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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 次「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暨「節約能源管理委員會」會議 

        

時  間：108 年 3 月 27 日(星期三) 上午 10 :00〜12:00 

 

地  點：南北校區視訊會議 

(台南校區：行政大樓 4 樓會議室、台北校區：行政大樓 3 樓會議室) 

 

主  席：吳 校長政達 

 

壹、 主席致詞 

 

貳、 前次會議決議案及重要事項追蹤情形報告 

無 

 

叁、業務報告    

(一) 、綜合部分 

南校區 

1. 107年下半年(7-12月)污水檢測申報作業完成(1080107) 

2. 行政大樓滅火器過期換藥113支(1080116) 

3. 非生產性質行業能源查核制度申報因契約容量調降為500KW申請解除列管

(1080113)  

4. 108年2月11日 消防局第六大隊抽檢行政大樓消防設備，發電機異常及消防水帶

硬化等缺失改善後再複檢。 

5. 108年2月21日市環保局至圖書館抽查空氣品質，檢查-5個測點均符合規定。 

6. 108年度3月申報男、女宿舍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作業。 

7. 開發單位執行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及承諾事項申報表陳報教育部及市環保局。 

北校區 

         1. 廢棄物清理計畫書申請已送台北市政府環保局審核中。 

         2. 依規定每日填報校園食材登錄。 

         3. 108 年 2 月 27 日完成校園環境消毒以及水塔清洗工作。 

         4. 本校參與「107年度臺北市大專院校校園暨宿舍資源回收評比」榮獲佳績。 

         5. 108 年 2 月 27 日檢送本校「校園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展延申請學校自評表。 

          南北校區申報與宣導區 

         1.教育部 107年「大專校院校園環境管理現況調查與執行成效」旨揭審查結果，本

校績效獲得「通過」評等(如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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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大專校院校園環境管理現況調查審查結果 

         2. 南北校區分別依法規完成每月申報校內事業廢棄物產出量。 

         3. 南北校區分別依法規完成每月申報校內事業廢棄物儲存量。 

         4. 南北校區分別依規定每月申報勞動部(南、北勞檢所)申報『職業災害統計網路 

            填報系統』完成。 

         5. 南北校區分別依規定完成每月申報台南市環保局與台北市環保局資源回收量資 

            訊管理系統。 

         6. 依環保署標準，每三個月定期施行飲用水水質檢測，應檢驗數量為本校所有飲水 

            機（開水機除外）總數之八分之一。 

            南校區公用飲水機共有 55 部，需檢驗台數為 7 台。 

            (1)最近一次檢驗執行日期為 108 年 02 月 21 日。 

            (2)最近一次定期清潔養護作業為 108 年 03 月 07 日。 

             

            北校區公用飲水機共有 42 部，需檢驗台數為 6 台。 

            (1)最近一次檢驗執行日期為 108 年 1 月 23 日。 

            (2)最近一次定期清潔養護作業為 108 年 3 月 1 日。 

         7. 請各實驗室依實驗場所（室）自動檢查表確實檢點所屬實驗室，並按時繳交相關     

            紀錄。 

         8. 每學期初進入實驗室，請各實驗室依所屬性教導學生安全衛生訓練。 

         9. 未使用之教室及宿舍寢室空間，請使用單位善加管理以提升校園安全。 

         10 宣導節約用水、用電與環保 

(1) 用水：請大家節約用水，若發現漏水請通知總務處。 

(2) 用電：離開辦公室請將不必要之電源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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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禁於各教學空間與研究室使用電磁(熱)爐、電鍋或微波爐等家電用品，各

空間之電量為一般用電量，不適合用於瞬間大量用電如烹煮火鍋。 

(3) 環保宣傳：請各單位減少一次性之塑膠杯、紙杯及包裝飲用水，達到源頭減

量目標，鼓勵重複使用之環保杯、筷、袋。 

(4) 南北校區大型樹葉(垃圾)堆肥區：為達成源頭減量且落實校園分類，有關校

園落葉或樹枝請傾倒至落葉堆肥區 

(5) 垃圾資源分類回收說明：各大樓及男女宿舍均設有各種資源回收與一般垃圾

桶，由源頭減量做好垃圾分類，以降低垃圾，提高資源回收。 

(6) 配合政府全面推動垃圾分類政作，各種分類標示清楚更以多種語言標示，方

便各語系人員分類 

※廢電池、燈泡、燈管回收地點：總務處 

預定區 

        1.本校申請校園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驗證認可，認可會議時間已確定安 

          排於 108 年 4 月 15 日下午 1:30~4:30(如表二) 

 

 

 

 

 

 

 

 

 

 

 

 

 

 

 

                表二 校園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驗證認可議程 

 

 

 

 

 

 

 

 

 

 

 

 

 

 

 



  4 

(一) 資源回收部分 

 

圖一 依規定每月至環保局資源回收量資訊管理系統申報 

 

垃圾量及資源回收量統計（單位：kg） 

垃圾量及資源回收量統計  

紙類 鐵罐 鋁罐 
塑膠 

容器 
鋁箔包 廚餘 其他 合計 

57444 5750 21933 27798 24709 1358 5407 144,399 kg 

回收量 ÷ 垃圾量％=回收率 

1. 北校師生人數: 3298 人 

2. 垃圾總量: 256,000 kg 

3. 回收總量: 144,399 kg 

4. 回收率:56.4％ 

5. 人均回收量 43.8 kg/年 

表三  107/3~108/2 月垃圾量及資源回收量統計（單位：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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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節能部分（併節約能源會議資料） 

北校區 

107 年與 106 年用電用水量同期績效比較如下表： 

(4) 用電：107 年全校總用電 2228400 度，較 106 年同期 2280200 度減少 51800

度。如(表四)(圖二) 

 
  表四  107 年與 106 年同期總用電量比較 

 

圖二  107 年與 106 年同期總用電量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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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用水：107 年全校總用水量 49496 度，較 106 年同期 51734 度減少 2238 度。 

   如(表五)(圖三) 

 

表五  107 年與 106 年同期總用水量比較 

 

圖三  107 年與 106 年同期總用水量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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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提案討論 

提案 1                                                提案單位: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案由:訂定「康寧大學人因性危害防止計畫」，提請 審議。 

提案 2                                                提案單位: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案由:訂定「康寧大學個人安全衛生防護器具管理辦法」 

提案 3                                                提案單位: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案由:訂定「康寧大學大學母性健康保護計畫」 

提案 4                                                提案單位: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案由:訂定「康寧大學職業災害、虛驚事故影響身心事件事故調查及處理辦法」 

提案 5                                                提案單位: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案由:訂定「康寧大學安全衛生管理規章」 

提案 6                                                提案單位: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案由:訂定「康寧大學採購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提案 7                                                提案單位: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案由:訂定「康寧大學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提案 8                                                提案單位: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案由:訂定「康寧大學作業環境監測計畫」 

提案 9                                                提案單位: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案由:訂定「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 

提案 10                                               提案單位: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案由:訂定「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 

提案 11                                               提案單位: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案由:訂定「康寧大學大學 職業安全衛生作業標準辦法」 

伍、臨時動議 

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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