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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學九十七學年度第十六次行政會議   會議紀錄 

 

會議時間：九十八年五月二十五日（星期一）上午九時正 

會議地點：六館十二樓 會議室 

主  席：彭校長宗平 

出席人員：江副校長行全、古教務長思明、梁學務長朝雲、魏總務長榮宗、孫研發長一明、范資

訊長書愷、莊院長瑞鑫、陳院長家祥、劉院長阿榮、陳院長興義、王主任立文、湯主

任玲郎、徐主秘業良、陳主任啟光、劉主任錫聰、蔡主任佩瓊、余主任念一（簡婉小

姐代理） 

請假：張院長百棧、余主任念一 

記錄：潘佩麟小姐 

 

壹、 主席致詞（略） 

貳、 確認九十七學年度第十五次行政會議紀錄 

決議：准予核備。 

參、 報告與討論案： 

一、 綠色大學示範學校報告案及「塔樂禮宣言」簽署儀式【總務處】 

※學生會代表致詞：在元智就學已屆三年，一直都感受到學校對「節能減碳」的努力，

尤其魏總務長更加速具體落實「節能減碳」的政策，並多次關懷我們（學生）諸如

燈光照明及冷氣舒適等等相關環境的實際感受；很高興元智獲教育部選定為 12 所

綠色大學之一，希望校長可以簽署「塔樂禮宣言」，以進一步與國際 388 所大學攜

手，共同為維護全球環境而努力。 

※校長對簽署的承諾與看法： 

自圖書館擴建、健康休閒中心落成、七館遠傳通訊大樓啟用、第三宿舍 98 年

暑假學生入住及兩年後有庠紀念館興建完工等硬體設施，陸續加入本校教學研究行

列，「節能減碳」即成為本校總務工作之重要項目，謝謝魏總務長之策劃及相關同

仁之努力。 

教育部向家長呼籲，學生應優先就讀對環境友善之「綠色大學」，請總務處明

確訂定本校「綠色大學」之內涵及目標，調整校內措施及進行改善計畫，以落實本

校節能效果。簽署「塔樂禮宣言」為國際合作之第一步，請各單位共同配合後續工

作，為永續台灣奠基。 

決議：准予核備。 

二、 本校電力監控系統報告案及其它提案（略） 

 

肆、 審議案（略） 

伍、 各單位工作報告(如會議資料) 

陸、 臨時動議：無 

柒、 散會（12：40） 



元智大學簽署塔樂禮宣言簽署儀式  

98年5月25日上午9:00現場活動狀況  

 

      
學生代表向校長提出簽署「塔樂禮宣言」願望          總務長宣達「塔樂禮宣言」簡報 

 

       

學生遞交給校長「塔樂禮宣言」簽署書          學生代表請校長承諾及簽署「塔樂禮宣言」 

 

      

「塔樂禮宣言」簽署完成後學生與校長合影      「塔樂禮宣言」簽署完成後學生與會人員合影 

 

 

 



 

 

 
 

 

 
 

 



 

 

 
 

 

 
 

 



 

 

 
 

 

 
 

 



 

 

 
 

 

 
 



 



 

 

 

 

 

 



元智大學綠色大學白皮書 

The White Paper for Green University Initiative at YZU 

 

綠色大學通常是指大學校園環境的永續經營，有時也稱為綠色大學校

園、永續大學或生態大學。綠色大學環境教育運動起於 1980 年代中期，在

當時，全世界的高等教育系統逐漸的開始重視地球環境保護的相關問題，也

意識到「如何改善教育機構的運作來克服地球環境挑戰」的重要性，以及在

學校建構「綠色」課程的必要性。換言之，綠色大學的積極推動必須要結合

學校的教學、研究資源和鄰近的社區或企業與政府機構等組織，使大學校園

成為在地的或者是地區性的環境學習教育基地，特別是在永續地球環境重建

運動中教育與社會服務的功能和角色扮演，讓綠色大學校園成為一種永續典

範。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為延續人類文明、保護地球環境與確保人類生活

品質，「永續發展」已成為人類社會的共識，而教育大業更是此推動工作中

不可或缺之環節，因此學校生態保育、環安衛教育是國家推動永續發展工作

最重要之基礎教育，而各級學校擔負著此重要之教育使命。為配合國家永續

發展政策之推動，本校推動「永續校園推廣計畫」，朝建立一個進步、安全、

衛生、健康、人性化的學校學習環境空間而努力。期望本校之教職員生在積

極的環境教育推動工作中，與國際潮流、國家目標、社會脈動更加契合，並

進而促成教育改革之目的。元智大學是我們教育界大家之一員，近年來在校

長及教職員生之努力下，配合教育部「永續校園推廣計畫」之相關計畫，將

生態保育、環境安全健康、能資源節用等議題，在校園中積極推動落實，並

引進運用 ISO 14001 環境管理系統，OHSAS 18001 職安衛管理系統，有系統

的完成一系列生態校園、垃圾減量、分類及能資源回收、學環境安全衛生教

育、實驗室安全等工作。更結合社區人文關懷活動，將社區與學校更緊密的

結合。 

元智大學除將過去既有的優良傳統與做法發揚光大之外，經透過跨世紀

腦力大激盪方式，系統化的思考彙整，規劃出建校願景、發展藍圖及方向，

致力朝成為亞洲新大學典範的目標邁進。本校在既有的辦學基礎與成效上，

以「綠色科技與管理」（Green Technology & Management）及「電子化生活」

（e-Life）做為兩大發展特色，同時一方面創設「燃料電池」及「通訊科技」

兩大頂尖研究中心，期能拔尖並推動 全校相關領域共同邁向卓越；另一方

面，建構良好的校園文化氛圍，整合相關資源，提供兩大頂尖研究中心堅實

的學術基礎與研究教學團隊。藉由頂尖研究中心與優質校園文化相輔相成，



本校將致力於尖端科技之研發以及菁英人才之培育，發展成為具特色之頂尖

大學。 

為宣示本校邁向「綠色大學」的決心，本校特設立「綠色大學推動委員

會」，並由本校校長簽署塔樂禮宣言(Talloires Declaration)，擬定本校執行

校園永續發展的各項目標、策略與行動方案，並積極著手執行。我們認為，

為邁向「綠色大學」的終極目標，我們應該確立以下基本方向：  

1.界定與本校校訓與發展宗旨符合的本校永續發展策略與基本原則。 

2.以校園永續發展為導向，評估本校所有行政、管理、教學與研究發展

事項，並進行長期監測。 

3.致力營造本校的永續文化，並在行政管理、教學研究與日常生活各方

面，由學生、職員工與教師共同努力實踐。 

4.發展本校之校園永續發展特色項目，並與其他大學合作，互相交換資

源與資訊，以發揮整體的力量。 

5.持續提出本校提昇校園永續性的相關計畫，並由各行政與教學研究單

位協同執行，並列入追蹤與考評。 

以下簡要說明本校邁向「綠色大學」的願景、目標、策略與行動方案。

隨著本校逐步邁向永續校園，策略與行動方案必須配合校園環境隨時增

修。 

一、願景(vision)：  

元智大學崇尚倫理、尊重多元、追求創新，秉持「誠‧勤‧樸‧慎」

之校訓，實踐「卓越‧務實‧宏觀‧圓融」之教育理念。營造不斷創新、

進步的學習型組織，並建立完善之雙語大學校園環境，發展和產業與社

會密切結合之研究環境，建置人文、永續的校園環境。 

 

二、目標(objectives)： 

1.培養學生成為社會與產業菁英人才。 

2.建構元智大學成為具國際聲望的雙語大學。 

3.致力應用導向研究，引領產業提升與社會進步。 

4.塑造創新、多元、和諧、永續的優質校園環境。 



三、策略(strategies)： 

元智大學將成為具國際聲望的雙語大學及應用導向研究型大學，擁有創

新、多元、和諧的校園氛圍，提供高品質、國際化的教育。 

◆因應策略一：培養學生成為社會與產業菁英人才 

1-1 建構重視倫理、多元、創新的人才培育特色 

1-2 精進全校雙語教學與學習 

1-3 培養學生成為產業最愛人才 

1-4 營造不斷創新、進步的學習型組織 

◆因應策略二：建構元智大學成為具國際聲望的雙語大學 

2-1 精進全校雙語教學與學習 

2-2 擴大優秀外籍學生之招收與外籍教師之延攬因應目標 

2-3 深化國際學術交流與合作 

2-4 建立完善之雙語大學校園環境 

◆因應策略三：致力應用導向研究，引領產業提升與社會進步 

3-1 培養學生成為產業最愛人才 

3-2 深化國際學術交流與合作 

3-3 開展具元智特色之應用導向研究 

3-4 發展和產業與社會密切結合之研究環境 

◆因應策略四：塑造創新、多元、和諧、永續的優質校園環境 

4-1 營造不斷創新、進步的學習型組織 

4-2 建立完善之雙語大學校園環境 

4-3 發展和產業與社會密切結合之研究環境 

4-4 建置人文、永續的校園環境 



四、Vision 20 校務發展衡量指標(KPI) 

1. 量化指標 

實際值 目標值 編

號 
指標 操作型定義 

97 年 98 年 99 年 100 年 

 建置人文、永續的校園環境 

1 

辦理藝文相關

活動次數及參

與人數 

以 10,000 人為

基準，每年遞增

1,000 人 
10,000 人 11,000 人 12,000 人 13,000 人 

2 
年度環安衛教

育訓練人次 

以 1,000 人為基

準，每年遞增

100 人 
1,000 人 1,100 人 1,200 人 1,300 人 

鍋爐用油現行

144 公秉 /1,600
人 

90 公升/人
*1,600 人

=144 公秉 

81 公升/人
*2,800 人

=226.8 公秉 

72.9 公升/人 
* 2,800 人

=204.12 公秉

65.6 公升/人
*2,800 人

=183.68 公秉

電費(98 年因新

增第三宿舍電

費增加，往後每

年下降 5%) 

31,131,351 度

*1.8 元

=56,036,432
元 

31,523,155
度*1.8 元

=56,741,679
元 

29,767,005 度

*1.8 元

=53,580,609
元 

28,276,521 度

*1.8 元

=50,897,738
元 

3 

同期同區域宿

舍鍋爐用油、

電費及水費節

省比例 水費(98 年因新

增第三宿舍水

費增加，往後每

年下降 1%) 

243,573度*15
元=3,653,595

元 

 
323,924 度

*15 元

=4,858,860
元 

320,061 度

*15 元

=4,800,815 元

317,254 度

*15 元

=4,758,810 元

4 
同期同區域垃

圾量減少比例 

以現行 305噸為

基準，每年遞減

2 噸 
305 噸 303 噸 301 噸 300 噸 

5 

年度環安衛事

件件數下降比

例 

以現行 26 件為

基準，每年遞減

10% 
26 件 23 件 21 件 18 件 

 

 

 

 

 

 

 



2.質化指標 

 

編號 指標 現況說明 
1~3 年目標說明 

(含檢核機制) 
建置人文、永續的校園環境 

1 
教職員生

人文及永

續素養 

本校重視學生之人倫教育
的培養，目前在培養人文社會
發展之具體策略方面，包含經
典教育、人文學科課程整合、
強化倫理課程、定期與不定期
舉辦創新藝術活動與教育，以
及聘任駐校藝術家及作家等。
於教職員之人文素養培育方
面，目前除學務處定期舉辦之
導師會議，提供人文素養提昇
之相關議題討論外，其他屬於
舉辦講座方式，以不打攪教職
員工作進度方式，被動邀請參
與。 

未來預期將持續對學生提供活
化經典教育，結合文化經典與倫理
實踐，建立對實踐行動認知的概念
系統、認知模式、價值理念，以及
行動的有效模式；助長學生在情境
中解決倫理與實踐問題的能力，並
從事各種倫理行動的反思活動。 
於教職員方面，將持續舉辦有效講
座，邀請於人文社會、永續素養方
面之專家進行座談，於潛移默化中
提升教職員之人文素養。 

2 
學生對學

習環境的

滿意度 

目前校內有教務處進行各
科教學滿意度調查，以及學務
處針對即畢生進行畢業動向
調查，並未有針對在學生進行
過校園認同的調查。在學生校
園認同調查預計將包括：校園
環境滿意度、校園硬體設施、
校園教學品質、行政單位服務
滿意度、行政單位對學生的關
懷、校園政策與文化、其他與
學生生活相關項目等內容。 

規劃於每學年上學期期末考前
實施，目前雖無法評估第一年施測
結果，但第二年應能經修正讓問卷
內容與分析更加穩定。待問卷設計
穩定後，可持續追蹤 3-5 年以建立
常模，並力求認同度與滿意度的逐
年提升。本問卷分析結果將於各級
會議中報告，並針對問題處力求改
善。 

 

 

 

 

 

 

 



五、行動計畫(action plans)： 

編

號 
行動計畫名稱 

1 校園環安衛規劃計畫 

2 勞工安全衛生訓練計畫 

3 特殊作業人員健康檢查計畫 

4 有機溶劑、環境檢測及水質檢驗計畫 

5 二館廢水排放勞務用藥檢測計畫 

6 飲用水水質檢測與管理計畫 

7 校園完整環境管理計畫(ISO 內稽/外稽) 

8 安全教育訓練計畫 

9 無障礙空間設置計畫 

10 GHS 化學品管理計畫 

11 實驗室廢液及廢棄物儲存及清運計畫 

12 安全警告標幟建立計畫 

13 實驗室安全衛生防護檢測及稽核評鑑措施執行計畫 

14 資源回收、垃圾減量與推廣計畫 

15 校園煙害防治計畫 

16 校園溫室氣體盤查與減量措施計畫 

17 校園電力監控節能減排管理計畫 

18 綠色大學永續校園推動計畫 

19 通識教育永續發展學程規畫 

20 綠美化改善計畫 

21 綠色採購 

 

 

 

 

 

 



我國綠色大學示範學校簽署塔樂禮宣言記者會  

活動流程  
 時間：2009年6月4日（四）下午二點整 

 地點：教育部本部五樓大禮堂（台北市中山南路5號）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 

 主持人：國立台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所葉欣誠教授 

 貴賓：教育部鄭部長瑞城、13所綠色大學示範學校校長、綠色大學推

動委員  會成員、國立台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研究所（綠色大學計畫主

持人）於幼華教授 

 流程（暫訂）  

 序 時間  分  內容  說明  

0  1340-1400  20  貴賓媒體簽到  

1  1400-1402  2  主持人開場  

2  1402-1416  14  長官致詞 1.教育部長致詞  

2.綠色大學推動委員會委員致詞 

3.計畫主持人致詞  

3  1416-1425  9  綠色大學示範學校

代表致詞 

 

4  1425-1431  6  大學領袖推動永續

未來協會[ULSF]致
賀詞 

 

5  1431-1436  5  簽署宣言儀式  

6  1436-   媒體提問  

7    主持人結語   

 

                                         若有更新，將另行通知  

◎聯絡人：計畫助理 許正柔  

聯絡電話：(O) 02-23211155轉13；(手機)0926028119  
電子郵件：muagi326@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