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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節約能源執行小組            

109 年度第 1 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09 年 5 月 6 日(星期三)上午 9:30 

會議地點：本校和平校區行政大樓 6 樓第 4 會議室 

出席人員：詳見簽到簿(請參閱附件) 

會議記錄：總務處環安組行政助理蔡宥秀 

主席：吳校長連賞 

 

壹、 主席致詞： 

    感謝諸位撥空出席本次會議，關於節能方面仍請各單位協助宣導,記得若不需使用

相關電器或冷氣空調記得關閉，尤其是這次高醫賴院長家中嚴重火災事件，實在令人

感到惋惜，請大家引以為鑑，提高警覺加強用電安全，離開一定關電關冷氣。我有次

跟學務長及教務長參加新生懇親會，看到藝術學院大型教室下課下班後，冷氣一直開

著到隔天上班沒關或理學院一些實驗室或教室都沒人了，全部燈火通明而且冷氣還一

直開著，都很浪費能源，所以請各學院請加強下班前關閉電源巡檢工作，亦請總務處

要求校內駐衛警巡邏時再次協助巡查處理。另今年度因疫情關係，學校很多營運收入

或開班收入減少很多，所以預計邀請副校長及各院處主管召開會議，以研商學校如何

更加開源節流之長期措施及方案，使學校運作經費之支出與收入能逹成平衡，俾利校

務之推動可順利發展。 

 

貳、 上次會議執行情形報告：（請參閱附件） 

有關進修學院因上課需求在教育學院教室設置冷氣事事補充說明：冷氣設備依學

校管理規定由教空間管理單位負責財產保管，使用期間之使用情形由使用單位管

理。 

參、 工作報告：總務處環安組林文章組長(請參閱附件簡報檔) 

肆、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總務處環安組 

案由：回復於教育大樓五樓增設 1台飲水機，請討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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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育大樓五樓與行政大樓互不相通走廊又長，教育有 7 間且又有多間不同系所之

教研究室，原五樓之東西側各置有一台飲水機（合計二台），因節電措施目前僅

保留東側一台，近西側教室上課師生需至 4 樓取水造成師生不便。 

二、 教育大樓使用教室之班級涵蓋眾多系所，且教室日夜之使用率高，學生及教師數

眾多，建請考量人數流量於教育大樓五樓西側增設一台飲水機。 

決議： 

請總務處營繕組先行評估調動和平校區行政大樓樓層之飲水機，倘無法調動則評

估新增機台之可行性，並擇一方案彈性協助教育學院處理。 

 

提案二                                        提案單位：總務處環安組 

案由：教育部來函請汰換使用超過 9 年以上之老舊空調設備並按月將結果於指定網站

填報之後續辦理情形，請討論。   

說明： 

一、本校目前二校區現有冷氣統計如下： 

 

 

 

 

 

 

二、目前二校區現有冷氣 90 年以前的統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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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辦：發文給上述 16 台使用單位請其以下列三種方式擇一處理： 

一、 該機過於老舊且耗能不符環保效益,擬 109 年年底前辦理報廢不再使用。 

二、 該機尚可使用,因無中央空調或中央空調冷氣不足，擬每月定期清網保養，預計於

2 年後再汰換。 

三、 擬於 110 年編列預算汰換。並將辦理情形送營繕組上網更新申報。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總務處環安組 

案由：教育部來函請汰換安裝 LED 燈具並按月將結果於指定網站填報後續辦理情形，

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教育部 109年 3月 13日臺教高(三)字第 1090036929號函辦理。 

二、 行政及教學部分已於 102年汰換為 T5部分於 107年汰換為 LED，宿舍部分尚未全

數換裝請權責單位逐年編列預算接續辦理汰換作業(108-1節能會議，營繕組) 

三、 兩校區宿舍燈具及燕巢路燈汰換，營繕組已提送經濟部能源局 109年「節能績效

保證專案示範推廣補助計畫」申請，計畫執行為 8 年，總計畫經費為 9,993,855

元，能源局補助上限為$1,998,771元。(108-2節能會議，營繕組) 

擬辧： 

一、 預計將 107-109年各燈具汰換之數量於計畫完成後上傳至教育部申報網站。 

二、 由環安組派員協助清查後送營繕組確認後上傳網站更新。 

決議：照案通過，請總務處環安組派員協助清查後，送總務處營繕組確認後上傳網站

更新。 

 

提案四                                           提案單位：總務處環安組 

案由：宿舍區部份飲水機以不提供冰水之調控節能方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近年本校各棟大樓推行用電向主自管理，各棟訂立目標值情形尚良好，惟少數宿

舍區成效稍差。 

二、 經本組與學務處生活輔組討論，可參考其他學校之飲水機設定不供冰水之節能方

案，來提昇本校宿舍區之節能成效以期達到節電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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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校和平校區宿舍飲水約 40 台，燕巢校區約 57 台，若以同層樓 2 台以上飲水機

擇 1 台設定不提供冰水，則和平校區可擇 17 台、燕巢校區可擇 27 台來設定不提

供冰水，應可改善宿舍區之節能成效。 

擬辧：請生活輔組依說明三之原則，於各宿舍選擇不提供冰水之機台後並張貼公告（期

間為：十天），公告期間可對調，公告數量可依實際使用狀況調整，公告期滿後通知營

繕組辦理後續設定事宜。 

決議：照案通過，並請公告 10 天後試辦。 

伍、臨時動議： 

    審計部 108 年教育農林審計處審核意見：燕巢校區核有大部分土地閒置情事，允

宜檢討妥善規劃校區整體空間使用，以提升校區設施使用效能  

說明： 

一、 經查貴校燕巢校區校地面積約 511,655 平方公尺迄 108 年度已開發使用面積約

37,351.28 平方公尺，開發率僅約 7.30％。 

二、 又貴校 108 學年度和平校區學生約 3,535 人，平均每生使用樓地板面積為 29.19

平方公尺；燕巢校區學生約 1,824 人，平均每生使用樓地板面積高達 65.52 平方

公尺，為和平校區平均每人使用樓地板面積之 2.24 倍。又燕巢校區校地平均每生

使用 280.51 平方公尺，為和平校區每生使用校地面積 36.39 平方公尺之 7.71 倍。 

三、 復查燕巢校區 107 年度水、電費等合計 4,760 萬餘元，平均每生 2.62 萬元，為和

平校區每生 1.80 萬元(水、電等合計 6,367 萬餘元)之 1.45 倍。 

四、 綜上，貴校燕巢校區各棟建物自 86 年陸續完工啟用迄今已逾 20 年，惟因 5 學院

中僅 2 學院遷置於該校區（學生人數占比約為 34.04％），且大部分行政單位均留

置於和平校區，燕巢校區校地開發率僅約 7.30％，使用情形欠佳，允宜檢討妥善

規劃 2 校區之整體空間使用，積極提升校區設施之使用效能。 

擬辧： 

決議：燕巢校區活化需要大家多多宣導，未來在和平校區之活動可鼓勵多利用燕巢校

區辦理，如環教所為環境教育認證機構之種子師資培訓機構，去年也辦了屏東及

高雄市的環境教育人員訓練班，未來有許多活動可多利用燕巢校區來辦理；另關

於科技學院院長提出燕巢校區餐廳周末供餐與相關燕巢校區活化方案建議，及與

各位所提出目前燕巢校區活化措施創意方案如：高級飯店的ＢＯＴ、文萃樓變成

四星級飯店、燕巢校園再美化、體育館、露營區加青少年運動競技場、貨櫃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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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休閒區、葡萄酒觀光工廠、世界級泥火山戶外教學、科技化校區的發展、路跑

活動規劃、花季搭配小農經濟等都是很好的創意(如以下簡表)，感謝提出，將列

入後續改善評估參考。 

     請各位再集思廣益研擬相關活化燕巢校區空間使用方式與提升校區設施之使用

效能。另應積極改善燕巢校區吃的問題尤其是周六日供餐的穩定。為吸引客源，

請全家便利商店設置醒目招牌於燕巢校區適當之處。 

*活化燕巢校區具體建議與構想表，惠請各單位參考並協助規劃 

建議或構想 擬規劃單位 

1.環境教育認證機構(種子師資培訓) 科學教育暨環境教育研究所 

2.辦理國際級環保雕塑藝術作品展 藝術學院/總務處 

3.籌劃葡萄酒觀光工廠 創新育成中心/生科系 

4.世界級泥火山戶外教學與解說員培訓 地理系及科環所 

5.特色花季結合小農經濟活動 總務處 

6.高師大風鈴木節(或其他具特色的節日)活動 學務處 

7.規劃露營區與青少年運動競技場 總務處/體育室 

8.高級飯店 BOT或將文萃樓變身星級飯店之規劃 總務處 

9.規劃科技化校園吸引廠商進駐 總務處、科技學院、理學院 

10.規劃燕巢校區及其周邊各種特色路跑活動 體育室 

11.教職員工每年 500 元文康活動補助鼓勵在燕巢區

消費 

人事室 

12.規劃設置文創貨櫃屋休閒區 文創中心 

陸、相關討論 

 一、宿舍區芝心樓之用電部分請再做確認(是否已扣除麵包店用電)，另針對宿舍區之

大樓用電評估，下次增加以總用電量除以總寢室量來評估並進行比較分析。 

 二、請持續加強宣導節能減碳及相關節能方案之執行。 

柒、主席結論 

  感謝諸位撥空與會，這是一個開放式溝通管道，歡迎大家提出不同建議方案，集思

廣益研擬相關活化燕巢校區空間方案。 

柒、散會：同日上午約 11 時 50 分前會議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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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08 年第 2 次節約能源執行小組會議執行情形報告表(上次會議) 

 

提 案 討 論 承 辦 單 位 執 行 情 形 與 結 果 

一、 修正「國立高師大學生宿舍寢室冷

氣使用公約」。 

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關於計價爭議部分，目前公告之宿舍冷

氣使用公約中有關收費規定，原則同意暫

時採用每度電 3 元計價之修正。 

(三)宿舍冷氣卡軟體系統故障問題之因應

解決方案，將採用更新或重建，請總務處

、學務處及圖資處另案討論並召開會議專

案處理評估。 

   總務處營繕組 

   圖資處 

   學務處 

總務處營繕組： 

部分宿舍系統故障部分係已配合需求

單位需求以調整節線方式辦理，目前

已排除。惟電錶系統使用已逾5年以

上，後續亦請需求單位考量經費情

況，規劃整體更新之調整來因應。 

圖資處： 

配合提供技術支援。 

學務處： 

已購買一定數量冷氣卡機備機，於故

障時進行更新換機。 

二、 教育部來函請汰換使用超過9年以

上之老舊空調設備並按月將結果於

指定網站填報之後續辦理情形，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總務處營繕組 

總務處營繕組： 

配合措施辦理，另和平校區新建大樓

增加之樓地板面積 7232M2，並請併入

調整。 

總務處環安組： 

本案業已於 109 年 3 月 9 日發函請各

相關單位協助辦理(高師大總環字第

1091001750 號)。 

相   關   討   論   摘   要 承 辦 單 位 執 行 情 形 與 結 果 

一、關於進修學院因上課需求建請中央空

調延長開放時間，經主管會報裁示請總務

處與進修學院協調研議室內冷氣空調管控

之彈性作法。 

決議： 

(一)短期內為配合上課需求原則個案同

意，長期部份配合學校節電策略，教育大

樓改以增設分離式冷氣並加裝插卡式管控

系統處理。 

(二)請進修學院進行經費編列規劃(本案

經費來源為學校經費)，並會辦教育學院與

總務處進行專案處理。 

   進修學院 

   教育學院 

   總務處營繕組 

 

進修學院： 

已依營繕組提供的估價單，辦理請購。 

總務處營繕組： 

已配合進修學院提出之申請經費，分

別辦理電力配電、裝置冷氣機等作

業，因上課因素冷氣機安裝預定 7月

才能安裝完成。 

二、關於主計室提出審計部近期將蒞臨燕

巢校區進行查帳，請總務處營繕組與事務

組協助近期空調與工程與環境整潔(包含

清潔致理大樓2樓茶水間之流理台公共使

用區域)，以提升學校良好友善校園形象 

   總務處營繕組 

   總務處事務組 

總務處營繕組：已配合辦理。 

總務處事務組：遵照辦理。 

三、藝術學院請加強宣導記得關閉空調與

燈光，以避免造成浪費與不慎釀災。 
   藝術學院 

遵照辦理 

 

四、宿舍之相關修繕案部分敬請教官與舍

監多加協助學生之需求。 
   軍訓室 

遇有住宿同學提出宿舍之相關修繕問

題立即積極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