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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 99學年度 ISO14001推動委員會第 1次管理審查會議紀錄 

 

時    間：99年 11月 24日(星期三) 12時 10分至 13時 20分 

地    點：淡水校園驚聲國際廳/蘭陽校園 CL408同步視訊 

主    席：高主任委員柏園                                    紀錄：嚴煒舜、邱馨增 

出    席：詳簽到單 

 

壹、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本學年度外部稽核日期訂於 99年 12月 8日(星期三)，稽核範圍包含台北、淡水校園定期

稽核及蘭陽校園延伸驗證稽核，請各位委員踴躍出席當天開、閉幕會議。因為今年是蘭陽

校園首度納入 ISO14001 環境管理系統驗證範圍，請蘭陽校園同仁多加費心準備，如有需

要支援、協調之處，請儘量提出。淡水校園實地訪評是以一級為單位規劃訪評行程，文學

院、理學院、工學院及總務處等相關單位行程已排定，請環安中心於會後提供本學年度內

稽不符合事項資料給各單位，以玆參考、改進；請相關系所加強留意並備妥改善後佐證資

料。 

 

二、上次會議決議案及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上次會議決議案及指示事項 執行情形 

通過 98學年度外稽不符合事件改善結果。 資料存檔備查。 

通過 98 學年度 ISO14001 環境管理系統第 2
次內部環境稽核結果。 

資料存檔備查。 

通過「淡江大學環境政策」修正案。 公布於環安中心網頁。 

「環境目標、標的檢討報告表」及「環境管

理方案檢討報告表」需作修正的單位，請於
7月 7日前修正後送回環安中心。 

請各單位修正完成。 

通過由環安中心修訂相關程序書，敘明環安
推動人員事權並訂定管理規則提環境保護
及安全衛生委員會審議。 

「淡江大學各單位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推
動人員設置要點」業經 99.09.24 環境保護
及安全衛生委員會 99 學年度第 1 次會議通
過;99.10.04 室秘法字第 0990000048 號函
公布實施。 

 三、業務報告 

(一)蘭陽校園自 99學年度起納入 ISO14001外部稽核範圍，為幫助同仁了解本校 ISO14001

環境管理系統內容、環境考量面鑑別工作、訂定環境目標及管理方案展現績效，6月

29日(星期二)於蘭陽校園、7月 1日(星期四)及 6日(星期二)上午於淡水校園辦理

ISO14001種子人員教育訓練課程，本課程共 6小時 94人取得證書。 

(二)7月 5日(星期一)完成 99學年度淡水校園一般廢棄物清運處理招商作業，並於 9月 9

日(星期四)完成科學館旁垃圾處理場垃圾壓縮機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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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7月 20日(星期二)完成第 2季 50台飲水機水質檢測，全數合於檢驗標準。 

(四)8月 9日(星期一)完成化學館廢水處理場擴建工程招商，預計於寒假施工完成。 

(五)8月 23日(星期一)完成化學館排氣櫃活性碳濾網更換工程。 

(六)9月 8日(星期三)至 16日(星期四)辦理 99學年度實驗室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

。「一般安全衛生知識要領」255人參加；「實驗室危險物有害物質通識要領」244

人參加。「實驗室毒化物質運作概要」92人參加、「實驗室輻射安全」11人參加；

總計參與訓練課程者共 602人次。 

(七)9月 13日(星期一)開始啟用垃圾壓縮機設備，自 10月 1日(星期五)起關閉自強館前

資源回收場。 

(八)自 99年 9月 20日(星期一)起取消福園涼亭吸菸區設置。 

(九)於 10月 5日(星期二)發文請各一、二級單位推派人員一名擔任「環安推動人」，並

分別於 10月 29日(星期五)上午 9時至 12時於鍾靈中正堂辦理「環安推動人」暨

ISO14001表單填報人教育訓練課程(總計 100位同仁參加)；11月 10日(星期三)上午

辦理「碳資產：一個全球矚目的新興市場」演講(78位同仁參加)；11月 19日(星期

五)下午辦理「氣候變遷下的節能減碳生活」演講(53位同仁參加)。 

(十)10月 13日(星期三)至 22日(星期五)內稽小組進行內部環境稽核，內稽不符事項改善

執行情形，提本次會議討論。 

(十一)10月 18日(星期一)辦理實驗室廢液及固體廢棄物清理，總量為 2.9公噸。 

(十二)10月 22日(星期五)完成化學館、工學大樓及外語大樓污泥清運。 

(十三)本校健康安全校園獲淡水鎮公所補助 2萬元，參加「2010淡水國際環境藝術節—環

境創藝市集」活動，設計遊戲互動讓父母與孩子能瞭解節能減碳、安全環境的重要

性，並能強化本校推動健康安全校園之印象。 

(十四)11月 5日(星期五)以 OA發文全校各一、二級單位、全校教職員帳號及 BBS版公告

，重申有關「淡江大學資源垃圾分類回收實施要點」，並檢附「資源回收類」及「廚

餘回收類」圖檔資料及「各樓館廚餘桶放置位置及開放時間表」供各單位參考，以

加強落實本校資源回收及廚餘回收作業。 

(十五)完成本校(含淡水、台北及蘭陽校園)98年溫室氣體盤查報告，全年溫室氣體排放量

為 22,360公噸/二氧化碳當量，其中以外購電力部分為最大宗，佔總量之 92.6%。 

(十六)因應 98年外稽建議事項修訂相關程序書及作業標準，99年度 ISO14001環境文件修

改紀錄請詳「淡江大學環境文件管理表」(附件 1)。 

(十七)於 99年 11月 4日(星期四)同意研究發展處所提有關其所屬研究中心執行本校

ISO14001環境管理系統業務事宜：生科中心資料併入化學系填報；西藏中心、兩岸

金融中心、統調中心、歐盟中心、技發中心、戰科中心、工程法律中心等 7個研究

中心無需填報表單，惟應配合辦理資源回收及節能管控等作業。 

(十八)「小小麥」散發油煙味問題，廠商已於 11月 5日(星期五)加裝油煙處理機改善完

成。 

四、參加相關業務說明會 
(一)7月 1、2日(星期四、五)環安中心邱馨增、營繕組王俊明、盧火財、交安組陳慧芝參

加 ISO14064：2006溫室氣體內部查證員訓練課程。 

(二)7月 29、30日(星期四、五)交安組曾組長瑞光、環安中心邱馨增及營繕組盧火財參加

防火管理人初訓講習課程。 

(三)9月 15日(星期三)嚴煒舜參加「先驅化學品工業原料申報及檢查辦法宣導說明會」。 

(四)9月 16日(星期四)嚴煒舜參加「100年度大學院校校園環境與安全管理現況調查暨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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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評鑑說明會」。 

(五)10月 19日(星期二)嚴煒舜參加「99年教育部校園災害潛勢資料應用系統說明會」。 

(六)10月 25日(星期一)嚴煒舜參加「2010全國毒災事故應變案例研討會」。 

(七)10月 26日(星期二)交安組曾組長瑞光及環安中心邱馨增參加「99年度大專院校環安

衛主管研習會」。 

(八)10月 26、27日(星期二、三)嚴煒舜參加「99年度環境保護與實驗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研習課程」。 

(九)11月 17日(星期三)嚴煒舜、謝育賢參加「學校毒性化學物質申報系統說明會」。 

 

貳、討論事項 

提案一：99學年度第 1次內部環境稽核成效檢討報告，提請審議。(環安中心提) 

說  明： 

一、本次內部環境稽核作業於 10月 13日(星期三)至 22日(星期五)舉行，各稽查小

組稽查發現之不符合事項(詳附件 2)已開立改善行動通知單給受稽核單位限期改

善，尚未改善完成項目，請各單位於 12月 8日(星期三)驗證稽核前改善完成。 

二、98年外稽及 99學年度內稽不符合事項，請相關系所加強留意並備妥改善後佐證

資料。 

決  議：通過。請各單位自行修正、矯正；如需協助，請提出需求。 

  

提案二：99學年度各單位環境政策、目標、標的及管理方案，提請審議。(環安中心提)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永續能源政策網領」及「政府機關及學校全面節能減碳措施」規定

：至 2015年累計總體節約能源以 7%為目標。本校 98年全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為

22,360公噸/二氧化碳當量，其中外購電力佔總量之 92.6%。為達成政府減量目

標，擬訂定本校 99學年度全校用電量負成長 1%的環境目標。 

二、淡水校園垃圾量每月約 50公噸(每日約 2公噸)；台北校園每月約 2.5-3.5公噸

、蘭陽校園每月約 2公噸，為達成垃圾減量目標，本校已實施廚餘回收作業，並

推廣以訂購低碳便當代替紙便當盒的使用。擬訂定全校 99學年度低碳便當訂購

數量增加 10%、廢棄物減量 5%等環境目標。 

三、另擬訂定儀器、設備查檢合格率達 95%以上、舉辦環保相關議題活動數量增加 5%

、參與環安教育訓練人次增加 10%等全校目標。 

四、「99學年度各單位環境政策、目標、標的及管理方案彙整表」(略)。 

決  議：修正通過，請詳附件 3。 

 

參、臨時動議 

提 案：今年是蘭陽校園首度參與 ISO14001 環境管理系統外部稽核，較缺乏相關經驗，

可否指派較有經驗的同仁於稽核前一天及當天協助外稽準備相關事宜。(蘭陽校

園林主任志鴻 提) 

決 議：請總務處派員協助。 

 

肆、散會(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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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淡江大學環境文件管理表  

日期 文 件 名 稱 文 件 編 號 項  目 承辦人 審 核 
保存 

年限 
備註 

2010/11/11 
淡江大學緊急演練

紀錄表 
AGRX-E04-1002-02 

修訂 

宣導 
邱馨增 鄭晃二 永久  

2010/11/11 
淡江大學教育訓練

紀錄表 
AGRX-E04-0703-05 

修訂 

宣導 
邱馨增 鄭晃二 永久  

2010/11/05 
淡江大學資源回收

作業標準 
AGRX-E06-15-03 

修訂 

宣導 
邱馨增 鄭晃二 永久  

2010/11/05 
淡江大學內部環境

稽核程序書 
AGRX-E04-15-07 

修訂 

宣導 
邱馨增 鄭晃二 永久  

2010/11/05 

淡江大學環境不符

合、矯正及預防措

施程序書 

AGRX-E04-13-05 
修訂 

宣導 
邱馨增 鄭晃二 永久  

2010/11/05 

淡江大學廢棄物管

理與資源回收程序

書 

AGRX-E04-09-06 
修訂 

宣導 
邱馨增 鄭晃二 永久  

2010/11/05 

淡江大學環境教育

訓練與溝通諮詢程

序書 

AGRX-E04-07-08 
修訂 

宣導 
邱馨增 鄭晃二 永久  

2010/11/05 
淡江大學環境政策

程序書 
AGRX-E04-01-06 

修訂 

宣導 
邱馨增 鄭晃二 永久  

2010/11/01 
淡江大學環境紀錄

管理表 
AGRX-E04-1401-04 

修訂 

宣導 
邱馨增 鄭晃二 永久  

2010/07/27 
環境考量面鑑別程

序書  
AGRX-E04-02-09 

修訂 

宣導 
邱馨增 鄭晃二 永久  

2010/07/27 
環境管理作業現況

清查表 
AGRX-E04-0204-01 

修訂 

宣導 
邱馨增 鄭晃二 永久  

附件 1 

http://www2.tku.edu.tw/~az/iso/E06-07.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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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文 件 名 稱 文 件 編 號 項  目 承辦人 審 核 
保存 

年限 
備註 

2010/07/27 

環境考量面鑑別評

估暨顯著性管理登

錄表 

AGRX-E04-0205-01 
修訂 

宣導 
邱馨增 鄭晃二 永久  

2010/07/27 環境考量面登錄表 AGRX-E04-0201-05 廢止 邱馨增 鄭晃二 永久  

2010/07/27 
顯著環境考量面管

制表 
AGRX-E04-0202-03 廢止 邱馨增 鄭晃二 永久  

2010/07/27 
顯著環境考量面風

險評估表 
AGRX-E04-0203-03 廢止 邱馨增 鄭晃二 永久  

2010/07/27 
環境目標、標的程

序書 
AGRX-E04-04-08 

修訂 

宣導 
邱馨增 鄭晃二 永久  

2010/07/27 
環境政策、目標、

標的及方案管理表 
AGRX-E04-0401-05 

修訂 

宣導 
邱馨增 鄭晃二 永久  

2010/07/27 
環境目標、標的檢

討報告表 
AGRX-E04-0402-01 廢止 邱馨增 鄭晃二 永久  

2010/07/27 
環境管理方案程序

書 
AGRX-E04-05-06 

修訂 

宣導 
邱馨增 鄭晃二 永久  

2010/07/27 
環境管理方案內容

表 
AGRX-E04-0501-04 

修訂 

宣導 
邱馨增 鄭晃二 永久  

2010/07/27 
環境管理方案檢討

報告表 
AGRX-E04-0502-06 

修訂 

宣導 
邱馨增 鄭晃二 永久  

 



附件2

年度 單位 不符事項 矯正措施

99 物理系

在環境管理作業現況清查表中無作業

方法或相關文件編號，未呈現環境管

理現況。

已將對應之相關文件編號填上。

99 物理系

C131桌上有乙醇及C136使用丙酮等有

機溶劑，但實驗室人員對是否備有物

質安全資料表不清楚。

已設置常用有機溶劑物質安全資料表

，並進行教育宣導。

99 水環系

填報環境管理作業現況與環境考量面

鑑別評估暨顯著性管理登錄表之編碼

無對應關係。

編碼方式已修正。

99 水環系 E130滅火器旁堆積雜物及打掃用品。 已將物品移除，保持淨空。

99 水環系
抽查E128室毒化物055-18鉻酸鉀，標

示及物質安全資料表未更新為GHS版

更新毒化物標示及物質安全資料表為

GHS版本。

99 航太系
實驗室相關設備是否應列危險機械，

請確實查明後填報及管理。

實驗（習）場所之危險性機械設備已

於99年10月19日申報。

99 航太系
實驗室E208有3瓶廢油待處理，並需填

報相關表單。

E208實驗室廢油已填報廢液申報表，

請環安中心統一回收。

99 航太系
實驗室E110門口滅火器過期，並需標

示醒目。

實驗室滅火器已全部清查，提報事務

組並於99年10月18日完成更換。

99 機電系 教育訓練計畫表填報有誤，請更正。
教育訓練計劃表已更正完成，並會環

安中心及稽核小組。

99 機電系

環境考量面鑑別評估暨顯著性管理登

錄表未列入毒化物、先趨品及廢夜之

鑑別，請補正，環境管理方案內容表

亦一併更正。

環境考量鑑別評估暨顯著性管理已列

入毒化物資料；環境管理方案內容表

已修正，並會環安中心及稽核小組。

99 機電系
實驗室K003化學藥品存放櫃請以GHS標

示，建議分類方式可更完善。

實驗室K003存放藥品櫃已標示GHS及藥

品分類。

99 機電系
奈微米機電實驗室使用重鉻酸鉀，其

運作紀錄等資料請補正。

實驗室K005已將重鉻酸鉀藥品提99年

10月廢液報廢。若再有相關毒化藥品

，本系加強督導確實填寫毒化物、先

驅品等表單。

99 化學系 C302人員未著安全服裝處理廢玻璃。
已告知C302處理廢棄玻璃時務必做好

防護措施並通知所有實驗室注意。

99 化學系
C611和C433廢液桶未標示成份，C433

廢藥品未標示成份。

C611和C433廢液桶已標示成份，C433

使用過之廢棄藥品粉末已標示成份。

99 化學系

C116和C433人員對毒化物申購運作流

程不熟悉。缺少毒化物登錄表，運作

紀錄不完整，C611毒化物門鎖故障及

C433門鎖鑰匙遺失。

C116和C433毒化物登錄表及運作紀錄

已補齊更正，並針對各實驗室毒化物

管理人於11月1日辦理運作教育訓練。

C611毒化物門鎖已更新，C433門鎖已

重新配置鑰匙。

99 化學系
C611廢紙和廢玻璃回收區標示錯誤，

C116人員對廢棄物放置地點不熟。

C611廢紙和廢玻璃存放區已重新規劃

標示。已請C116對內部人員加強各項

設施運作之教育訓練，並通知各實驗

室再加強安全教育訓練。

99學年度第1學期「內部稽核改善行動通知書」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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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化學系
C447緊急淋眼器故障且逃生通道堆放

空桶，C433無設置緊急淋眼器。

C447緊急沖淋洗眼器故障及C433無緊

急沖淋洗眼器，已提出申請，依修繕

時程完成。C447逃生通道堆放空桶，

已清除。

99 化學系 生科中心無逃生標示。 生科中心走廊已設置避難方向標示。

99 建築系 2樓陽台有廢棄烤肉架。 烤肉架已移除。

99 建築系 4樓陽台2張椅子隨意棄置。

99 建築系 4樓陽台黏著劑使用後未歸位。

99 建築系 5樓油漆使用後與消防器材放置在一

99 建築系 5樓海菜粉使用後未歸位。

99 建築系 4樓、5樓陽台菸蒂隨地丟棄。 於陽台張貼警示，加強學生品德教

99 資訊系 未製作CAE實驗室緊急聯絡版 已更新實驗室緊急聯絡版。

99 資訊系 教育訓練紀錄表補簽名。 已補簽教育訓練紀錄表。

99 土木系 逃生路線圖模糊 逃生路線圖已用色筆加深。

99 土木系 急救箱需更新。

土力實驗室之急救箱使用期限至今年

10月，內稽當時尚未過期，不過已於

10月底進行更換藥品。

99 土木系 T013排水線未固定。

T103實驗設備之排水線，如為長期使

用都會進行固定動作，內稽當日所查

之管線為短期臨時設置之線路，已撤

除完畢。

99 土木系 T014實驗室冰箱放置食物及飲料。
T014實驗室冰箱內之食物及飲料皆已

清除。

99 學教中心 遠距組入口處消防箱前放置盆栽。
已移走I101入口處消防箱前盆栽，並

告知同仁勿在消防箱前放置物品。

99 文錙中心
環境管理作業現況清查表(99學年度)

未更新表格
更正後補繳。

99 文錙中心
環境管理方案內容表99.10.08填報，

未送環安中心
已補繳。

99 文錙中心 教育訓練計劃表尚未提報 已補繳。

99 文錙中心 年度緊急應變演練計畫表尚未提報 已補繳。

99 文錙中心 監督與量測一覽表缺4月及7月 已補繳。

99 國際學院
環境管理作業現況清查表(99學年度)

未提報
99.11.22補繳電子檔。

99 成教部 程序書、作業標準文件未更換。 已改善不符事項。

99 成教部
登錄表列顯著考量面之後續評估中，

目標設定決議及改善措施說明填寫錯
已修正完成。

99 成教部 環境目標檢討報告表98學年度未填 缺件已補。

99 成教部 環境管理方案內容表缺98學年度。 缺件已補。

99 成教部
環境管理方案檢討報告表98學年度未

填報。
缺件已補。

99 成教部
99年8、9月繳交各項表格，未填入環

境記錄管理表。
已修正完成。

99 校友服務處

環境管理作業現況清查表之作業辦法

欄位空白，依填表說明，若無相關作

業方法應填無。

已改善不符事項。

缺失皆已改善，並已要求學生工作完

畢，物品務必歸於適當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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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校友服務處

環境考量面鑑別評估暨顯著性管理登

錄表列顯著考量面之後續評估中，必

填欄位「管制文件編號」未填寫。

已改善不符事項。

99 校友服務處
資源回收月報表缺98年10、11月及99

年4、7月。
已改善不符事項。

99 校友服務處
環境管理方案內容表缺98學年度，99

學年度未填報。
已改善不符事項。

99 校友服務處 年度緊急應變演練計畫表尚未提報。 已改善不符事項。

99 校友服務處
環境記錄管理表99年7、8、9月相關繳

交表格未填報環境記錄管理表。
已改善不符事項。

99 理學院
環境管理作業現況清查表訂定方式待

修正。

已依稽核員建議及環安中心提供之參

考資料修正表單內容。(詳附件)

99 理學院
環境考量面別評估暨顯著性管理登錄

表訂定方式待修正。

已依稽核員建議及環安中心提供之參

考資料修正表單內容。(詳附件)

99 理學院 環境管理方案內容表未量化。
已依稽核員建議及環安中心提供之參

考資料修正表單內容。(詳附件)

99 教育學院
環境管理作業現況清查表訂定方式待

修正。

已依稽核員建議及環安中心提供之參

考資料修正表單內容。

99 教育學院

環境考量面別評估暨顯著性管理登錄

表訂定方式待修正。未來所及教政所

太簡略，諸多項目未列出。

已依稽核員建議及環安中心提供之參

考資料修正表單內容。

99 會計室
環境管理作業現況清查表訂定方式待

修正。
已修訂表單內容。

99 會計室
環境考量面別評估暨顯著性管理登錄

表訂定方式待修正。
已修訂表單內容。

99
(資訊中心)

環安中心

資訊中心教育訓練紀錄表已繳，環安

中心未即時線上登錄。

因未詳查教育訓練對象包含全中心各

單位人員，故部分單位未登錄，已補

登完成。

99 蘭陽校園

環境考量面鑑別評估暨顯著性管理登

錄表(行政單位)鑑別缺污水設備、消

防設備、用水用電。

於11月5日補齊污水設備、消防設備、

用水用電之環境考量面鑑別評估暨顯

著性管理登錄表。

99 蘭陽校園

環境考量面鑑別評估暨顯著性管理登

錄表的管制文件編號優先對應本校ISO

文件。

於11月3日進行文件編號之教育訓練，

並修改環境考量面鑑別評估暨顯著性

管理登錄表中不適當之文件編號，使

其優先對應本校ISO文件。

99 蘭陽校園
飲水機水質檢測頻率未依3個月抽取

1/8檢測。

於10月19日完成蘭陽校園所有飲水機

水質檢測。

99 蘭陽校園
行政單位之評估總分較高之顯著環境

考量面未列入環境目標。

就評估總分較高之顯著環境考量面，

增列環境管理方案。

99 蘭陽校園
行政區域及宿舍區域未張貼環境政策

宣導表語。
統一印製並張貼環境政策宣導標語。

99 蘭陽校園 環境記錄管理表只到99年1月。
已於11月5日前將環境記錄管理表更新

至9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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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蘭陽校園
辦公室資源回收垃圾應與一般垃圾分

開放置。

辦公室內只有一般垃圾及紙類回收筒

，已發Email請同仁勿將其他回收垃圾

丟入一般垃圾桶中，而是拿到各層樓

的分類資源回收筒回收。

99 蘭陽校園 污水處理廠堆肥區有一廢棄鋼瓶。 已於11月5日前移除該廢棄鋼瓶。

99 蘭陽校園
資源回收分類的空間需摽示，各分類

放置亦需標示明確。

已於資源回收分類空間設置摽示，各

分類放置區域亦新增標示牌。

99 蘭陽校園 山泉水蓄水池無設置標示牌。 已於山泉水蓄水池設置標示牌。

99 蘭陽校園 使用中水的噴灌系統未設置標示。
設置中水噴灌系統標語，以區別噴灌

之水源不同。

99 蘭陽校園
發電機房內油品應有危害物品標示、

存放區也應有標示。
油品及存放區均補上危害物品標示。

99 蘭陽校園 發電機房請補充物質安全資料表。 發電機房內已補上物質安全資料表。

99 蘭陽校園 發電機房廢棄物請清走。
已清除發電機房內廢棄物品並保持通

道暢通。

99 蘭陽校園
環境用藥存放區域應有藥品存放標

示。

環境用藥區域已補上存放標示並將物

品分開放置。

99 蘭陽校園 污水處理廠須放置滅火器。 已於污水處理廠新設置1處滅火器。

99 蘭陽校園
宿舍區男宿地下1樓入口處及教學大樓

地下停車場入口處滅火器無標示牌。
滅火器標示牌均已補齊。

99 圖書館
環境考量面鑑別表單之目標設定決議

不確實。

99 圖書館 環境目標訂定無法與考量面對應。

99 圖書館 未了解圖書館適用之環保表規。

99 軍訓室
環境考量面使用舊版表單，需重新鑑

別。
環境考量面重新鑑別。

99 軍訓室
環境管理方案內容表使用舊表單，需

重新鑑別。
環境管理方案重新鑑別。

99 軍訓室 未了解軍訓室適用環保法規。 建立軍訓室適用環保法規。

99 外語學院
環境考量面鑑別表單之目標設定決議

項不確實。

99 外語學院 環境目標訂定無法與考量面對應。

99 外語學院 未了解外語學院適用之環保表規。

99 國交處 各層樓無逃生指示圖。
仍未見到改善憑據。

(預計於11月底完成)

99 國交處
除資源回收申報表外，其他表單未製

作。

已補繳教育訓練、繄急演練計劃表及

紀錄表。

99 國交處
缺環境管理作業現況清查表及環境考

量面鑑別評估暨顯著性管理登錄表。
已補繳。

99 國交處 未了解國交處適用之環保法規。
將定期上網參閱環安中心網頁-法規鑑

別。

99 國交處
4F的緩降梯指示燈及大廳之逃生指示

燈故障。

仍未見到改善憑據。

(預計於11月底完成)

99 環安中心
環境考量面鑑別評估暨顯著性管理登

錄表未填寫。

原因環安人員辦公室間位於總務處內

，故未另行填報表單，經內稽人員建

議，已另行填報(以業務項目分類考

於99年10月14日(星期四)上午10:30-

11:40召開「內稽改善追蹤會議」針對

內稽不符合事項提案討論，並請各組

重新考量後填寫鑑別表及目標管理內

相關表單已於10/26送內稽小組確認修

改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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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環安中心
部分單位未繳交登錄表，如化材系、

土木系、水環系。

已於11月1日(星期一)發文全校各一、

二級單位，請尚未繳交者於11月5日前

補交。

99 環安中心
口述之全校性法規鑑別流程無佐證之

依據。
已將最新流程公布於環安中心網頁。

99 環安中心
環保法令鑑別完整性不足，98年外稽

所列缺少之法規，仍未見到鑑別。

已完成98年外稽缺少法規之補足，已

公告於環安中心網頁。

99 環安中心 環境管理方案內容表未填寫。 已填寫。

99 環安中心
現行教育訓練作法與教育訓練程序書

不符合。

已排定99學年度第1學期及第2學期教

育訓練計劃表，種子人員及內稽人員

教育訓練將於100年7月實施。

99 環安中心
多數單位對於新表單填寫方式不清楚

，導致填寫狀況不佳。

已於10/22(五)發文轉知環安負責人於

10/29(五)參與「環安推動人」教育訓

練課程，於課程中再次說明有關

ISO14001表單填報事宜。

99 環安中心
環境文件管理表文件修改紀錄僅列到

2008年11月22日未更新。

已更新至2010/11/5，並置於環安中心

網頁。

99 環安中心
本校ISO14001一階文件仍列有已刪除

之文件。
作廢文件已移除。

99 環安中心
AGRX-E06-14及AGRX-E06-15放置位子

錯誤，應置於4.4.6作業管制。
已移除已刪除文件。

99 環安中心
AGRX-E06-14及AGRX-E06-15放置位子

錯誤，應置於4.4.6作業管制。
以改置於4.4.6作業管制欄位。

99 環安中心

多項程序書及作業標準之記載與現行

運作方式不符合，請全面考量文件之

對應性，以達到說、寫、做合一之標

已修改相關程序書及作業標準(詳環境

文件管理表)。

99 環安中心

現行資源回收流程與廢棄物管理與資

源回收程序書不符合(現行係依淡江大

學資源垃圾分類回收實施要點運作)。

已修改相關程序書及作業標準。

99 環安中心 無本校廢水處理廠之污泥清運合約。

依台北縣環保局97年6月16日北環水字

第0970042168號函，解除本校兩座廢

水場排放管制，後續以建築物污水處

理設施管制。

99 環安中心 無有害污泥、灰渣運作記錄。
本校無有害污泥及灰渣相關之運作行

為。

99 環安中心 無本校醫療廢棄物清運合約。
本校醫療廢棄物清運合約廠商為良衛

環保工程(股)公司，合約詳如附件。

99 環安中心
化學館廢水處理場內之大型儲存桶未

標示。
已改善。

99 環安中心

工學大樓污水處理廠之化學藥劑桶標

示已被雨水淋溼脫落，且露天放置，

日曬雨淋，有桶身龜裂洩漏之虞。

已改善。

99 環安中心

工學大樓污水處理廠之廢棄藥品桶隨

意放置，無設置廢棄物儲存區及張貼

標示。

已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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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環安中心
重大環境考量面之決議依據程序，仍

未見到呈現紀錄。

已修訂環境考量面鑑別程序書及相關

表單填報方式(請詳填表說明)。

99 環安中心 適用法規之完整性仍顯不足。 已將補充之法規置於環安中心網頁。

99 環安中心
針對各系所之顯著環境考量面之課程

訓練未達到訓練成效。

已於10/29(星期五)加強環安人員教育

訓練。

99 環安中心
環安中心未建立全校性之環境監督及

量測項目一覽表」。

環境監測為季報表，本學年度第1季監

測月份為10月，將彙整各單位所提報

資料。

99 環安中心
未進行整合全校性實驗室安全檢查表

之項目及頻率。

已製作淡江大學實驗室安全衛生檢查

紀錄表，置於環安中心網頁。

99 環安中心
化學系毒性化學物質風險評估分數仍

然偏低。

98年外稽後化學系已立即修正風險評

估分數，本學年度亦有將毒性化學物

質運作異常狀況納入環境考量面鑑別

99 環安中心 無台北校園飲水機每月維護保養紀 已請台北總務組提供維護保養紀錄。

99 環安中心
未釐清台北校區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

設置規定。
台北總務組已提供清理計畫書。

99 環安中心
無土木系、化材系之環境考量面鑑別

表單。

土木系、化材系之環境考量面鑑別表

已繳交。

99 環安中心
教務處環境貢獻度之量化，仍不是

一、二級單位全體符合。
教務處各組管理方案內容表已修正。

99 環安中心
未進行本校環境監督量測申報系統之

規劃。

將環境監督與量測項目一覽表置於環

安中心網頁供參。



附件3

環境政策
環境目標

(全校目標)
環境標的(單位目標) 單位名稱

增進會議室召開會議使用低碳餐具，

年度達成率60%

學術副校長室/決策系/外語學院/戰略

所

本學年度低碳便當訂購數量達50個以 國際事務副校長室

99學年度第1學期達成借用不鏽鋼便當

盒500 個；99學年度第2學期達成借用

不鏽鋼便當盒600個

蘭陽校園主任室

全校訂購便當時紙便當盒使用減量達

77KG
保管組

本學年度低碳便當訂購數量達300個 軍訓室

低碳便當訂購數量增加20%(每週1次統

一訂購低碳便當)
盲生資源中心

全面使用環保杯
行政副校長室及管理學院各系/未來學

研究所/數位語文研究中心

自備環保餐具人數增加20%

文學院/歷史學系/資圖系/英文系/西

語系/法文系/德文系/日文系/俄文系/

學生事務處/水資源中心/學生學習發

增加種植喬木900棵 蘭陽校園主任室

民國100年7月底前達成增加植栽20盆 全球創業發展學院

綠化辦公室環境盆栽每季增量2盆 教育評鑑發展組

水質檢驗符合飲用水標準合格率100% 營繕組

傳播館實驗室液態氮氣儲桶防護工程 物理學系

毒性化學物質作業每季檢查合格率 化學學系

實驗廢液無洩漏 電機工程學系

毒性化學物質作業每季檢查合格率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泳池過濾機組正常運作及泳池水質維

護保養正常率達95%以上
體育活動組

泳池鍋爐保養後正常運作率達100% 體育活動組

泳池鍋爐加油作業正常運作(查檢合格

率達95%)
體育活動組

醫療廢棄物清理(每週1次) 衛生保健組

購置硬體設備改善實驗室鋸床(切割

機)造成的環境影響，查檢時造成危害

(粉塵/噪音)比例低於5%

風工程研究中心

淡水校園化學館廢污水處理場擴建 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

減少學生設計課程廢棄物產生量0.5車

次(3.5噸/車)
建築學系

減少UAV實驗室飛具製作廢棄物產生量

1袋(120公升/袋)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廢塑膠 (飲料罐、包材、容器)減量為

36瓶
經濟學系

減少台北校園白板筆廢棄量200支 商管聯合碩士在職專班

碳粉匣採購量減量10％(3支/全年)
課程與教學研究所/教務處/課務組/招

生組

改善印刷室環境確實回收去漬油空鐵

罐廢碳粉匣及棉布
印務組

99學年度各單位環境政策、目標、標的及管理方案彙整表

低碳便當訂

購數量增加

10%

教職員工自

備環保餐具

人數增加

10%

溫室氣體排

放減量

落實污染

防治及污

染排放減

量工作

落實污染

防治及污

廢棄物減量

5%

儀器、設備

查檢合格率

達95%以上



環境政策
環境目標

(全校目標)
環境標的(單位目標) 單位名稱

開會時同仁自備水杯減少廢棄紙杯112 覺生紀念圖書館

廢電池減量10%(26個) 非書資料組

噪音減量 改善老舊冷氣運轉時產生之噪音 出納組

參與環安教育訓練課程人次增加20% 中國文學學系

推廣創育中心環保政策，廠商配合率

達90%以上
建邦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

每學年至少開設一門與環保相關的課

程科目。
土木工程學系

開設環保等專業課程及演講 成人教育部

99學年度至少舉辦1檔環保相關展演活 文錙藝術中心

舉辦具環保主題之活動2次以上 生活輔導組

校園菸害防治宣導(2次以上)與防範處

理(取締違規吸菸者)
生活輔導組

於每次座談會時宣導節約能源、生活

垃圾量減量
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

每月午休時關閉日光燈小時數達20小

時

大傳系/資傳系/理學院/數學系/土木

系/財金系/AACSB辦公室/決策系/國際

學院/歐研所/美研所/亞洲所/大陸所/

師培中心/總務處/遠距組

檢索區視需要分區開放，每月約可節

約180度電
參考服務組

晚間空調用電量比率減少30％ 課外活動輔導組

能源管控方案：減少每季夜間加班天

數(20天降為12天)
出版中心

電腦螢幕設備20分鐘未使用時自動進

入省電模式之設定率達到95%
資訊中心及所屬各二級單位

台北校園日光燈式逃生方向指示燈全

部更換為LED逃生方向指示燈
總務組

紙張採購量

減量5%

降低單位紙張使用量，廢紙回收再利

用。

紙張採購量減量10％

用(廢)紙減量

A5預約書單採雙面列印，利用率達50%

秘書室/工學院/水環系/資訊系/商學

院/保險系/國企系/產經系/經濟系/資

管系/教育學院/教科系/教政所/教心

所/通核中心/註冊組/僑輔組/諮輔組/

就輔組/住輔組/事務組/文書組/盲生

資源中心/能光中心/文創中心/人事室

/人一組/人二組/會計室/採編組/典藏

閱覽組/數位資訊組/學教中心/教師組

/校友服務處/淡江時報社

廢棄物減量

5%

減少學生工廠實驗課程後廢棄物產生

量(回收再利用，節省購買材料經費

1,000元)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推動資源

回收再利

用，維護

自然資源

提升能源

使用效率

，創造綠

色校園

推動校園

及社區環

保教育，

奠定永續

環保根基

防治及污

染排放減

量工作

參與環安教

育訓練人次

增加10%

舉辦環保相

關議題活動

數量增加5%

用電量負成

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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