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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受到全球暖化与极端气候影响，以及能源逐渐匮乏，人类生存已面临严重考

验。近年，国际间无不将「永续发展(sustainability)」视为重要课题，当然大学无

可避免的也要承担起应有的责任与义务。因此大学在追求教学研究与经营卓越的

过程中，必须同时兼顾「永续校园」(sustainable campus)的发展。永续校园的发

展策略是将绿色、环保等议题融入课程规划、永续环境建构及师生活动等三方面，

由外而内并深化至教职员生中，以改变大学体质进而影响小区民众，使社会形成

可持续性发展之氛围与目标。本文回顾朝阳科技大学推动永续校园的经验与成

果，透过管理系统的建置、绿色环保通识课程规划、绿色永续校园环境的建构以

及师生活动的教育与推广等四大面向着手，以及持续检讨与改善，使可持续性发

展的校园之愿景可被实践。这些理念与经验，将有助于提供各大学在建构永续校

园时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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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man beings now encounter severe survival challenges because of global 

warming, extreme climate change and shortage of energy resources.  In recent years, 

“Sustainability” has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topic, and inevitably university should 

undertake its responsibility and obligation for the sustainability of campus.  

Development of sustainable campus should play the same important role while a 

university pursues academic research and extraordinary achievement.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a sustainable campus comprises of three different aspects, 

including infusion of green/environmental issues into curricular planning, 

construction of a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and participation of staff and students in 

relevant activities.  Once this concept is gradually taken by every member in 

university, the evolved essence of university will then expand and influence 

community servants and furthermore offer an atmospher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 the whole society.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achievement and experience in 

promotion of a sustainable campus in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he 

practice of a sustainable campus attributes to four factors: first, the implementation of 

management system; second, the planning of general curriculum in 

green/environmental topics; third, the establishment of green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in a campus; fourth, education and promotion for students and staffs regarding to 

related activities.  Continued review and improvement of the above factors will 

eventually accomplish the vision of a sustainable campus.  These concepts and 

experiences shall work as useful references for other universities constructing 

sustainable 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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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地球暖化」(global warming)已是全球性的问题，也是身为世界公民之一

员不可忽略的议题。过去 10 余年来，台湾的温室气体排放成长的速度几乎是

世界之冠，2006 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是 1990 年的 2.4 倍。「地球暖化」除了

加剧台风、豪雨、干旱等灾害强度，造成人类生命、财产的损失外，更对环境

生态造成严重之浩劫。以外贸为导向的台湾，还将因环境议题面临国际社会的

重大压力，并有可能在全球气候的新经济中惨遭淘汰。 

因此，2008 年 6 月台湾的行政院发布「永续能源政策纲領」，提出永续

能源政策的推动纲領，实质由「能源供应面」的「净源」与「能源需求面」的

「节流」做起。而其中「节流」方面则与学校有直接关系，推动纲領中明订各

学校单位应推动实质节能减碳措施，未來各年用电用油以负成长为原则，并以

2015年（计 7 年）累计节约 7%为目标。并推动全民节能减碳运动，倡导全民

朝「一人一天减少一公斤碳足迹」努力[1]。 

有鉴于此，近年来台湾的教育部于大学校院推动以「永续发展」为愿景的

各类活动与计划，包括「永续校园」及「绿色大学」等。大学「永续发展」的

概念最初的发展，事实上是为了减低大学在运作时对环境的不良影响。后来逐

渐延伸至发展环境教育，以提升所有人员的环境意识，将永续发展与环境保护

的观念融入于大学的教育中，充分发挥大学教育的功能。此外，大学也应不断

地审视自己的内部经营管理与外部环境，拟定改进策略与行动方案，降低学校

对于环境的冲击，最终回馈到小区与社会中。 

贰、国际永续校园推动相关组织与行动 

国际社会中，永续校园或绿色大学的观念可由许多重要的国际宣言追溯

起，其中最早的可溯至 1972 年的「斯德哥尔摩宣言」(The Stockholm 

Declaration)，其中就包括了高等教育的永续性观点。此外，如 1990 年的「塔

乐礼宣言」(The Talloires Declaration)、1991 年的「哈利法克斯宣言」(The Halifax 

Declaration)、1992 年的「二十一世纪议程」(Agenda 21)、1993 年的「京都宣

言」(The Kyoto Declaration)、1993 年的「斯温席宣言」(The Swansea Declaration)

及 1993 年的「哥白尼宪章」(The CRE-Copernicus Charter)等。各宣言中皆指出

以「永续发展」为愿景的高等教育机构，需结合政府与民间的力量，由大学校

长或领导人发起，动员学校全体人员，自愿性的实行环境行动计划，肩负起对

目前及未来世代重要的责任与义务。各宣言与绿色大学相关意涵，如表 1 所示。 

各宣言的推陈，更带动相关组织的成立。由塔乐礼宣言后持续的发展，设

立了国际组织「大学领袖推动永续未来协会」，至今持续推动大学等高等院校

之永续发展与绿色化。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已经有超过 40 个国家逾 350 所大

学的校长或领导人签署塔乐礼宣言[3]。哥白尼宪章则在 1993 年于巴塞罗那，

由「欧洲学校领导人研讨会」中提出，「哥白尼宪章」的目标为大学经由经营

策略降低对环境的破坏，将环境观点融入大学教育中，提升环境意识。并成立

了「国际大学联网组织」，至今已经有 36 个国家、超过 500 所大学或高等学

院签署哥白尼宪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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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绿色大学相关宣言一览表 

公元 宣言 绿色大学相关之意涵 
1972 斯德哥尔摩宣言- 

The Stockholm 

Declaration 

强调由小学到成人阶段皆须接受环境教育。 

1977 第比利斯宣言-Tbilisi 

Declaration 

环境教育应提供于所有年龄层与所有层级的学院，以正式或非正

式的方式传递环境教育，并且应加入环境与永续等有关议题于一

般大学的架构中。 

1990 塔乐礼宣言-The 

Talloires Declaration 

第一个宣言明确表示大学的管理阶层必须承担高等教育朝向永

续发展的义务，强调大学的领导者应提供领导和支持，动员内外

部资源以面对紧急的挑战。 

1991 哈利法克斯宣言-The 

Halifax Declaration 

强调大学对于永续发展之行动的重要，认定大学在改善环境损坏

上扮演着领导角色，并且大学小区也必须重新思考与建构环境方

针以促进永续发展于当地、国家更甚至是国际层级。 

1992 二十一世纪议程
-Agenda 21 

首先再度确认过去大学永续性的方向，并再度肯定第比利斯宣言

所提出的三个主要目标，即朝向永续发展的再教育、增加公众环

境议题的认识与促进教育者的环境训练，最后强调世界对于环境

的认识缺乏，需透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教育解决环境不永续的状

态。 

1992 里约宣言-Rio 

Decla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需于每个教育程度阶段的课程结合永续发展，在全国性的标准

上，每个个体都应适当的接触环境议题。 

1993 京都宣言-The Kyoto 

Declaration 

要求大学提出更清楚的视野于使大学的内部达到永续性，并要求

国际性大学小区必须创造特定的行动计划以达成永续发展的目

标 

1993 斯温席宣言-The 

Swansea Declaration 

主张大学具主要的责任，是帮助社会发展成环境安全与文明的世

界，并再次重声了许多大学永续性宣言，包括大学需重新审视内

部运作与全体人员的伦理责任，最后也请求富裕国家的大学，可

以援助世界各地不富裕的国家发展大学环境永续计划。  

1993 哥白尼宪章-The 

CRE-Copernicus Charter 

大学应创造永续社会的领导，设立新的环境价值于高等教育小

区，并强调关键在于扩大公众服务、环境知识和鼓励合作关系。 

1997 塞萨洛尼基宣言
-Thessaloniki 

Declaration 

重申教育的再定位应使整体朝向永续包括了所有正式与非正式

教育的所有层级，不只是教育小区，也是政府、财物机构和其他

所有的参与者的责任。 

2000 地球宪章-Earth Charter 将永续生活方式所需的知识、价值观和技能纳入正规教育和终身

教育，促进艺术、人文以及科学对永续发展教育方面的贡献。 

2001 吕内堡宣言-Lüneburg 

Declaration 

教育利用所有的形式呈现对永续发展不可缺少的角色，而高等教

育则具有催化剂的角色，具有特别责任带领学术和科学研究产生

新的知识，培养明日的领导者和教师，以艺术知识的状态为基础

呈现永续发展教育的质量，并不断检视与更新课程和教学的教

材。期望高等教育发展有创造力和包罗万象的永续性计划。 

2002 Ubuntu 宣言-Ubuntu 

Declaration on 

Education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响应吕内堡宣言在高等教育永续发展的内容，并强调高等教育在

发展和支持所有教育发表永续发展的关键性挑战宣告具不可缺

少的角色，并要求教育率先加强永续发展相关的科学和技术教

育，设法为永续发展制造完整的解决方案，并动员小学、中学、

大学、技术学校和机构促进永续发展。 

数据源：教育部绿色大学信息网 

除了「大学领袖推动永续未来协会」与「国际大学联网组织」二个组织外，

也有其他国际组织致力于推动绿色大学理念(如表 2)，其对绿色大学的发展也

有诸多贡献。这些机构与组织重要的工作策略之一，即是藉由合作与交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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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绿色大学的知识与经验推广。它们的工作重点皆强调「合作」的重要性，无

论是组织或学校间发展计划的合作、信息的相互交流、学校与小区的伙伴关系，

或是联网组织的发展，都强调相互合作所创造的力量。 

表 2 国际间永续校园组织与团体一览表 

组织与团体  工作目标与内涵  

全球高等教育迈向永续性伙伴团体
-Global Higher Education for 

Sustainability Partnership [GHESP] 

结合四个国际间重要的机构的力量，致力于大学与高等教

育制度朝向永续发展，以响应「二十一世纪议程」的第三

十六章，「以教育改善人们处理环境与发展议题的能力」。 

大学领袖推动永续未来协会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Leaders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 [ULSF] 

主要的焦点放在大学的教学、研究、经营和扩大服务范围

至世界各大学，透过提倡、教育、研究、评估、会员的支

持和国际间伙伴团体等各种方式促进永续教育，ULSF 也

协助与促进塔乐礼宣言的签署。 

国际大学联网组织-Cooperation 

Programme in Europe for Research on 

Nature and Industry through 

Coordinated University Studies 

[CRE-COPERNICUS] 

利用网络工具提供管道促进永续发展的讨论和签约学校

可以更进一步的履行永续发展，使永续发展的原则可以被

大学持续推动，凝聚欧洲大学间的力量和动员邻近小区，

建造永续标记。 

澳洲迈向永续性校园协会-Australian 

Campuses Towards Sustainability 

[ACTS] 

协助澳洲大学间分享环境管理的知识与技术以缩小大学

的生态足迹，推动跨州或跨校间的计划发展，促进大学间

的经验交流与学术整合。 

促进高等教育永续发展协会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ustainability in Higher Education 

[AASHE] 

促进美国和加拿大高等教育朝的永续发展方向前进，主要

针对人类、生态健康、社会正义、安全的生活和提供更好

的世界给下一世代等永续议题，透过课程的管理经营与利

用教育、讯息交流、研究、专业发展等扩大服务范围，联

合小区推动高等教育的永续发展相关计划。 

第二自然机构-Second Nature [SN] 提供大学、学院或协会机构咨询服务，促进与实现真实的

永续高等教育制度，强调永续教育和实践的制度化，全体

人员与课程的发展，永续性的计划、经营和设计，更合适

的采购，当地和地区性小区的共同合作。 

高等教育永续性伙伴团体-Higher 

Education Partnership for 

Sustainability [HEPS] 

由 18 个英国高等教育机构所组成的，透过经验交流和发

展议程，帮助各自的实践战略目标。 

环境卓越校园联盟-The Campus 

Consortium for Environmental 

Excellence [C2E2] 

以美国为基础的机构强调建立与改善高等教育的环境管

理，透过环境专业网络、信息交流、专业资源和工具的发

展、促进创新管理模式等方式，实践校园管理承诺、环境

管理和主动行动。 

数据源：教育部绿色大学信息网 

参、台湾永续校园之推动 

在台湾，对永续校园的推动，依据其属性或对象约可分「绿色学校」、「永

续校园」及「绿色大学」等三区块，虽名称略有差异但其精神与内涵皆以校园

永续发展为最终之目标。 

台湾有关永续校园之推动，各级学校初期仅是因应政府部门规定办理；亦

即只为符合法规之规定，并处于被动而进行相关工作或活动之推动。直至2000

年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环境教育研究所推动「绿色学校」，并于同年7月建构「台

湾绿色学校伙伴网站」(如图1)，由各级学校自动的登录及提报，只要上网登

录各学校的基本数据即可成为绿色伙伴学校。这个计划主要是提供绿色学校的

愿景，且藉由分享彼此的理念与作法，以鼓励带动校园内的绿色风潮，对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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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发展，并未一一去审核正名，而是基于「相信每所学校都是有潜能，能够

按照自己的特长、地区特性来经营，只要给予一些点子或讯息、鼓励的环境，

他们就会按照自己的步伐向前迈进」的理念来经营[5]。至今绿色伙伴学校已

超过2,500所，且也遍及台湾的每一县市、乡镇，可说已达遍地开花之成效。 

 
图1 台湾绿色学校伙伴网站 

绿色学校从环境教育出发，强调心灵环保及师生共同参与，并且表现在学

校的「环境政策与管理计划」、「校园建筑与户外空间」、「教育计划与教学」及

「师生的生活」等四个面向。过程中注重「生态思维、人性关怀、伙伴关系、

行动学习、资源交流」，期望指引参与学校的师生依照自己的现况、学校的能

力及资源，选择部分面向来主动改善，并以伙伴精神相互的鼓励、提携、资源

相互交流[ 6 ]。目前台湾绿色学校主要参与成员为中小学，其宗旨为协助台湾

学校体系内的每一个份子，包括学校行政人员、教师、学生、家长，一起学习

如何把学校建立成一个合乎生态永续原则的绿色学校。其目的是透过「网站希

望树」的奖励机制，使各校发展累积之经验、知识及资源的相互分享交流，带

动学校能自动自发，对校园及小区的空间、生活、教学、政策的进行调查了解，

并采取改善行动，使学校成为一个绿色学校。 

然面临新世纪的来临，各国莫不积极思考地球环境生态共生共存的问题，

即为「永续环境」议题。台湾全面向永续环境与生存发展迈进的同时，亟须透

过校园建设改造转型，将既有的校园改造成具有永续教育功能与环境永续发展

性，俾提供更好的教学环境。为达成永续发展的目标，台湾规划「挑战 2008 —

六年国家重点发展计划」，由教育部规划的「永续校园推广计划」，从2002年开

始推动。为因应全球暖化议题及世界能源危机，以及台湾政党轮替，2009年6

月5日世界环境日行政院通过并公布「永续能源政策纲領」，其政策目标为永续

能源发展应兼顾「能源安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以满足未来世代

发展的需要。台湾自然资源不足，环境承载有限，永续能源政策应将有限资源

作有「效率」的使用，开发对环境友善的「洁净」能源，与确保持续「稳定」

的能源供应，以创造跨世代能源、环保与经济三赢愿景。政策纲领中要求各级

学校未来一年用电、用油负成长，并以2015年累计节约7%为目标。在相关的

配套措施方面，则提出扎根节能减碳环境教育，推动全民教育倡导及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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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绿校园等愿景。同年8月6日，台湾核定实施「政府机关及学校全面节

能减碳措施」，更具体地设定学校节约能资源之目标与实施办法。  

永续校园计划包括硬件与软件两方面的改造。在硬件方面，含括「生态环

境恢复与维护」以及「永续建筑」两大项目(图2)，从了解自身校园地域、文

化、历史与生态等特色，从而创造出完全不同且多样的校园环境；而在软件方

面，配合九年一贯课程实行，各校对应校园环境改造，创造出各校教学特色的

教学教材，未来更可配合邻近不同教育特色的学校，形成紧密的环境教育联络

网。 

 
图2 永续校园改造架构图[7] 

永续校园在软件面以永续发展的环境出发，硬件面则可落实永续建筑技

术。除建立省能、省资源、健康、舒适的校园建筑及生态环保回收利用之校园

环境外，亦能建立本土永续校园技术应用与评估实例，以整合成省能环保健康

之校园环境应用技术，提供未来国内永续校园规范依据。并且从校园出发推动

小区再造方案，以校园公共空间作为示范，利用居民参与方式获致邻里小区认

同，具有突显地域特色、顺应环境条件、凝聚小区意识等效益，创造出各小区

与校园紧密结合之生态教育示范小区。而该示范校园，亦同时呈现教育改革之

理念，即为理想九年一贯课程试行示范学校，回归教育改革方针，同步为永续

教育播下种子。从 2002 年推动「永续校园推广计划」，至今（2010）年全台

湾已有 790 校次(包含中小学及大学)参与本计划。各年度参与学校，如表 3 所

示。 

表3  参与永续校园推广计划校数一览表 

年度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校数 26 154 93 148 105 84 62 64 54 

合计 790 

数据源：教育部永续校园网站 

由于一所大学对于环境所造成的冲击，往往是数十所甚至数百所中小学之

总和，因此大学是否成为绿色学校相当重要。台湾各大学投入环保、节能减碳

等永续环境工作已多年，并已获得初步成效。为了与国际接轨，2004 年 6 月 5

日国立高雄大学签署「塔乐礼」宣言（The Talloires Declaration），除了成为

台湾第 1 所国际绿色大学，更掀起各大学参与国际绿色大学相关组织活动之浪

http://www.moeaboe.gov.tw/opengovinfo/laws/saveenergy/lsavemain.aspx?pageid=l_save_22
http://www.moeaboe.gov.tw/opengovinfo/laws/saveenergy/lsavemain.aspx?pageid=l_save_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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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国立高雄师范大学亦于 2005 年签署该宣言。为加速推动绿色大学，教育

部于 2009 年 6 月 4 日世界环境日前夕，举办「我国绿色大学示范学校签署塔

乐礼宣言」记者会，召集国立中正大学、元智大学、台北医学大学、国立高雄

大学、清云科技大学、朝阳科技大学、国立勤益科技大学、慈济大学、义守大

学、国立嘉义大学、国立暨南国际大学、国立台南大学及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等

13 所绿色大学示范学校校长签署「塔乐礼宣言」，表达台湾与各大学迈向绿

色永续与低碳校园的决心。本活动已引起台湾其他大学的效法，后续已有多所

大学自愿性的自行参与该组织之签署[8]。 

肆、朝阳科技大学推动永续校园相关措施 

落实校园之永续发展除应进行硬件设施改善外，并必须从制度、教学课程

及人员教育倡导等方面着手，以提升全体教职员工生之认知，落实永续观念。

以下分别就朝阳科技大学永续发展之策略、组织、管理系统、课程倡导及设施

改善等方面说明推动永续校园之措施。 

一、制定永续校园发展策略 

依据陈永昌（2002）研究，将绿色大学系统指针分成环境系统、环境

管理及环境教育等三大面向，其中共 12 个主指标，51 个次指标作为绿色大

学评量指针系统之建议指针[5]。朝阳科技大学根据其永续校园发展特性，

将绿色大学建构分为「环境管理」、「能资源管理」、「安全卫生管理」

及「灾害防救管理」等四大面向，并透过「管理系统导入」、「设施改善」、

「课程规划」与「活动推广」等四大措施，形成建构绿色大学发展策略，

如图 3 所示。 

 
图 3  朝阳科技大学永续校园推动策略图 

为使推动永续校园成效具可量测性指标，于推动绿色大学「永续校园

行动方案」时，将行动方案分为六大主题，分别为管理系统、环境质量、

能资源使用、安全卫生管理、环境教育、校园安全卫生管理、环境教育及

校园生态与人文环境，并订定相关对应指标，以作为推动绿色大学成效检

讨时之参考指标[8]。其推动绿色大学主题及指针，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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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朝阳科技大学推动绿色大学主题及指针 

主题 指标 单位 

管理系统 

成立管理组织数 

完成作业程序数 

导入管理系统数 

管理组织数 

作业程序数 

管理系统数 

环境质量 

污水排放量 

指针污染物排放量(空气

质量、噪音、地下水质) 

化学废液产生量 

体积(立方公尺／天) 

重量 

 

重量 

能资源使用 

电力使用量 

再生能源使用量 

油料使用量 

用水量 

水再生利用比例 

千瓦小时(或卡) 

度数 

公升 

度数(立方公尺) 

百分比 

安全卫生管

理 

职业灾害数 

职业病害数 

校园安全事故数 

危害物质使用量 

危害物质存量 

危害机具数量 

次数及严重度 

病例及严重度 

次数 

重量 

重量 

个数 

环境教育 

永续教育课程 

永续社团活动 

永续小区服务 

时数 

参与人时 

参与人时 

校园生态与人

文环境 

绿覆率 

容积率 

总承载量 

可透水面积 

生物物种数 

百分比 

容积／单位面积 

师生人数等 

百分比 

物种数 

         数据源：朝阳科技大学校园环境报告书(2009) 

二、设置永续发展专责组织 

朝阳科技大学以学校一级单位之总务处及环境安全卫生中心做为推动

永续发展之专责组织，并结合教务处、通识教育中心及学生事务处等单位，

分别从「永续课程规划」、「永续活动推动」、「校园永续环境建置及改

善」等方面着手，透过学习、生活体验，使师生「由内而外」将绿色永续

观念融入日常生活中。 

除由一级行政单位负责永续校园推动外，并设置「朝阳科技大学绿色

大学推动委员会」之任务编组组织，协助永续校园工作之推展。借助学校

设有建筑、环境工程与管理等绿色永续相关系所之优势，提供相关专业知

识之咨询。另外，寻求外界资源强化学校推动绿色永续校园。其推动绿色

大学组织结构，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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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朝阳科技大学推动绿色大学组织结构 

三、导入环境管理系统 

为推动绿色永续校园，由校长签署朝阳科技大学「环境政策」以宣示

迈向绿色大学之决心。再者，为使环境管理更有制度化，朝阳科技大学导

入 ISO 14001 环境管理系统，依据各项作业订定相关程序书，及定时检视

目标、目标达标率，每年并订定管理改善方案、进行内部查核及外部查核

等(图 5)。采取主动式管理，透过 PDCA 持续改善，降低环境危害风

险，使环境管理制度化更臻完善。 

 
图 5  ISO 14001 环境管理系统运作图 

朝阳科技大学推动节能减碳工作多年且已获初步成效，为了解校园内

各类设备、设施碳排放情形，自 2009 年起导入 ISO 14064-1 进行「校园温

室气体盘查」，并以 2008 年为排放基准年。藉由校园温室气体盘查，可进

一步了解校园各部门、设备对温室气体的贡献量，以使规划温室气体排放

减量时，得以根据其难易度、重要性等因素进行削减计划。温室气体盘查

运作程序，如图 6 所示。从台湾针对 5 所大学进行 2008 年温室气体排放盘

查结果显示[9]，大学校园温室气体排放最大宗为电力排放占整体排放量

85%以上，其次为化粪池约占 5%，其余则依据各校特性而有种类及程度不

同之排放量。 

 
图 6  温室气体盘查运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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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与教育倡导 

除管理制度与硬件设施的投入与改善外，人员对绿色永续的态度与行为

才是绿色大学推动成功与否之关键。朝阳科技大学为使教职员生对「绿色

永续」具基本之概念与认知，除开设相关课程外，并实施「劳作教育」与

举办相关倡导活动，透过全员参与，以使推动绿色大学能达事半功倍之效。 

在课程规划上，朝阳科技大学于相关系所开设绿色永续相关专业课程，

并广泛开设绿色与永续相关通识课程。例如设计学院将绿色、环保、永续

的观念纳入建筑与产品的设计中，大幅开设相关领域课程，并且开设「绿

色科技创意设计」、「绿色产品设计学程」等次专长供学生修习。另外，

通识教育中心也于每学期开设「环保与生活」、「环境与生态」、「安全

卫生管理」及「防灾概论」等选修课程供学生修习。 

除永续专业与通识课程之开设外，朝阳科技大学要求学生必修零学分

「劳作教育」课程，其内涵包含生活教育、环保教育、品德教育与服务教

育。透过平时修习劳作教育，让学生从动手整理学校环境的过程中，培养

学生「爱校惜物」、「勤劳动手」、「将心比心」、「互助合作」的良好习惯，

进而养成学生对自己求学以及生活环境应共同维护的责任心。其执行劳作

教育分为「基本劳作」、「团体劳作」及「劳作教育日」。其中劳作教育日由

校长带领全校教职员生清理校园及校外街道环境，透过全校「劳作教育」

的实施，除可凝聚师生爱校外，并可透过「做中学」达到爱整洁、保护环

境的目标。另为使「做环保」深植每位学生心中，老师于每节下课前一分

钟讲解环保永续重点，并提醒同学随手关灯、关水，以及清理座位周围环

境。 

除此之外，每年举办各式环保永续相关活动，供师生参与，举凡倡导

活动、研讨会及各项竞赛，以使绿色永续的观念能落实于生活中，甚或转

换为习惯及态度。除校内活动外，近年也将倡导对象拓展至附近中小学及

小区民众，如协助中小学永续校园改造计划及小区民众环境教育倡导等。 

五、布建永续基础设施 

为推动绿色大学，订定各类办法规定，并从课程、师生活动等各项软件

方面着手外，投入相关硬件设施布建，透过软硬件的相互配合，使永续校

园配套更为完整。 

(一)设备管理信息化：利用信息科技与网络技术将校区用水用电等能资源使

用纳入管控系统，可随时掌握每一空间能资源使用情形，使能资源使用

合理化。另外也将消防、门禁及视讯监控等管理系统整合，使永续校园

管理系统信息化。 

(二)设备汰旧换新：逐年有系统的将耗能较高之设备汰换成效能较佳且符合

环保、节能标准之设施、产品。并且由专人定期巡检各设备，发现异样

立即改善，以免造成能资源之损耗。 

(三)回收再利用：除一般资源回收物外，于校区建置落叶堆肥区及厨余处理

设施，将原废弃物转化成有机肥并作为土壤改良剂；广设中水、雨水回

收系统以降低对原生水之依赖。且考虑传统能源对环境之危害，于校区

内布建水力发电、太阳能等再生能源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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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植树减碳：藉由大量植栽除可降低地表吸热量外，并可因树木对二氧

化碳的吸收，降低校园整体温室气体排放，甚至达到「零碳排放」之

目标。经过多年的努力，于校园内种植了超过 70,000 棵树木，目前绿

覆盖率高达 94.43%(表 5)，使本校达成「校园森林化」之目标。 

表 5 朝阳科技大学绿覆盖率计算一览表 

校地面积(甲) 
校舍建筑面积+运动

场面积(乙) 

校园内全部绿化种植垂直投影面

积加计草皮覆盖面积(丙) 

校园绿化覆盖率(％) 

丙/(甲－乙)100% 

664,087m
2
 47,820m

2
 581,116m

2
 94.43 

伍、结论 

受到全球暖化与极端气候影响，以及能源逐渐匮乏，人类生存已面临严

重考验。近年，各国无不将「永续发展」(sustainability)视为重要课题，当然

大学无可避免的也要承担起应有的责任与义务。因此，大学在追求教学研究

与经营卓越的过程中，也应同时兼顾永续校园的发展。 

1999 年 9 月 21 日台湾发生百年大地震(集集大地震)，造成建筑物严重

受损，其中校园建筑更是损坏严重，社会各界鉴于过去校园规划不符合永续

观念，因此纷纷提出新的校园规划理念，台湾教育部整合各界意见，提出「新

校园运动」，明确指出建构「永续发展之绿色校园环境」的目标，除透过硬

件建筑的更新外并将环境教育及生态校园等概念融入其中。为达成目标，

2002 年行政院规划「挑战 2008-六年国家发展计划」，由教育部规划「永续校

园推广计划」以建构一个进步、安全、卫生、健康、人性化的学习环境空间。

2009 年 6 月 5 日为因应全球气候变迁及提倡节能减碳，台湾公布「永续能源

政策纲領」，就学校而言除延续「永续校园推广计划」外，其整体政策目标

为永续能源发展应兼顾「能源安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以满足

未来世代发展的需要。 

因政府部门的推波助澜，使「绿色学校」、「永续校园」推动逐渐在台湾

成为一股潮流。朝阳科技大学在推动永续校园方面经过多年的努力，已有不

错之成效，从校长签署「环境政策」、「塔乐礼」宣言（The Talloires Declaration），

及教职员生推动绿色永续校园坚定的意志与决心，并透过「管理系统导入」、

「永续课程规划」、「永续活动推动」、「校园永续环境建置及改善」等方面着

手，「身教」、「境教」建立师生永续观念之习惯与态度，进而影响附近中小

学、小区及社会推展永续事务。其经验应可做为有意建构与推动绿色学校永

续校园之学校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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