、輸入、販賣、運送、使用及貯存等運作行為，應取得

核可文件，紀錄申報、標示及備妥安全資料表等，且運作達分級運作量以上，應遵循事

故預防與緊急應變規定。

3.另為確保標示資訊清楚可辨，達到危害資訊傳遞目的，增訂含氟化氫容器、包裝標示最小

尺寸規定。

目前以電子郵件通知各實驗室如有氟化氫(任何濃度)，請於 9 月 20 日前報知環安組氟化氫

之濃度和存量。(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 61 條未依規定申報處 3 萬至 30 萬元罰緩、

按次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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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1.實驗室查核缺失可提供改善措施，避免再發生。
      2.實驗室未來可朝向資訊化管理。



新增關注化學物質(硝酸銨、氟化氫)應於規定期限完成相關事項簡圖： 

 

氫氟酸容器標示尺寸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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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提案討論

國立臺南大學 110年第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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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進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方式案，提請討論。 
總務處 

環安組 
6 

二 
擬修訂「國立臺南大學實驗室意外事故及災害緊急

應變計畫」，提請討論。 

總務處 

環安組 
6 

提案一                                         提案單位：總務處環安組 

案由：新進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方式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相關法規條文規定，雇主對工作者應施以從事工作與 

     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新僱工作者依實際需要排定時數，不 

     得少於三小時。 

二、 為使新進人員安全衛生教育更加完整，請於”受雇後一個月內”至中央主管機

關建置或認可之安全衛生教育網路學習 2 小時，提供佐證資料供環安組留存備

查；另 1 小時由環安組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 

會後經詢問人事室安心上工經費來源，人事室回應由勞動部支應。 

安心上工人員當日報到，由環安組辦理 3 小時新進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 

提案二                                      提案單位：總務處環安組 

案由：擬修訂「國立臺南大學實驗室意外事故及災害緊急應變計畫」，提請討論。   

說明：依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相關法規條文，修訂本校「國立臺南大學實驗室

意外事故及災害緊急應變計畫」各部分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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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修訂條文照案通過，附件 5、附件 6 再檢視，並於 12月委員會提出修訂。 

「國立臺南大學實驗室意外事故及災害緊急應變計畫」 

部分規定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前言 

…特依據「毒性 及關注 化學物質

管理法施行細則」第 10條、「學

術機構 運作 毒性 及關注 化學物

質管理辦法」第 3條……。 

一、前言 

…特依據「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

施行細則」第 10條、「學術機構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第 3條 

……。 

配合法規名稱修正。 

四、緊急事件處理流程 

(一)事故通報

1.發現火災爆炸或化學品洩漏

等緊急狀況之人員，應立即

通知實驗場所負責人或告知

系所及單位辦公室。

2.實驗場所負責人或系所及單

位辦公室人員應立即赴現場

瞭解，並告知各實驗場所之

人員緊急狀況，並研判是否

通知相關之救援單位(校安

承辦人員或執勤軍訓教官)。

3.有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外洩

之虞時……。 

(六)微生物感染緊急處理程序

1. 被刺傷、割傷及擦傷，受傷

人員應脫除防護衣，將血液

自受傷部位排(擠)出再立即

清洗雙手及受傷部位，使用

適當之皮膚消毒劑或70-75%

酒精進行消毒。必要時，應

尋求醫療照護。

2. 感染性物質飛濺到眼睛、黏

膜或皮膚傷口部位。 

（1）眼睛：以乾淨清水、生

理食鹽水沖洗液清洗15分

鐘。 

（2）黏膜(口鼻)或皮膚傷

口：以乾淨清水清洗15分鐘。 

3. 食入感染性物質，脫除當事

人防護衣並尋求醫療照護。

四、緊急事件處理流程 

(一) 事故通報

1.發現火災爆炸或化學品洩漏

等緊急狀況之人員，應立即

就近 通知相關人員或告知系

所及單位辦公室。

2.系所及單位辦公室人員應立

即赴現場瞭解，並告知各實

驗場所之人員緊急狀況，並

研判是否通知相關之救援單

位(校安承辦人員或執勤軍

訓教官)。

3.有毒性化學物質外洩之虞

時……。 

(六) 微生物感染緊急處理程序

1. 被刺傷、割傷及擦傷，受傷人

員應脫除防護衣，清洗雙手及

受傷部位，使用適當之皮膚消

毒劑。必要時，應尋求醫療照

護。

2. 食入感染性物質，脫除當事人

防護衣並尋求醫療照護。報告

可能食入物質之鑑別，以及事

故發生過程。

1.明訂實驗場所負責

人負通報責任。

2.配合法規名詞修

正。

3.修訂微生物感染緊

急處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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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可能食入物質之鑑別，

以及事故發生過程。 

五、各類災害緊急處理原則 

(一)著火（含化學物質火災） 

1.發現時如屬小火，應儘可能在

安全無虞下關閉火源，並移開所

有易燃物源，以滅火設備撲滅火

苗，並尋求附近工作人員協助滅

火，且立即通知 實驗場所 負責

人。 

…… 

(三)化學物質洩漏 

1. …… 

2. 若實驗場所負責人可自行處 

  理止漏及除污，應立即處 

  理。如無法立即處理者，立 

  即依校安中心通報系統，尋 

  求外界支援。 

五、各類災害緊急處理原則 

(一)著火（含化學物質火災） 

1.發現時如屬小火，應儘可能

在安全無虞下關閉火源，並移

開所有易燃物源，以滅火設備

撲滅火苗，並尋求附近工作人

員協助滅火，且立即通知 單位

負責人。 

   …… 

(三)化學物質洩漏 

1.…… 

2.若 單位 負責人可自行處理

止漏及除污，應立即處理。

如無法立即處理者，立即依

校安中心通報系統，尋求外

界支援。 

明訂實驗場所負責人

責任。 

六、 善後處理 

(一)人員除污處理 

1. …… 

2. …… 

3. 簡易測試是否有殘留化學物

質，若有應再進一步清洗。 

六、 善後處理 

(一)人員除污處理 

1. …… 

2. …… 

3. 簡易測試是否有殘留 毒性

化學物質，若有應再進一步

清洗。 

符 合 CNS15030 分

類，具有健康危害之

虞。 

七、本 計畫 經環境安全衛生委員

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七、本 要點 經環境安全衛生委員

會通過，呈 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文辭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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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大學實驗室意外事故及災害緊急應變計畫｣修正草案全條文 
95 年 5 月 22 日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通過 

98 年 10 月 26 日第 1 次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修正 
99 年 8 月 4 日第 2 次環境安全衛生委會修正 

100 年 12 月 19 日第 1 次環境安全衛生委會修正 
104 年 4 月 20 日第 1 次環境安全衛生委會修正 

107 年 12 月 25 日第 4 次環境安全衛生委會修正 
110 年 9 月 27 日第 3 次環境安全衛生委會審議 

一、前言 
 
    為因應實驗室(含從事感染性生物材料工作之實驗室)緊急事故，掌握搶救時

機，避免災害及感染擴大，以確保人員安全並降低財產損失及所操作病原微生物及

實驗動物可能危害之安全防護措施，特依據「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施行細則

」第 10條、「學術機構運作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辦法」第 3條，以及「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12-6條之規定，訂定本校實驗室意外事故及災害緊急應變

計畫。本計畫包括緊急應變組織、緊急事件處理流程、微生物實驗室緊急處理程序，

以及各類災害之處理原則。 

 
 

二、本校實驗室概況 
 

(一) 實驗室位置 
    本校各系所實驗室設置情形如 附件 1，各實驗室位置如 附件 2、3。 
 

(二) 毒性化學物質儲存及使用概況 
        本校使用列管之毒性化學物質存放位置以及各 CAS 編號如 附件 4。 
 
 
 
三、緊急應變組織 
 

本校實驗室災害之緊急應變組織納入本校「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

心」（簡稱「校安中心」）編組，校安中心人員體系及職掌如 附件 5、6。總務處環

安組組長及安全衛生管理師處理協助災害現場之危害性研判、災害擴散之防止，以

及督導災害處理措施之執行，主要負責工作如下： 
 

(一) 事故性質之確認及生物危害之風險評估。 
(二) 提供化學性災害控制之專業諮詢。 
(三) 增援個人防護器材與裝備。 
(四) 提供實驗室安全資料表。 
(五) 規劃災後有害廢棄物清除與處理。 
(六) 人員意外暴露之處理及除污。 
(七) 人員及實驗動物之緊急疏散及撤離。 
(八) 人員暴露及受傷之緊急醫療處置。 
(九) 暴露人員之醫療監視。 
(十) 暴露人員之臨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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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緊急事件處理流程 
 

實驗室災害處理流程「校園災害及學生緊急事件處理流程」（如 附件 7）辦理。

實驗室災害之處理原則如下： 
 

(一) 事故通報 
 

1.發現火災爆炸或化學品洩漏等緊急狀況之人員，應立即通知 實驗場所

負責人 或告知系所及單位辦公室。 
2.實驗場所負責人或 系所及單位辦公室人員應立即赴現場瞭解，並告知

各實驗場所之人員緊急狀況，並研判是否通知相關之救援單位(校安承

辦人員或執勤軍訓教官)。 
3.有毒性 及關注 化學物質外洩之虞時，實驗場所負責人應立即採取洩漏

之緊急防治措施，並通報總務處環安組，環安組於 30 分鐘內通報當地

環保主管機關及南區毒災應變諮詢中心。 
 

(二) 緊急通報內容 
 

進行意外發生進行通報時，通報人必須簡短、正確的告知事故性質、地

點、現場狀況，以及需要協助事項。緊急通報內容包括： 

 

1. 通報人單位、職稱、姓名及通報人員電話。 
2. 事故發生時間。 
3. 事故發生地點。 
4. 事故狀況描述。 
5. 傷亡狀況報告。 
6. 已實施或將實施之處置。 
7. 可能需要之協助。 

 
(三) 緊急疏散 

 
1. 各系、所及單位實驗室或實習場所應規劃緊急逃生路線（應標示逃生方

向、安全門、安全梯）位置，並張貼於實驗室明顯位置。 
2. 下列事故發生時，單位主管或實驗室負責人即應立刻實施疏散，引導人

員至操場或中庭等空曠場所，遠離事故現場，災害類型及疏散時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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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類型 疏 散 時 機  

毒性氣體外洩 1.實驗室毒性氣體外洩且已達危害濃度 
2.洩漏短時間內無法有效控制，可能繼續蔓延 

可燃性氣體大量外洩 實驗室可燃性氣體濃度可能已達爆炸下限 

火災 1.實驗室火警無法立即控制且可能繼續蔓延 
2.實驗室存有其他易燃物質或有爆炸之虞 

鄰近場所事故 1.鄰近場所毒性氣體外洩 
2.鄰近場所發生火警，可能影響人員安全 

 
 

(四) 現場管理 
 

            災害現場應由單位主管、實驗室負責人或上課教師負責指揮，執行以

下管理措施，以確保人員安全，以及搶救工作之順利進行： 
 

1. 疏散非參與搶救之人員。 
2. 隔離污染區，管制人員進出。 
3. 視事故狀況，聯絡化學品供應商、消防及緊急處理單位尋求協助。 
4. 確認搶救者穿戴完整之個人防護設備，方可進入災區救人。 
5. 組成緊急應變搶救編組，採互助支援小組方式進入災區救人。 
6. 迅速將患者搬離現場至通風處，檢查傷患症狀，並給予適當的急救。 

 
 

(五) 化學性急救處理原則 
 
   人員有化學性中毒現象時，依下列原則進行緊急處理： 
 

1. 急救前要確定對傷者或自己無進一步的危險。 
2. 吸入有毒氣體如一氧化碳等應立刻打開門窗或將傷患移至室外。 
3. 化學藥品灼傷皮膚或眼睛時，應立刻用流動緩慢的水沖洗患部至少 30

分鐘以上。 
4. 對於最急迫的人員給予優先處理，必要時應將傷患立即送醫，並告知醫

療人員曾接觸之化學物質，在安全無虞的前提下，最好攜帶中毒物、化

學容器或記下 CAS 編號以利醫生急救。 
5. 若意識不清、昏迷、失去知覺，則將患者做復甦的姿勢且不可餵食。臉

色潮紅患者應使其頭部抬高，臉色蒼白有休克現象應使其頭部放低。 
6. 若患者心跳停止、沒有呼吸，應立即施予心肺復甦術。 
7. 有自發性嘔吐情形者，讓患者向前傾或仰躺時頭部側傾，以減低吸入嘔

吐物造成呼吸道阻塞之危險。 
8. 傷患搬運： 

（1）搬運傷患前需檢查其頭、頸、胸、腹部及四肢之傷勢，並加以固定。 
（2）讓傷患儘量保持舒適之姿勢。 
（3）若需將患者搬運至安全處，應以身體長軸方向施行。 
（4）搬運器材必須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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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儘速送醫治療。 
 

(六) 微生物感染緊急處理程序 
1.  被刺傷、割傷及擦傷，受傷人員應脫除防護衣，將血液自受傷部位排(擠)

出再立即清洗雙手及受傷部位，使用適當之皮膚消毒劑或70-75%酒精進

行消毒。必要時，應尋求醫療照護。 
2.  感染性物質飛濺到眼睛、黏膜或皮膚傷口部位。 
（1）眼睛：以乾淨清水、生理食鹽水沖洗液清洗15分鐘。 
（2）黏膜(口鼻)或皮膚傷口：以乾淨清水清洗15分鐘。 

3.  食入感染性物質，脫除當事人防護衣並尋求醫療照護。報告可能食入物

質之鑑別，以及事故發生過程。 
 

五、各類災害緊急處理原則 
 

(一) 著火（含化學物質火災） 
 

1. 發現時如屬小火，應儘可能在安全無虞下關閉火源，並移開所有易 
燃物源，以滅火設備撲滅火苗，並尋求附近工作人員協助滅火，且立即

通知 實驗場所 負責人。 
2. 如火勢已無法控制，應隔離事故現場，並立即逃離。通知附近工作 

人員協助疏散人群，一面依緊急事故通報程序通報處理。除急救人 
員外應禁止其餘人員靠近。 

3. 確認火災物質種類、危害性及火災類型，以利通報消防單位進行救 
災。 

        4. 燙（灼）傷處理： 

(1)沖─清水沖洗至少三十分鐘。 

(2)脫─一面沖，一面以剪刀除去束縛衣物。 

(3)泡─等待送醫前繼續泡水，水泡不可壓破。 

(4)蓋─蓋上清潔布料或紗布，避免感染。 

(5)送─立即送急診緊急處置。 
 
 

(二) 爆炸 
 

1. 發現者應儘速關閉爆炸物質之閥門，阻絕爆炸源，如有感電之虞， 儘
可能於安全無虞下，關閉電源或通知相關單位進行處理。 

2. 確認爆炸物質種類，判斷是否有二次爆炸之危險，於未根絕危險之前，

不得隨意進入現場。一面依緊急事故通報程序通報、隔離事故現場、疏

散人群、協助傷患急救。 
 
 

(三) 化學物質洩漏 
 

1. 發生小洩漏時，應儘速關閉洩漏源，並利用現場吸附棉將洩漏物質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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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發生大量洩漏情形，應於安全無虞下關閉洩漏源，防止洩漏擴散。 
2. 若 實驗場所 負責人可自行處理止漏及除污，應立即處理。如無法立即

處理者，立即依校安中心通報系統，尋求外界支援。 
3. 隔離事故現場，疏散人群，協助傷患急救，除現場緊急處理及急救人員

外，禁止人員靠近。搶救人員應保持位於上風處，遠離低漥或通風不良

地點。 
 

(四) 潛在感染性氣膠之釋放（發生在生物安全櫃之外） 
 

1. 實驗室所有人員必須立即撤離受影響區域，任何已暴露人員都應接受醫

學諮詢。應立即通知實驗室負責人及總務處環安組。 
2. 感染性氣膠排出及較大微粒沉降，於一定時間內（例如 1 小時內） 嚴

禁人員進入事故區域。如實驗室無中央排氣系統，則應延長進入事故區

域管制時間（例如 24 小時後）。 
3. 應張貼“禁止進入”之標示。經過適當時間後，在總務處環安組之指導下，

除污人員應穿著適當防護衣及呼吸保護裝備進行除污。 
 
六、善後處理 

 
(一) 人員除污處理 

 
1. 設置除污場所，急救人員離開現場之前先做好裝備及工具的除污工作。 
2. 以水沖洗防護裝備及洩漏處理工具。 
3. 簡易測試是否有殘留化學物質，若有應再進一步清洗。 
4. 清洗水應予以收集後做妥善處理。 
5. 於指示在特定區域將防護裝置脫除，脫除之防護裝置及除污處理後的廢

棄物宜置於防滲塑膠袋或除污廢棄物容器中，待進一步處理。 
 

(二) 災害現場除污處理 
 
  1. 保持洩漏區通風良好，且清理工作須由穿著適當個人防護具之人員負

責。 
     2. 消防冷卻用之廢水，可能具有毒性，應予以收集處理。 
      3. 可用細砂撒於洩漏處，並以大量水和毛刷沖洗再以不產生火花之工具將

污砂剷入桶中。 
     4. 少量殘留之化學物質可以使用清潔劑和水徹底清洗，產生之廢水應予以

收集處理。 
5. 受污染之廢棄物尋找合格廠商處理。 

      
(三) 容器破裂及感染性物質溢出： 

 
1. 應立即用抹布或紙巾覆蓋溢出之感染性物質或盛裝感染性物質之破裂容

器。然後在抹布或紙巾上面倒上消毒劑，並使其作用適當時間。 
2. 清除抹布、紙巾以及破碎物品，玻璃碎片應使用鑷子清理。然後再使用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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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劑擦拭污染區域。 
3. 如果使用畚箕清理破裂物時，應進行高溫高壓滅菌或浸泡在有效之消毒液

內。用於清理之抹布、紙巾及拭紙等應丟棄到感染性廢棄物專用收集筒

內。所有處理過程，都應穿戴手套。 
4. 如實驗表單、其他列印或書寫紙張等被污染，應將原資訊複製，並應將原

件丟棄到感染性廢棄物專用收集筒內。 
5. 離心機運行時發生離心管破裂或疑似破裂，應關閉離心機開關，勿打開離

心機蓋靜置（例如 30 分鐘）使氣膠沉降。如離心後發現離心管破裂，應

立即將離心機蓋子蓋上，並靜置（例如 30 分鐘）。發生前述兩種情況時，

都應通知總務處環安組。 
6. 在未封閉式離心桶之離心機內發生破裂，應穿戴厚實手套（如厚橡膠手套）

處理所有碎裂物並放在無腐蝕性、對微生物具有去活性之消毒劑內。未破

損之有蓋離心管則置於另一有消毒劑之容器中回收。離心機內腔應使用適

當濃度之相同消毒劑擦拭兩次，然後使用清水沖洗及晾乾。清理時所使用

之全部物品，都應依感染性廢棄物處理。 
7. 在封閉式離心桶之離心管發生破裂，應該鬆開安全杯蓋子並將封閉式離心

桶進行高溫高壓滅菌。另外，封閉式離心桶也可以採用化學消毒法。 
 
七、本 計畫 經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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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本校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儲存實驗室概況表 
 

系所 實驗室名稱 地點 性質 地圖編號 

環生學院 
生物藥品室 格致樓 C111 藥品存放室 A 
形態生理實驗室 格致樓 C109 教學及研究 

材料系 

電子元件實驗室 格致樓 C303B 研究 B 

先進碳材實驗室 格致樓 C403 研究 C 
藥品室 格致樓 C404 藥品存放室 D 
材料合成實驗室 格致樓 C405 教學及研究 E 
奈米材料與再生能

源實驗室 
格致樓 C506B 研究 F 

光電與能源實驗室 格致樓 C511A 研究 G 
電子材料實驗室 格致樓 C513B 研究 H 

生科系 水生植物逆境生理

實驗室 
格致樓 C513A 教學及研究 I 

生物科技實驗室 榮譽校區 ZE105 研究 J 
微生物生技產品開

發實驗室 
榮譽校區 ZE301-2 研究 K 

綠能系 太陽光電實驗室 榮譽校區 ZE205 教學及研究 L 
能源材料實驗室 榮譽校區 ZE203 研究 M 

生態系 環境化學實驗室 榮譽校區 ZE306 研究 N 
電機系 固態照明實驗室 榮譽校區 ZF302-2 研究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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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圖 1-1 臺南大學府城校區平面圖 

格致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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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格致樓 1 樓實驗室位置圖 

A 

B 

圖 1-3 格致樓 3 樓實驗室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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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格致樓 4 樓實驗室位置圖 

E D 

I      H 

F 

G 

C 

圖 1-5 格致樓 5 樓實驗室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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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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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臺南大學榮譽校區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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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儲存場所(府城校區) 

                                         
系所 儲存場所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 CAS No. 

環生學院 

格致樓 C109 甲醯胺 75-12-7  

格致樓 C111 

氰化鉀 151-50-8  
丙烯醯胺 79-06-1 
甲醛 50-00-0 
三氯甲烷 67-66-3 
鄰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 117-81-7 
鄰苯二甲酸二丁酯 84-74-2 
二甲基甲醯胺 68-12-2 
乙腈 75-05-8 
鄰苯二甲酸二乙酯 84-66-2 
鄰苯二甲酸單丁酯 131-70-4 
二氯甲烷 75-09-2 
三乙胺 121-44-8 
玫瑰紅 81-88-9 
蘇丹紅 3 85-86-9 
蘇丹紅 4 85-83-6 

材料系 

格致樓 C403 一氧化二氮(笑氣) 10024-97-2 

格致樓 C405 

苯 71-43-2 
二甲基甲醯胺 68-12-2 
聯胺 302-01-2 
三氯甲烷 67-66-3 
苯胺 62-53-3 
乙二醇甲醚 109-86-4 

格致樓 C404 
 

甲醛 50-00-0 
乙二醇甲醚 109-86-4 
二乙醇胺 111-42-2 
氧化鎘 1306-19-0 
硝酸鎘 10022-68-1 
環己烷 110-82-7 
二甲基甲醯胺 68-12-2 
二氯甲烷 75-09-2 
硫脲 62-56-6 
三聚氰胺 108-78-1 
鄰-二氯苯 95-50-1 

格致樓 C303B 甲基異丁酮 108-10-1 
生科系 格致樓 C513A 乙腈 75-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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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儲存場所(榮譽校區) 
                                             

系所 儲存場所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 CAS No. 
生科系 榮譽校區 E105 乙腈 75-05-8 

三氯甲烷 67-66-3 

綠能系 

榮譽校區 E203 1,3-丙烷礦內脂 10124-36-4 

榮譽校區 E205 

硝酸鎘 10022-68-1 
硫酸鎘 10124-36-4  
二甲基甲醯胺 68-12-2 
乙腈 75-05-8 

生態系 榮譽校區 E306 重鉻酸鉀 7778-50-9 

電機系 榮譽校區 F302-2 
乙二醇甲醚 109-86-4 
二乙醇胺 11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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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國立臺南大學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體系 
 
 
 

 
 
 
 
 
 
 
 
 
 
 
 
 
 
 
 
 
 
 

 
 
 
 
 
 
 

 
 
 
 
 
 
 
 
 
 
 
 
 
 
 
 

回報線 

協調線 
指揮線 

本校 
指揮決策中心 

教育部校安中心 

教育部臺南市聯絡處 

新
聞
管
制
組 

輔
導
諮
商
組 

行
政
支
援
組 

聯
絡
通
報
組 

現
場
處
理
組 

作
業
管
制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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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校安中心任務編組與職掌表 
 
 

國立臺南大學校安中心編組與職掌表 
組別 職稱 級 職 職 掌 

指
揮
決
策
中
心 

指揮官 校長 綜理本校「校安中心」全部事項 
副指揮官 副校長 協助指揮官綜理本校校安中心全般事宜。 

執行秘書 學務長 承指揮官之命執行校安中心一般行政事宜。 

組員 教務長 協助指揮官綜理本校校安中心全般事宜。 
組員 總務長 

組員 研發長 

組員 國際長 

組員 主任秘書 

組員 人事室主任 

組員 主計室主任 

組員 電算中心主任 

組員 教育學院院長 

組員 人文學院院長 

組員 理工學院院長 

組員 環境與生態學院院長 

組員 藝術學院院長 

組員 管理學院院長 

組員 生輔組組長 

作
業
管
制
組 

組長 生輔組組長 負責災害發生時，相關資訊蒐集、分析、管

制、紀錄、建檔與分類。 副組長 環安組組長 

組員 保管組組長 

組員 營繕組組長 

組員 生輔組職員 

組員 生輔組校安人員 

現
場
處
理
組
一 

組長 生輔組組長 1、平時負責校安中心與災害管理之宣導、

訓練事宜。 

2、災害發生時，擔任現場第一線處理小組，

負責災害現場隔離，管制人員疏散、協助救

災系統就定位及現場緊急事件處理。 

副組長 生輔組教官 

組員 生輔組職員 

組員 事務組技士 

組員 營繕組技士 

組員 生輔組校安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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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場
處
理
組
二 

組長 衛保組組長 災害發生時，負責災害現場急救站開設，檢

傷分類、傷患處理與後送等事務。 副組長 課指組組長 

組員 衛保組護理師 

組員 營繕組技工 

組員 事務組技工 

組員 事務組工友 

連
絡
通
報
組 

組長 事務組組長  受理災害情資之回報，並依回報管道向上級

單位報告與通報各支援單位。 副組長 事務組職員 

組員 人事室秘書 

組員 生輔組職員 

組員 教務處職員 

行
政
支
援
組 

組長 課外活動組組長 負責平時、災害發生時與災後重建，所需之

各項行政支援。 副組長 文書組組長 

組員 營繕組技士 

組員 保管組職員 

組員 人事室職員 

組員 電算中心組長 

組員 各系所中心主任 

新
聞
管
制
組 

組長 秘書室專門委員 彙整相關資訊，對外新聞發佈、記者接待。 

副組長 秘書室組長 

組員 秘書室秘書 

輔
導
諮
商
組 

組長 輔導中心主任 負責受災人員輔導諮商。 

組員 輔導中心心理師 

組員 輔導中心心理師 

組員 專案心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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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國立臺南大學校園災害及學生緊急事件處理流程 
 
 
 

                                                               
 

 
        
 
 
 
 
 
 
 
 
 
 
 
 
 
 
 
 
 
 
 
 
  
 
 
 

 
 
 
 
 
 
 
 
 
 
 
 
 

 

緊急事件現場目擊

人員（全體教、職、

員、生）： 

1.採取緊急措施 
2.報告行政單位 

相關訊息 

校安人員、值勤軍

訓教官或校警 

指揮官召集決策中心程

員研商 

1.評估狀況並研商處理

原則 

2.編成適當任務編組 

輔導、諮商暨衛保

人員 
1. 接觸當事學生

及有關人員 
2. 進行生理、心理

及社會層面之

專業輔導諮詢

與治療工作 

1. 彙整所有相關資

料，分析並提出

適當策略建議 

2. 執行並督導各任

務編組進行因應

工作 
3. 統合後續處理工

作 

法律策略人員 
1. 蒐集並整理

相關法律規

定 
2. 蒐集類似個

案資料策略 
3. 聯繫社會支

援機構 

由指揮決策中

心評估結果後

結案 

追蹤與研究 

回報線 

協調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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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臨時動議：無

陸、散會 下午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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