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淡江大學 100 學年度 ISO14001 環境管理系統推動委員會第 2 次管理審查會議紀錄 

 

時    間：101 年 6 月 27 日（星期三）下午 2時至 2時 30 分 

地    點：驚聲國際會議廳與蘭陽校園 CL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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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略） 

 

貳、報告事項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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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學年度 ISO14001 環境管理系統第
1次內部環境稽核執行結果」審查。 

資料提供各相關單位參考。 

通過「修正 100 學年度內部環境稽核小組名
單」。 

名單提送人力資源處備查。 

修訂通過「100 學年度各單位環境政策、目
標、標的及管理方案」審查；請環安中心規
劃環境目標執行方式，於下學年度公布各單
位依規定辦理。 

將提供達成環境目標的具體作法建議，供各
單位參考。 

通過「100 年度各單位不符合矯正及預防報
告」審查；有關體育館及圖書館鼠患問題，
請相關單位儘速處理，持續追蹤、改善。 

進行補鼠與環境清潔後，目前已未再發現老
鼠蹤跡。 

大忠街改善工程淡水區公所預計於 12 月底
完工；大忠街校門於下學期開放車輛通行。

大忠街校門已於 101 年 2 月 13 日開放車輛
通行。 

 

二、環安中心業務報告 

(一)辦理全校資源回收作業，100 年 8 月至 101 年 4 月回饋金總計新台幣 21,350 元，已繳

入校庫。 

(二)100 年 12 月 19 日完成化學館及工學大樓洗滌塔清洗工程並取得檢驗報告。 

(三)100 年 12 月 20 日及 4月 30 日辦理實驗室廢液及固體廢棄物清運，總量分別為 2.87

公噸及 2.8 公噸。 

(四)100 年 12 月 21 日回復新北市環保局環保標章產品採購狀況調查資料，本校 99 年度採

購環保標章產品共 9,536,842 元。 

(五)100 年 12 月 26 日辦理 ISO14001 定期追查稽核，本次稽核未開立缺失，委員提出 17

個建議改善事項，已開立「不符合事件處理單」請各相關單位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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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1 月 9 日完成傳播館 1樓物理系各實驗室廢液接管至廢水處理廠工程。 

(七)1月10日完成100年第4季先驅化學品運作紀錄申報及蘭陽校園環評結論及承諾事項

執行情形申報。 

(八)1 月 11 日完成 100 年淡水校園及蘭陽校園污水水質檢測申報。 

(九)1 月 31 日完成 100 年度毒化物運作紀錄申報。 

(十)101 年第 1季 50 台飲水機水質檢測已完成，全數合於檢驗標準。 

(十一)3 月 14 日完成化材系廢液儲存區改善工程及購置熱線式風速計（抽風櫃檢測用）5

台。 

(十二)3 月 21 日本校獲頒教育部與行政院勞工委員會聯合舉辦之「校園安全衛生管理系統

」驗證通過證書。 

(十三)3 月 28 日舉辦環安推動人教育訓練，邀請慈濟環保志工林正雄博士蒞校進行「大地

環保與心靈環保」專題演講，總計有 95 位職工同仁出席。 

(十四)3 月底完成蘭陽校園污水場砂濾系統更換濾砂及化材系抽風系統改善工程。 

(十五)3 月 28 日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北區隊至蘭陽校園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監

督業務，環安中心由嚴煒舜配合蘭陽校園同仁共同辦理環評工作。 

(十六)4 月 30 日完成 101 年第 1季甲類先驅化學品運作紀錄申報。 

(十七)5 月 1 日完成本校輻射防護自主查核報告並回復原能會。 

(十八)5 月 15 日完成報名「第 21 屆中華民國企業環保獎」，書面審查已獲通過，委員將

於 7月 19 日蒞校進行訪評。 

(十九)本學年 ISO14001 內部環境稽核作業完成，已於 5月 17 日上簽提報稽核員敍獎。 

(二十)5 月 30 日辦理一、二級主管「ISO 50001 能源管理系統簡介」課程，總計有 97 人

參加。 

(二十一)參加「2012 行動綠生活－關鍵 45 天」活動，至 6月 5日活動截止日，本校排名

為【校際組大學排名第 3名】；累積總減碳量 4,937KG。第 1、2名分別為明新科

技大學及元智大學。 

(二十二)6 月完成水環系環工實驗室抽風櫃接管工程及化學館排氣櫃修繕等工程。 

(二十三)6 月 13 日辦理實驗室作業環境測定，全校共採樣 14 點。 

(二十四)6 月 20 日完成 101 學年度污水場代操作及蘭陽校園環境監測合約招商。 

(二十五)6 月 25 日完成化學館排氣櫃活性碳濾網更換工程。 

(二十六)預計於 6月 30 日前完成報名參選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第一屆國家環境教育獎（非

個人類）」及經濟部能源局「101 年節約能源績優獎表揚活動」選拔。 

(二十七)預訂於 7月 23 日辦理 ISO 14001 環境管理系統內稽人員教育訓練課程；8月辦理

ISO 14001 環境管理系統種子人員教育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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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預訂於 7月底前完成工學大樓污水場 MBR 系統薄膜模組更換工程。 

(二十九)101 年 1 月至 6月計有「內部稽核改善行動通知書」及「環境監督與量測項目一

覽表」2種表單修訂。 

 

三、參加相關業務說明會 

(一)4 月 6 日環保署辦理「第 21 屆企業環保獎說明會」，由嚴煒舜出席。 

(二)4 月 11 日新北市環保局辦理「事業廢棄物法規宣導說明會」，由嚴煒舜出席。 

(三)4 月 19 日新北市環保局辦理「社區水污染防治措施管理暨法令宣導說明會」由嚴煒舜

出席。 

(四)4 月 27 日中原大學環境科技研究發展中心「101 年度北部毒性化學物質災害聯合防救

小組組訓（第 1期）」由嚴煒舜出席。 

(五)101 年大專院校環境教育指定人員訓練自 6月 19 日至 22 日共 4天，由謝育賢參加。 

 

參、討論事項 

提案一：100 年度外稽委員建議改善事項執行情形，提請審議。（環安中心  提） 

說  明： 

一、ISO14001 環境管理系統 100 年度定期追查稽核已於 12 月 26 日辦理完成，本次稽核

未開立缺失，委員提出 17 個建議改善事項，已開立「不符合事件處理單」請各相

關單位進行改善。 

二、各單位矯正與預防對策之擬定與執行情形說明，請參閱附件 1。 

決  議：通過。 

 

提案二：100 學年度 ISO14001 環境管理系統第 2次內部環境稽核執行結果，提請審議。（環

安中心  提） 

說  明： 

一、本次內部環境稽核作業於 3月 19 日至 4月 30 日進行，各稽核小組稽查發現之不符

合事項，已開立「改善行動通知書」給受稽核單位限期改善。 

二、100 學年度第 2學期「內部稽核改善行動通知書」彙整表，請參閱附件 2。 

決  議：通過。 

 

提案三：100 學年度本校環境目標執行結果，提請審議。（環安中心  提） 

說  明：100 學年度環境目標與執行情形一覽表，請參閱附件 3。 

決  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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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101 學年度本校環境目標訂定，提請討論。（環安中心  提） 

說  明： 

一、101 學年度本校環境目標（草案），業經本學年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委員會第 4次

會議討論通過。 

二、依 101 年 6 月 18 日 100 學年度環境永續推動委員會會議決議：101 年度節能策略以

持續設備節能、生活節能及單位節能為原則；101 年度節能目標為各樓館用電量降

低 1%。 

三、各項環境目標應由各單位擬訂對策落實執行；於各項環境目標增列具體作法建議供

各單位參考。 

四、101 學年度環境目標（草案），請參閱附件 4。 

決  議：通過。 

 

提案五：101 年度環安中心人員執行不定期稽查，各單位不符合事件矯正與預防對策報告，

提請審議。（環安中心 提） 

說  明：101 年度「不符合事件處理單」彙整表，請參閱附件 5。 

決  議：通過。 

 

提案六：擬建立 ISO14001 內稽稽核員提聘流程，提請討論。（環安中心 提） 

說  明： 

一、依本校「內部環境稽核程序書」：內部環境稽核小組成員資格為曾接受 ISO14001

相關訓練 12 小時以上者。內稽小組置組長 1人，由管理代表兼任，依需要分組辦

事，各分支組設幹事 1人，稽核員若干人。 

二、內部環境稽核小組組長任務包含：提報內稽小組成員名單，經 ISO 14001 推動委員

會主任委員審議通過後組成內部環境稽核小組。 

三、現行稽核員名單產生方式為：洽詢曾接受內部環境稽核訓練同仁，由學有專長（實

驗室人員）或有意願者擔任。 

四、因稽核工作繁複且屬額外付予之無償任務，有意願擔任稽核員者難尋，故擬建立

ISO14001 內稽稽核員提聘流程：由各一級單位推派人員參加訓練並從中推薦合格之

稽核員候選名單，由環安中心彙整後，簽請校長核聘。 

決  議：通過。 

 

肆、臨時動議（無） 

 

伍、散會（14：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