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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行政品質評鑑」建議改進事項執行情形報告表：環安衛中心 (110年5月) 

建議改進事項 
辦理情形及回覆說明 

(請註記建議是否列為結案) 

委員意見 
結案 繼續追蹤(說明) 

1. 環安衛中心職責依法為規劃督

導為主，執行面部分建議由專

責管理人員負責，以減輕環安

衛中心同仁負荷。 

本中心除持續規劃督導本校

各項環安衛業務，也將透過

各種訪視、教育訓練、座談

會、再訓練等方式與各實驗

場所負責人、系所環安衛人

員等溝通實驗場所管理及自

身所擔負之風險認知等觀

念，期能達專業分工之效。 

 

V  

2. 教育訓練部分建議將教職員與

學生分開辦理，教職員部分可

能需要加強法令規定的認知，

學生部分則著重實際操作的安

全需要。 

已遵照委員指示辦理，本中

心將於於 110 年 8 月辦理特

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教育訓

練，受訓對象為實驗場所負

責教師，提升實驗場所負責

人相關安全衛生意識，以強

化與落實相關規定。 

 

後續將持續規劃辦理針對教

職員的訓練課程，並以法規

解析為主要內容。 

 

V  

3. 本次評鑑的目的之一，應是在

「效能」(efficiency) 是否呈現? 

而受評單位環安衛中心的效能

如何呈現? 

(1) 建議下次應依核心業務 Core 

Service 提供 Data 供評核。 

(2) 核心業務若從內外部顧客角

度看，在「提供專業諮詢或協

助，做得好不好?」 例如: 可

以從其他單位申辦業務的等

候時間、所提供諮詢或協助的

件數等提供資料。若數量遞增

或申報時間漸長，也可作為人

力資源上配置的考量。 

(3) 另外提問: 「2020 比起 2019，

校 園 的 環 安 衛 風 險 管 理 

(Risk Management)，有更安全

了嗎? 有沒有 Data 可以佐

證? 」 「如果有，那 2021 年

我們在風險管理的重點規劃

1.本次評鑑因改變資料提供

內容，要求受評單位改以

「問題發掘」為撰寫方式，

再由評鑑委員協助提供所

列問題之意見。將依委員建

議於下次評鑑資料撰寫時

提供核心業務相關資料供

委員評核。 

2.本中心核心業務之一包括

協助清理實驗場所廢棄物

及審查運作材料，透過實驗

場所運作管理系統登記清

運到一定數量後，與廠商協

調清運車輛大小及頻率，避

免實驗場所浮報清運數量

擠壓其他實驗場所清運權

益，以減少廢棄物貯存空間

與時間。又如生物性申請案

在中心內部審查時程控制

在 2天以內，使實驗場所順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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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行政品質評鑑」建議改進事項執行情形報告表：環安衛中心 (110年5月) 

建議改進事項 
辦理情形及回覆說明 

(請註記建議是否列為結案) 

委員意見 
結案 繼續追蹤(說明) 

是什麼?」這些提問，或可做

為規劃或執行上思考的建議

方向。 

利進行各項計畫。 

3.本校 2020年比 2019年職災

件數減少 5件，本中心每月

統計職災發生原因與檢

討，除公告周知，自 2020

年起亦將職災事件案例寄

送至各實驗場所負責人信

箱，年底則統計年度常見缺

失發文公告全校各單位以

供參考警惕。 

4.為落實實驗場所風險管

理，本中心於 2021 年修訂

各項自動檢查表供實驗場

所管理運用。而為快速掌握

職災情況，亦修正本校災害

事件報告單，3個工作天內

必須將「報告單甲聯」通報

本中心；2星期內必須完成

「報告單甲、乙聯」陳報所

屬院方及本中心，期望能達

到宣傳校園安全知識，傳播

校園安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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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行政品質評鑑」建議改進事項執行情形報告表：環安衛中心 (110年5月) 

建議改進事項 
辦理情形及回覆說明 

(請註記建議是否列為結案) 

委員意見 
結案 繼續追蹤(說明) 

4. 本次評鑑的目的之二，或許在

找到策略上可以改善的點，讓

環安衛中心可以更發揮行政角

色功能。我的另一個對策略與

結構上的提問:「稽核(auditing)

在環安衛中心的應用、執行與

權責，校方會給予多少支

持?」。我的提問理由如下： 

(1) 各種有害物質，Lab 內例行設

備、流程，既然已經有規定，

為了預防災害發生，適當的稽

核Auditing或被動式的由 Lab 

PI 自行申報再抽樣稽核，，

應該搭配政策上的支持，才能

落實風險辨識及偵測出不安

全流程。 

(2) 各 Lab 也應有 明 確地的

Accountability。環安衛中心落

實 Auditing 、 Education 及

Consulting，但改善仍在各 Lab 

P.I.。校方若能就此形成政策

(Policy)，受稽與被稽雙方都

有角色認知，才可能將近

1,700間Lab 落實風險管理的

規範。 

本中心訂定各項檢查重點，

每年進行全校性環安衛訪視

活動，由各學院交叉訪查，

彼此交流，所列缺失則由本

中心彙整後通知各單位於限

期內改善，並依缺失嚴重程

度予以複檢。 

 

各項列管物質皆透過實驗場

所運作管理系統審核、申

報、稽催，如毒化物運作紀

錄應依規定填報，本中心亦

透過多元管道提醒系所相關

申報作業（如下），系所如仍

未依規範申報，將予以記點

以示警惕。 

1.實驗場所運作管理系統每

月 25 日針對毒化物實驗場

所發信提醒依規定填報運

作紀錄。 

2.當月如仍未依規定填報，系

統於隔月 4 日再次發信提

醒實驗場所負責人，告知已

違反毒化物運作規定，請盡

快完成補登作業。 

3.開放系所單位承辦同仁權

限，以查看所屬實驗場所有

無未依規定填報之情事，以

及早提醒完成填報。 

4.本中心於申報前2週行文通

知提醒確實依規定運作毒

化物。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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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行政品質評鑑」建議改進事項執行情形報告表：環安衛中心 (110年5月) 

建議改進事項 
辦理情形及回覆說明 

(請註記建議是否列為結案) 

委員意見 
結案 繼續追蹤(說明) 

5. 人力編制短缺之解決，以現有

編制要管理 1,700 多間實驗

室，太過懸殊，ㄧ則「大幅增

加人力」或者「降低實驗室數

量」。可以建造優質有管理的共

同實驗室為目標，降低老師擁

有自己實驗室的慾望。此共同

實驗室可大幅降低各教師初始

經費消耗，亦可即時開始計畫

及降低長期管理的心力與花

費，應該有誘因。可由退休老

師交還實驗室開始整理，並不

再發予新進老師個人實驗室做

起。 

面對近年來環保法規日益增

多，外部各主管機關查核次

數越增頻繁，本中心被賦予

的新任務的確增加許多。對

於人力吃緊的窘境，本中心

工作團隊無不戰戰兢兢處於

緊繃狀態，如有適當時機，

本中心將爭取增加人力，以

因應繁重業務，中心同仁亦

會持續保持專業、敬業態

度，為本校全體教職員工生

服務。 

 

有關降低個人實驗及提高共

同實驗室之數量建議，需仰

賴各空間管理單位協調達成

共識，本中心亦會在適當會

議中表達支持共同實驗室之

建議。 

 

另本中心亦鼓勵共同實驗室

設立，如有獲校經費挹注（如

邁頂經費、高教深耕計畫

等），皆採優先補助共同實驗

室。 

 

V  

6. 建置線上教育訓練課程與線上

測驗授證機制，可讓人員訓練

及認證更為即時，亦可降低中

心業務人員之負擔及紙張與講

師費之支出。 

已遵照委員指示辦理，本中

心已於 NTU COOL 系統建置 A

實驗場所安全衛生、B危害通

識、C輻射防護、D生物安全

訓練等線上課程，考試通過

後方核發證書。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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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行政品質評鑑」建議改進事項執行情形報告表：環安衛中心 (110年5月) 

建議改進事項 
辦理情形及回覆說明 

(請註記建議是否列為結案) 

委員意見 
結案 繼續追蹤(說明) 

7. 建議增加中心經費及建立訓練

課程收費機制。 

已遵照委員指示辦理，本中

心已於 110年 1月 20日簽核

外校人士訓練課程收費事

宜，於 3月 26日推廣教育審

查小組通過，將據以辦理收

費。 

 

V  

8. 建議教師共用實驗室，並有共

同實驗室經理人管理實驗室。

廢棄物及廢液如無共同實驗室

處理，可由系所聯合管理處理

以維護其安全、減量及制價。 

本中心亦鼓勵共同實驗室設

立，如有獲校經費挹注（如

邁頂經費、高教深耕計畫

等），採優先補助共同實驗

室。同時也會在適當會議中

表達支持共同實驗室之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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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嚴格要求新建研究大樓需建置

符合規定之共同實驗室以制

量。 

依委員建議辦理，將共同實

驗室納入新建大樓環安衛相

關要求中，並將於日後參與

新建工程等相關會議時，提

出新建工程實驗場所相關準

則，以供各中心、院、系所

等使用管理單位評估、協調

建置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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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建議每一申請 PI，須進入環安

衛各申請介面填寫問卷以增加

回收率。 

已遵照委員指示辦理，於 110

年 4 月採購發包委請廠商優

化實驗場所運作管理系統，

規劃建立業務主題式問卷，

透過系統於申請案審核完成

時寄發通知並調查滿意度，

以取得符合使用者確切需求

之問卷回饋。 

 

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