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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校透過教育部化學品管理系統（公版）建置客製化之化學品管理系統，以進行環

保署公告之列管毒性化學物質之請購、分享及盤點等管理，同時亦建立預警機制，以提

醒運作場所負責人若擁有無使用規劃之藥品時，應逕自公告分享，當校內各運作場所負

責人於新購藥品時，可於化學品管理系統查詢藥品是否有其它分享品，並優先使用分享

中之化學品以取代新購，藉此發揮源頭減量、資源共享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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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簡介 

國立中興大學現有 8 個學院，包括農資學院、理學院、工學院、生命科學院、獸醫

學院、文學院、法政學院及管理學院；教職員工生計有 760 位教師，614 位行政人員，

17,882 名學生，校園面積約 53 公頃，擁有數百種植物、昆蟲鋪成的生態步道，猶如一

座平地森林；同時，實踐有機的理念，本校校園內不再噴灑殺蟲劑及除草劑，為全國第

一所有機生態的大學校園，亦是中部最易親近的生態觀察園之一。 

 

二、環安組織（或負責化學品管理的組織） 
本校為防止實（試）驗室（場、所）之意外災害，以保障教職員工生之身心健康與

生命財產安全，依大學法第三章第十四條之規定，於 95 年 12 月 8 日依本校第 51 次校

務會議通過之組織規程，設置國立中興大學「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以下簡稱環

安中心)，以提供教職員工生一個安全衛生與環保的工作環境。 

環安中心為本校一級行政單位，配置具備勞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資格之中心主任一

人、組長二人、行政人員四位，其中包括勞工安全管理師一人、勞工安全衛生管理員一

人，並另設有勞工安全衛生委員會；主要的任務是規劃制定校園安全衛生法規，並督導

協助校內各行政、教學及研究單位落實實（試）驗場所之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管制工作，

以符合政府相關法令之要求，提供最大的安全防護。 

維持一個安全衛生的工作環境、建立一個完善的管理制度，是所有實（試）驗場所

作業人員的共同責任；而積極參與並遵守安全衛生相關規定，避免發生危害與損失也是

每位教職員工生的義務。 

 

三、化學品管理相關辦法 
校園實驗場所使用之化學物質多樣而量少，相對而言管理不易，因此本校為防制化

學物質危害教職員工生之安全與健康並避免環境污染，特依據勞工安全衛生法第七條、

毒性化學物質管理法第八條、學術機構毒性化學物質管理辦法第七條，訂定「實驗場所

使用、貯存化學物質管理準則」。 



本校自 97 年度開始建置化學品管理系統，旨在提升各實驗場所對化學品危害預防

措施，並藉由危害物質之分類標示及物質安全資料表，知悉製造、處置或使用危害物質

之安全衛生資訊，保障實驗操作者知的基本權利，防止實驗人員因未確實知悉危害物質

資訊所引起之職業災害。 

此外，為因應化學品管理系統能正常運作與維護，與配合勞工安全衛生法與學術機

構毒性化學物質管理辦法之適用範圍，本校遂於 98 年及 100 年分別修定「實驗場所使

用、貯存化學物質管理準則」，以符合相關法令之要求，同時將可防止實驗人員因未確

實知悉危害物質危害資訊所引起之災害，並有效傳達化學品危害資訊之必要預防措施。 

 

四、化學品分享案例 
4.1 推動化學品管理系統時程 

本校使用教育部化學品管理系統（公版）進行客製化，主要運用於管理行政院環境

保護署公告之列管毒性化學物質，自 97 年建置完成後，陸續舉辦數場次教育訓練，並

將其訓練過程錄影檔提供線上點閱，次年試運作一年後正式上線；另編寫預警機制及推

動化學品分享概念，並要求落實年度盤點作業，以求系統登載數量與運作場所存量吻

合，迄今持續推動使用分享以取代購買之理念。 

 
4.1.1 基本資料建置 

本校於於 97 年 7 月份簽請核可建置系統，並於 97 年 11 月份完成軟體、硬體建置；

97 年 12 月則完成基本資料之建置，同時匯入現存列管毒化物清單。 

 
4.1.2 上線試運作 

98 年 3 月份至 5 月份本校舉辦「化學品管理系統」教育訓練，並於 6 月份匯入使用

現存所有化學品清單。98 年 10 月份進行系統上線試運作（管控列管毒化物），11 月份

試推動化學品分享，並建立預警機制-落實庫存更新或將閒置中藥品逕自公告分享。同

年 12 月份進行毒化物請購流程暨庫存更新教育訓練，並再次確認現存庫存量，以確保

系統資料與現況吻合。 

 
4.1.3 正式上線 

本校化學品管理系統於 99 年 1 月份系統正式上線運作，以管控列管毒化物，並建

立「超過 14 天未送件、超過 14 天未收貨」之預警機制；此外，99 年 2 月份進行加強推

動化學品分享概念之宣導，並於 8 月份進行庫存更新教育訓練，同時抽查部分化學品之

現場數量及重量。 

 
4.1.4 推動使用分享以取代購買 

經調查結果顯示，本校於 99 年 9 月份後共有 338 間實驗室持續運作，因此持續推

動並落實化學品分享，以及以使用分享取代購買之行動。 

 
4.1.5 年度盤點 

本校每年均要求各運作場所負責人進行年度盤點作業並落實執行化學品管理系統

庫存更新作業。 

 



4.2 化學品生命週期的管控 

本校運作環保署公告之列管毒性化學物質之生命週期如圖 1 所示，請購人可透過系

統填具完整的藥品請購資訊（包括廠商資訊、藥品純度、包裝容量、重量等），經列印

請購單後送環安中心審查，若該藥品已有分享中之藥品，將建議請購人優先使用分享中

之藥品，或依過往運作紀錄核給三個月內使用完畢為原則之請購量，且建立預警機制以

提醒運作場所負責人於線上執行收貨作業，並同時核發紙本管制卡乙張，要求運作場所

負責人使用即登錄於管制卡並完成線上「庫存更新」作業，同時對於已無使用規劃之化

學品得逕自進行公告分享。 

 

 

圖 1 列管毒化物生命週期 
 
4.3 預警機制 

本校化學品管理系統已建立預警機制，可提醒運作場所負責人對於名下化學品進行

收貨、盤點及分享作業，對於較少接觸化學品管理系統者有明顯助益。 

 
4.3.1 填寫單超過 14 日未送件 

管理系統不定時發信通知已填單請購超過 14 天且未送件之運作場所負責人確認是

否仍須請購，超過 3 次通知仍未確認自動取消該次請購單。 

 
4.3.2 送件後超過 14 日未收貨 

管理系統不定時發信通知已送單請購超過 14 天且未執行收貨之運作場所負責人確

認是否已到貨，若已到貨應於線上執行收貨作業，超過 3 次通知仍未確認則電話連繫確

認。 

 
4.3.3 落實盤點與分享 

管理系統不定時發信通知運作場所負責人應盤點並落實庫存更新或將閒置中藥品

逕自公告分享。 

 
4.4 化學品分享機制 

對於持有無使用規劃藥品之運作場所，運作場所負責人可逕自於本校化學品管理系

統進行公告分享作業，校內各運作場所負責人於新購藥品時，需於化學品管理系統查詢

藥品是否有其它分享品，並優先使用分享中之化學品以取代新購，藉此發揮源頭減量、

資源共享之效，本校化學品分享機制如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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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化學品分享模式 
 
4.5 推動分享化學品成功之數量及重量 

本校持續推動以分享取代購買，建議有使用之規劃者優先使用分享中藥品，以發揮

源頭減量、資源共享之效，迄今於校內成功媒介 153 瓶藥品，累計 175.28 公斤，各年度

媒介成功之分享化學品數量及重量詳如表 1 所示。 

 

表 1 國立中興大學各年度媒介成功之分享化學品數量及重量 

年度 98 年 99 年 100 年 101 年 

月份 11 ~ 12 月 1 ~ 12 月 1 ~ 12 月 1 ~ 8 月 

瓶數 3 53 55 42 

重量（公斤） 9.27 90.3 49.58 26.13 

 
4.6 化學品管理系統之助益 

本校透過化學品管理系統取得化學品總量狀況，並可依此達成總量管制，提供逕自

公告分享的平台，同時可依庫存更新紀錄產生符合法規規定之毒化物運作紀錄表，且可

提供化學品基本資料、物質安全資料表及圖式標示等查詢，圖 3 為本校化學品管理系統

之效益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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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國立中興大學化學品管理系統效益示意圖 

 

五、結論 
本校自 97 年起建置化學品管理系統，以進行環保署公告之列管毒性化學物質之請

購、分享及盤點等管理，同時亦建立預警機制，推動以分享取代購買之理念，發揮源頭

減量、資源共享，已具成效，迄今於校內成功媒介 153 瓶藥品，累計 175.28 公斤；未來

本校將持續推動化學品分享機制，加強教育訓練，並落實年度盤點作業，以防制化學物

質危害教職員工生之安全與健康，並避免環境污染，建立一個安全衛生與環保之優良工

作環境與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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