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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園環境管理現況調查與執行成效 
108 年審查結果報告書 

學校名稱 經國管理暨健康學院 

審查結果說明 

檢核項目 
檢核 
細項 

委員 
意見 

單項檢核 
項目達成率 

重點追蹤 
輔導 

一、環境保護及能

資源管理現況

（40%） 
參照附件一 參照附件一 100.0 % 是 ■否 

二、職業安全衛生

管理現況

（30%） 
參照附件二 參照附件二 72.3 % 是 ■否 

三、校園災害防救

計畫現況

（10%） 
參照附件三 參照附件三 85.0 % 是 ■否 

四、執行成效與特

色評分

（20%） 
參照附件四 參照附件四 --- --- 

審查結果 ■通過 待改進 是 ■否 

 

附件一【檢核項目一、環境保護及能資源管理現況審查結果說明】 

檢核細項 檢核指標 委員意見 

(一)目標、

組織 

1.環境保護管理政策及目標  
2.校內環境保護專責單位  
3.校內能資源專責單位  

(二)室內空

氣 品

質 

1.室內空氣品質公告場所  
2.設置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理專責

人員 
 

3.訂定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理計畫  
4.定期實施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

及公布檢驗測定結果紀錄 
 

(三)水污染 

1.每日核准廢(污)水產生量  
2.訂定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  
3.廢(污)水處理情形  
4.廢(污)水排放許可情形  
5.設置廢(污)水處理專責人員  
6.廢(污)水定期申報紀錄  

(四)廢棄物 1.一般廢棄物清除處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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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細項 檢核指標 委員意見 
2.廢清法第 2 條與第 31 條公告之指

定事業 
 

3.事業廢棄物清除、處理方式  
4.事業廢棄物申報情形  

(五)毒性化

學 物

質 

1.運作毒性化學物質  
2.設置毒性化學物質管理委員會  
3.設置毒性化學物質專業技術管理

人員 
 

4.訂定毒性化學物質之危害預防及

應變計畫 
 

5.歷年毒性化學物質申報運作情形  

(六)能資源 

1.執行政府機關及學校節約能源行

動計畫 
 

(1)成立節約能源推動小組，及檢附

會議紀錄 
 

(2)指定人員擔任節能管理員   
(3)訂定螢光燈具汰換為 LED 燈具及

評估汰換 9 年以上老舊空調設備

計畫 
 

(4)年度 EUI 節電目標達成率   
2.依能源管理法契約用電容量超過

800 瓩 
 

(1)應自置或委託 1 名以上技師或合

格能源管理人員 
 

(2)訂定節約能源目標及執行計畫   
(3)年度節電率達成 1%  
3.依法辦理用電設備定期檢驗及結

果備查 
 

(七)其他環

保 

1.執行綠色產品採購  
指定項目綠色採購比率大於 90%  
2.環境教育指定人員  
3.近 3 年受環保單位稽查處分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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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檢核項目二、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現況審查結果說明】 

檢核細項 檢核指標 委員意見 

(一)目標、

組織及

人員 

1.安全衛生政策及目標  
2.勞工人數  
3.設置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4.設置人員情形  
5.建置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  

(二)一般安

全衛生

管理 

1.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計畫   
2.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規章   
3.制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4.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1)新僱勞工 3 小時完訓情形 
部分符合法規或檢附佐證未

完整。 

(2)在職勞工 3 小時完訓情形 
部分符合法規或檢附佐證未

完整。 
(3)從事使用生產性機械或設備、車

輛系營建機械、高空工作車、捲

揚機等之操作及營造作業、缺氧

作業、電焊作業等應各增列 3 小

時 

 

(4)製造、處置或使用危害性化學品

者應增列 3 小時 
部分完成訓練或檢附佐證未

完整。 
(5)各級業務主管人員於新僱或在職

於變更工作前應增列 6 小時  
未完成訓練。 

(6)急救人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練(18
小時) 

 

(7)上述講師聘請來源  
5.執行學校承攬安全衛生管理作為 檢附佐證未完整。 

(三)機械、

設備及

化學品

管理 

1.危險性機械或設備  
(1)危險性機械現況  
(2)危險性設備現況  
(3)危險性機械、設備是否經檢查合

格 
 

(4)目前危險性機械、設備合格操作

人員 
未填報人數或未檢附佐證。

(5)是否擬訂標準作業程序(SOP) 檢附佐證未完整。 
(6)107 年參加危險性機械、設備操

作人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未填報場次或未檢附佐證。

2.機械器具及設備管理  
(1)應實施型式驗證產品，取得型式

驗證合格證明書及張貼合格標章 
 

(2)機械、設備、器具符合機械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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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細項 檢核指標 委員意見 
器具安全標準 

(3)擬訂標準作業程序(SOP)  
3.供給勞工使用之個人防護具或防

護器具，應依規定辦理 
檢附佐證未完整。 

4.自動檢查計畫 
(1)訂定自動檢查計畫 

檢附佐證未完整。 

(2)自動檢查計畫執行情形 檢附佐證未完整。 
5.特殊作業人員  
6.新化學物質  
7.優先管理化學品  
8.管制性化學品  

(四)衛生管

理 

1.危害性化學品  
(1)評估風險等級，並採取分級管理

措施 
 

(2)製備清單  

(3)標示 
檢附佐證未完整，部分成分

空白。 
(4)揭示安全資料表，並採取必要之

通識措施 
 

(5)訂定危害通識計畫  
2.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作業環境監測

場所 
部分完成或檢附佐證未完

整。 
3.局限空間  
4.下列項目應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

全衛生措施 
 

(1)執行職務遭受不法侵害預防  
(2)異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  
(3)工作場所母性健康保護措施  
(4)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  
5.有害作業  
6.健康管理  
(1)辦理新僱勞工體格檢查與在職勞

工一般健康檢查 
 

(2)應僱用或特約從事勞工健康服務

之醫師 
未填報。 

(3)應僱用從事勞工健康服務之護理

人員 
未填報。 

(4)急救人員  
(5)辦理特別危害健康作業之特殊健

康檢查 
 

(6)依規定分級實施健康管理  
(7)近 3 年受勞檢單位(安全衛生)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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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細項 檢核指標 委員意見 
查處分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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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檢核項目三、校園災害管理現況審查結果說明】 

檢核細項 檢核指標 委員意見 

(一 )校園災

害 管 理

體制 

1.校內災害防救專責單位，校園災

害防救委員會組織架構 
 

2.定期召開校園災害防救委員會，

並檢附最近一次會議紀錄(含簽到

表) 
未檢附佐證。 

3.災害預防與應變計畫 
檢附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未完

整。 

(二 )安全學

習設施 

1.校園災害潛勢調查及檢核  
2.校舍安全調查  
(1)校舍安全檢查表(校園環境安全檢

查表)  
(2)校舍安全(管理)改善紀錄 
3.整備災害應變器材清單  
4.緊急救護用品清單  

(三 )韌性防

災教育 

1.繪製校園疏散避難路線  
2.配合 921 國家防災日辦理災害防

救演練，且演練動作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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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檢核項目四、執行成效與特色評分審查結果說明】 

檢核細項 檢核指標 委員意見 

(一 )執行成

效 

1.環境保護管理  
(1)掌握事業廢棄物產出與毒化物運

作情況。 
 

(2)辦理綠色採購教育訓練及加分評

核。 
 

(3)強化空氣品質(含室內空品)自主

管理。 
 

(4)推動限制一次性塑膠用品。  
(5)辦理氣候變遷、永續發展等環境

教育相關教育訓練。 
 

(6)實驗及利用動物確實依照「實驗

動物照護及使用指引」辦理，以

符合「動物保護法」。 
 

2.能資源管理  
(1)推動重點節約能源項目，優於政

府節能目標，或取得相關能源認

證或輔導機制。 
無說明事項。 

(2)建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系統，以

達到綠能指標。 

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系統建

置，建議規劃容量應達 280
千瓦，以達到教育部之綠能

指標。 
(3)辦理常態化節約用水執行成效。 無說明事項。 

(4)落實節能教育宣導及能資源開課

情形。 

經國管理暨健康學院之節能

教育宣導及能資源開課修課

在 107 學年度通識課程中開

設之課程大綱僅含 1~2 單元

等相關能資源內容授課，且

統計之開設能資源相關課程

是由教務系統篩選產生。建

議應更積極與教務處合作，

鼓勵教師開設更多節能相關

課程，以落實節能教育於校

園與學生。 
3.安全衛生管理  
(1)建構降低校園學習與職業災害風

險的環境及成效。 
 

(2)開設安全衛生通識及辦理教育訓

練情形。 
 

(3)參加「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園學習

與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自主互助聯

盟」，分享學校職業安全衛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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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細項 檢核指標 委員意見 
理績效。 

(4)推動校內各工作場所設置職業安

全衛生管理人員之情形。 
 

(5)運用教育部及其他單位(如環保署

大專院校毒化防災列車、職安署

或消防署等)資源辦理安全衛生相

關宣導活動之推行成效。 

 

(6)校內安衛優良事蹟，向校外推廣

之成效。 
 

4.災害管理  

(1)辦理災害防救演練參與人數及規

模(含演練面向、廣度等)。 

配合國家防災日提前辦理災

害防救演練，佐證資料檔

案：3-3-2-4。 
(2)上傳災害防救演練成果至臺灣抗

震演練網。 
 

(3)結合實驗室辦理國家防災日複合

型災害演練(提供 4 張照片)。 
無佐證資料，而學校具有實

習工場及實驗室。 

(4)辦理全校教職員及學生防災教育

知能(如通識課程)與技能培訓。 

每年結合民防團，辦理教職

員生、學生參加消防器材操

作演練，學生防災教育知能

則在通識課程(環境安全衛

生課)由任課教師安排，建

議加強地震、颱洪及複合型

災害之演練。 

(二 )特色評

分 

1.環境保護管理  

2.能資源管理 

該校之用電契約容量為 500 
KW ， 平 居 需 量 為 178 
KW，需量百分比為 36%，

建議逐年檢討調降用電契約

容量值，以減少全校電費之

總支出。 
3.安全衛生管理  

4.災害管理 

1.與監視器結合建置校園安

全系統。 
2.105 年於各棟校舍裝設傾

斜計，經監測均符合安全

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