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一

103 學年度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第二次會議記錄
時

間：104 年 4 月 16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地

點：台北校區牛津會議室；台南校區電媒組會議室

應出席人數：28 人

實際出席人數：21 人

請假人數：7 人

【台北校區】林校長文昌、總務長周鈺和、研發處賴耀宗處長、李恩澤主任
秘書、許芳誠院長、蔡震榮院長、王榮昌主任、王柳鋐主任、
游國忠院長(簡穗美代理)、體育教育中心 鄭俊傑主任、軍訓
室徐建宇主任、黃錦紹教官、圖書館陳淑玲館長、蘇博文組長
(莊雅慧代理)環安衛組長謝功毅組長、事務組陳進江組長、營
繕組林信憲組長、蔡博元主任。
【台南校區】總務組余清龍長、行政處蔡維民處長。
【教師代表】郭正德主任、謝佳琳主任、林志欽主任、
請假人員：教務長簡紹琦、林炳勳學務長、陳志榮院長、陳天賜院長、林志
斌主任、進修部徐楊主任、通識中心葉錫圻主任。
壹、

主席宣佈開會

貳、

上次會議議決執行情形：

項次
一

案由
真理大學環安衛手冊修正

二

三

四

真理大學環安衛監督量測
管理辦法條文修訂與新增
真理大學環安衛作業管制
管理辦法條文新增
真理大學設備自動檢查實
施辦法（草案）

參、報告事項：請參見附件二
肆、討論事項:

決議
修正通過，送行政會議審議

修正通過，送行政會議審議

修正通過，送行政會議審議

修正通過，送行政會議審議

執行情形
行政會議已
通過
行政會議已
通過
行政會議已
通過
行政會議已
通過

議案一：辦理 103 年「ISO14001 環境管理系統正評驗證」

ISO 14001 環境管理系統正評驗證期程表
稽核當天

驗證期程

過程時間

起始會議
0900-0930

（請各委員提早 10 分
鐘到場）

驗證日期：104.04.22

稽核公司人員執行事 學校參與人員
項
稽核人員組報告並確
認管理系統的範圍，
及當天的稽核計畫。

配合事項
受稽現場單位有
受稽代表會議後
各委員回工作崗
位。

稽核活動執行:
針 對 管 理 系 統 標 準 與 各稽核人員按稽核計 軍訓室、營繕組、
0930-1200

程 序 作 文 件 記 錄 及 現 畫至校園各處巡視環 事務組、環安衛組
場狀況的查核，並逐項 境處理狀況，並記錄 (委員參訪時請各
確 認 完 成 查 核 表 的 內 所發現事實。

單位主管陪同)

容。
1200-1300

午餐休息時間
稽核活動執行:
持 續 系 統 稽 核 的 時 各稽核人員按稽核計
間，針對管理系統標準 畫至校園各處巡視環

1300-1600

與 程 序 作 文 件 記 錄 及 境處理狀況，並記錄
現場狀況的查核，並逐 所發現事實。
項確認完成查核表的

軍訓室、營繕組、
事務組、環安衛組
(委員參訪時請各
單位主管陪同)

內容。
結束會議。
1600-1630

決

（請各委員提早 10 分
鐘到場）

稽核員提報缺失內容
與稽核結果，並經雙
方確認

受稽現場單位有
受稽代表

議：請各委員提早 10 分鐘在大禮拜堂門口迎接驗證委員。

議案二：真理大學 103 學年度環安聯合小組名冊修正案
103 學年度學校主管異動，擬重新修訂各環安衛聯合小組召集人及業務
承辦人，確定 103 學年度環安聯合小組名冊。
真理大學環安衛聯合小組修正名單
102 學年度（修正前）
第一聯合小組

103 學年度（修正後）
第一聯合小組

說明
聯絡人異動：

校長室、秘書室、研究發展處、 校長室、秘書室、研究發展處、
人事室、會計室

人事室、會計室

召集人：賴耀宗研發長

召集人：賴耀宗研發長

聯絡人：范琇慧

聯絡人：許秀媛

第二聯合小組

第二聯合小組

聯絡人異動：

進修推廣部：進修推廣組、進修 進修推廣部：進修推廣組、進修
教育組

教育組

召集人：徐揚主任

召集人：徐揚主任

聯絡人：張清惠

聯絡人：李義峰

第四聯合小組

第四聯合小組

聯絡人異動：

學務處（課外組、衛保組、生輔 學務處（課外組、衛保組、生輔
組、諮商組、服務學習組）
、軍訓 組、諮商組、服務學習組）、軍
室

訓室

召集人：林炳勳

召集人：林炳勳

聯絡人：莊怡俐

聯絡人：林秋英

第十五聯合小組

第十五聯合小組

修正召集人：

通識教育中心：教學行政組、藝 通識教育中心：教學行政組、藝
文企劃組

文企劃組

召集人：劉亞蘭主任

召集人：葉錫圻主任

聯絡人：羅淑芳

決

聯絡人異動：

聯絡人：柯惠容

議： 修正通過。

議案三：真理大學 TOSHMS 管理審查會議
1. 內、外部安全衛生稽核報告（管理代表）
(1) 系統稽核：1 月內部安全衛生系統稽核，在各單位的大力配合下，
均得到順利執行。無發現不符合。但各單位仍應各盡其責，嚴格
依文件要求作業。依照 TOSHMS 安全衛生管理標準建立的體系是

適合我們的需要，執行結果是有效的。
(2) 主管機關稽核的結果：無。
2. 教育部主管機關評鑑結果（環安衛組）
(1) 已於 103 年 9 月 18 日完成輔導訪視，以按照委員建議意見進行
二次追改善會議。
(2) 預計 105 年到校進行綜合視導，希望各單位全力配合。
3. 安全衛生事故及異常事件檢討（環安衛組）
103 學年度，本校未發生重大危害異常事件。
4. 主管機關、鄰近居民、學生家長、學生等利害相關團體關注安全衛生
之議題
(1) 主管機關的告發事件：本年度未發生。（事務組）
(2) 鄰近居民、學生家長、學生的抱怨事件：本年度未發生。（環安
衛組）
5. 法規查核的守規性及資訊（環安衛組）
環安衛組根據教育部規定填報之「大學院校校園環境及能資源、安全
與衛生管理、災害防救管理相關法規查核表」
，已於 104 年 4 月完成
法規查核統計，並進行全面性的守規性評估；另依照 100 年 10 月 17
日通過之「真理大學環安衛法規鑑別管理辦法」規定每季進行法規鑑
定及評估，預計 104 年 7 月再次查核，目前所有事項均符合法規要求，
未發現有不符合事項。
6. 矯正預防措施的狀況
(1) 主管機關的告發事件：本年度未發生。（環安衛組）
(2) 左右鄰居的抱怨事件：本年度未發生。（環安衛組）
(3) 學校內部所發生的環境異常事件：本年度未發生。
（環安衛組）
(4) 內部稽核的不符合事項: 本年度未發生。
（環安衛組）
7. 組織的環安衛績效檢討、評估與修訂
(一)

103.08.22 召開 103 年「校園環境管理現況調查與輔導計畫」
第三次協調會議，籌備教育部訪視輔導佐證資料分工事項。

(二)

103.09.02 協同事務組進行台興學生餐廳環境稽核，並要求改
善消防指示燈、瓦斯儲存空間環境、GHS 標示更新、油水分離
設備維護等。

(三)

103.09.18 辦理教育部 103 年「校園環境管理現況調查與輔導
計畫」訪視。

(四)

103.09.24 擬定 103 學年度本校勞工安全衛生管理計畫，陳
核。

(五)

103.10.07 辦理 103 年「大專院校校園環境管理現況調查與輔
導計畫」訪視追蹤會議。

(六)

103.10.28 辦理 103 學年度校園環境考量面及危害鍵別評估
表填報作業。

(七)

為導入 OHSAS18001 職業安全管理系統，修正環安法規送行政
會議審議提案通過：
1.環安衛手冊文字修正
2.真理大學環安衛監督量測管理辦法條文修訂與新增
3.真理大學環安衛作業管制管理辦法條文新增
4.真理大學設備自動檢查實施辦法新增

(八)
(九)

於 104.01.22 及 23 日進行 103 學年度 ISO14001 環境管理系
統內部稽核作業。
辦理 103 學年度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計畫，總計二場次
1.第一場次：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及人因工程教育訓練。
2.參訓時間：104 年 1 月 20 日下午 13：30--15：30。
3.第二場次：環境安全衛生管理系統及工作壓力教育訓練。
4.參訓時間：104 年 1 月 27 日下午 13：30--15：30。

(十)

104/04/16 召開 103 學年度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第 2 次會議。

(十一) 104/05/06 辦理 103 學年校外教學活動，參訪八里汙水廠及勞
工安全衛生展示館。
(十二) 104/05/08 召開 ISO1400 管理系統驗證追蹤改善會議。
(十三) 104/05/14 辦理 103 學年「環安衛小組業務承辦人內部稽核教
育訓練」。
(十四) 預定 104/06/2-3 日辦理本校導入 TOSHMS 職業安全管理系
統。

8. 檢討、評估與修訂環安衛目標、標的及方案執行是否達成環安衛政策
之要求
今年第一次建置完成 TOSHMS 安全衛生管理系統，宣導教育要求校職
員工生了解環安衛政策，以便日後推行。
9. 有效性的評估本校運作的改變、法令之增修及利害相關者的期望改
變……等因素。（環安衛組）
自 TOSHMS 安全衛生管理系統建立以來，本校未發生重大異常，內部
的組織架構未變更，外部的環境、法律法規也未發生變化，目前不存
在影響安全衛生管理體系變更的元素。
10. 對有可能會影響環境管理系統的變更
(1) 目前 TOSHMS 安全衛生管理系統包含環境安全衛生手冊，管理辦
法均經行政會議通過後交由秘書室上傳網頁。
(2) 各單位依作業需求，所制定相關執行要點/規定由各單位自行管
理。
(3) 本校的危害風險主要是人因工程及壓力等項目，麻煩各單位如有
產生新的危害衝擊時，務必要通知環安衛組，必要時需修正管理
系統的要求。
11. 改善建議的提出（視各單位是否有提出明年度需改善的部分)
(1) 噪音測量。
(2) 人行道防滑改善。
12. 上次會議，議決事項之成果追蹤檢討（管理代表）
本次會議為第一次安全衛生管理系統的管理審查會議，日後會併入
環安衛委員會議。
13. 檢討、評估與修定環境/安衛政策與系統之架構與內容
環安衛政策於 103 年 11 月 24 日由校長核准公布至今，符合學校現
況，無須改變，內容如下：
遵守環境安全衛生法規，建立組織規範。
建立環境安全衛生架構，致力持續改進。
加強環境安全衛生教育，提升危機意識。
落實環境安全衛生管理，創造永續校園。

環安衛委員會組織運作含括校內各項產生危害衝擊的活動，符合管
理機制，無須改變，架構圖如下：

14. 管理評審總結︰
(1) 本校建立了安全衛生管理系統的相關文件，適用於各作業流程，
且各單位均按照文件的要求執行，說明目前所建立的安全衛生管
理體系是適宜的。
(2) 環安衛政策始終貫徹安全衛生管理系統的運作，各項均符合法規
的要求，並透過持續改進，善盡社會責任。

伍、臨時動議：

陸、散會

10 時 40 分

附件二

103 學年度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第二次會議記錄
柒、 報告事項：
一. 於 104.01.07 本組派員參加教育部於逢甲大學辦理 104 年大專校院校
園環境與安全管理綜合研討會。
二. 人文學院後方農業委會家畜衛生實驗所多具煙囪排放不明事業廢氣，
已於 104.01.08 發函行政院農業委會家畜衛生實驗所要求說明：煙囪
排放不明氣體，提供排放事業廢氣對環境影響評估。
三. 農業委會家畜衛生實驗所於 1/18 日回覆說明，請參見附件二。
四. 於 104.01.22 及 23 日辦理 103 學年度 ISO14001 環境管理系統內部稽
核作業。
五. 辦理 103 學年度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計畫，總計二場次
第一場次：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及人因工程教育訓練。
參訓時間：104 年 1 月 20 日下午 13：30--15：30。
第二場次：環境安全衛生管理系統及工作壓力教育訓練。
參訓時間：104 年 1 月 27 日下午 13：30--15：30。
六. 教育部為協助各校能明確適法，已於 104.02.26 公佈「學校職業安全
衛生管理要點」，明確定義學校適法範圍，學校應依規定辦理職業安
全業務，管理要點內容已於環安衛組網頁公告，請參見附件三。
七. 依「真理大學環安衛法規鑑別管理辦法」規定進行每季環保法規鑑定
及評估，已於 3 月 10 日完成法規查核，本次查核法規更新資訊：
(一)水污染防治法（104.02.04.修正）
(二)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理辦法（104.02.24.修正）
修正法規內容已於環安衛組網頁公告，預計於 104/6 月份再次查核，
並進行全面性的守規性評估目前所有事項均符合法規要求，未發現
有不符合事項。
八. 承攬商施工通報查核情形：
承辦單位
營繕組

承攬商工程
3H 熱泵熱水機增購採購案

工程日期

說明

104/1/10-2/13

已完成

錦繡企業公司 牛津學堂屋頂整修

104/1/16-1/30

已完成

力揚工程行

104/1/15/1/16

已完成

104/1/27-2/25

已完成

室外網球場欄杆拆除工程

將威水電工程 室外籃排球場燈具整修

千惠園藝社

校園樹木褐根病防治

104/4/3-4/12

已完成

九.導入 ISO14001 環境管理系統及 TOSHMS 職業安全管理系統執行進度：
(一) 已於 104/04/02 召開「ISO14001 環境管理系統正評驗證」籌備
會議，協調討論驗證分工事項及後續資料整合。
(二) 104/04/22 將辦理「ISO14001 環境管理系統正評驗證」
(三) TOSHMS 職業安全管理系預定於 6/2-6/3 日辦理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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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年度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第二次會議記錄
壹、 報告事項：
一. 於 104.01.07 本組派員參加教育部於逢甲大學辦理 104 年大
專校院校園環境與安全管理綜合研討會。
二. 人文學院後方農業委會家畜衛生實驗所多具煙囪排放不明事
業廢氣，已於 104.01.08 發函行政院農業委會家畜衛生實驗
所要求說明：煙囪排放不明氣體，提供排放事業廢氣對環境
影響評估。
三. 農業委會家畜衛生實驗所於 1/18 日回覆說明，請參見附件
二。
四. 於 104.01.22 及 23 日辦理 103 學年度 ISO14001 環境管理系
統內部稽核作業。
五. 辦理 103 學年度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計畫，總計二場次
第一場次：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及人因工程教育訓練。
參訓時間：104 年 1 月 20 日下午 13：30--15：30。
第二場次：環境安全衛生管理系統及工作壓力教育訓練。
參訓時間：104 年 1 月 27 日下午 13：30--15：30。
六. 教育部為協助各校能明確適法，已於 104.02.26 公佈「學校
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要點」，明確定義學校適法範圍，學校應
依規定辦理職業安全業務，管理要點內容已於環安衛組網頁
公告，請參見附件三。
七. 依「真理大學環安衛法規鑑別管理辦法」規定進行每季環保
法規鑑定及評估，已於 3 月 10 日完成法規查核，本次查核法
規更新資訊：
(一)水污染防治法（104.02.04.修正）
(二)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理辦法（104.02.24.修正）
修正法規內容已於環安衛組網頁公告，預計於 104/6 月份再
次查核，並進行全面性的守規性評估目前所有事項均符合法
規要求，未發現有不符合事項。
八. 承攬商施工通報查核情形：

承辦單位

承攬商工程

營繕組

3H 熱泵熱水機增購採購案

工程日期

說明

104/1/10-2/13

已完成

錦繡企業公司 牛津學堂屋頂整修

104/1/16-1/30

已完成

力揚工程行

104/1/15/1/16

已完成

將威水電工程 室外籃排球場燈具整修

104/1/27-2/25

已完成

千惠園藝社

104/4/3-4/12

已完成

室外網球場欄杆拆除工程

校園樹木褐根病防治

九.導入 ISO14001 環境管理系統及 TOSHMS 職業安全管理系統執行進
度：
(一) 已於 104/04/02 召開
「ISO14001 環境管理系統正評驗證」
籌備會議，協調討論驗證分工事項及後續資料整合。
(二) 104/04/22 將辦理「ISO14001 環境管理系統正評驗證」
(三) TOSHMS 職業安全管理系預定於 6/2-6/3 日辦理驗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