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製造業組

李泳龍 校長

財團法人私立長榮大學

事業簡介

本校成立於 82年，隸屬具 150 年歷史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以「全人牧育、長榮永續」為發展

使命，期以「深耕在地、連結國際、成為永續發展典範大學」為目標，在董事會及校長領導之下，全體

教職員工生團結一致，建立制度，開創辦學特色；目前設有管理學院、健康科學學院、人

文社會學院、資訊暨設計學院、永續教育學院、神學院、環境教育國際實驗學院、安全

衛生科學學院、美術學院 9 大學院及博雅教育學部，包括 34 個學系（含學程及進修學

士班）、17 個碩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1個博士班。

CJCU was founded in 1993 and is affiliated with the 150-year-old Presbyterian Church 
General Assembly in Taiwan; which committed to the mission of “Holistic Education and 
Sustainable Chang Jung.” The development goal of our university is committed to 
"Locally Engaged; Globally Connected, An Exemplary University with Sustainability 
Developmen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nd the President, all 
faculty, staff members, and students work together, establish the systems, and create 
its characteristics. CJCU has nine colleges, including the College of Management, 
College of Health Science,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llege of 
Information and Design, College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College of Theology,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Practice and Education for the Environment, College 
of Safety and Health Sciences, College of Fine Arts , and School of Liberal Arts 
Education, covering 34 departments(Including Degree Program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Classes), 17 master's programs(including master's in-service classes), 
and 1 PhD Program.

基本資料

網　　址｜  www.cjcu.edu.tw/

行  業  別｜文教業

員工人數｜ 760人

地　　址｜ 71101臺南市歸仁區長大路 1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82年 2月 11日

負  責  人｜李泳龍 校長

聯絡電話｜ 06-278-5123

產品或服務｜教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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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李泳龍 校長

團隊成員｜

孫副校長室： 孫惠民 副校長

吳副校長室： 吳佩芝 副校長

教 務 長 室：丁碧慧 教務長

總　務　處：黃琴芳 總務長

研　發　處：賴信志 研發長

環境保護安全衛生室：張振平 主任

安全衛生科學學院：陳秋蓉 院長

環保政策及理念

長榮大學校務發展以「深耕在地，連結國際，

成為永續發展典範大學」為目標，型塑綠色、安

全、國際化及多元特色的校園環境，從行政、教

學、研究以及產學結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融

入永續環保議題；「校園永續」策略面向提出綠

能永續校園、多元特色校園、生態正義等子計畫，

期能透過落實節能減碳、建置太陽能發電綠屋頂、

綠色運輸推動等計畫，逐步將綠色永續基因植入

校務發展規劃藍圖，展現本校致力於環境品質改

善之決心。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因應全球暖化，長榮大學以 2050 年淨零永

續為努力的目標，相繼成立社會責任推動辦公室

以及淨零永續推動辦公室，擬定全校環境政策，

從教學以及行政單位共同推動環境永續的策略、

持續精進永續發展的藍圖，定期追蹤降低環境衝

擊之管理方針、短中長期目標，落實環境永續的

願景，朝向永續發展典範大學邁進。

111年長榮大學 ISO 14064淨零人才培力計畫 
第二階段開訓

111年零碳轉型聯盟啟動暨第一屆數位碳盤查啟航儀式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為使水資源有效再利用，學校於第二教學大

樓南側增設雨水集水井，將所收集雨水及生活廢

水，利用地下筏式基礎貯存，再透過馬達抽取提

供園藝澆灌使用，最大貯存量可達 943噸；另外，

於第 3 及第 4 宿舍各設置乙只儲水桶，將空調冷

卻水塔循環溢水回收，提供澆灌使用，合計可貯

存 4 噸回收水；生態教育中心建置 5 只水撲滿，

收集屋頂雨水分別提供紙磚屋有機菜園及生態教

育中心綠地澆灌之用，合計可貯存 2.5噸回收水；

本校廁所沖水器改採二段式省水設備，節水率

33.3％；並定期宣導教職員生在日常生活中均須

養成省水省電的習慣，降低水資源浪費；110 年

全校總用水量共計 182,228噸，相較於 109年減

少 43,899噸。環境面管理政策，編列預算進行省

能設備建置以及 ISO永續人才培育課程，包括熱

泵暨冰水主機設備更新以及省能燈具更換，可達

總節約用電 1,106,918 度以及總 CO2減量 589.3

噸之效益，總平均節能率達 68.5％；此外建置太

陽能板裝置、電梯設置自動節電裝置、走廊加裝

感應式燈光、選購高效率低耗油公務車及鼓勵搭

乘大眾運輸通勤；積極落實節約能源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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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國際珍古德根與芽生態教育中心正式通過行政院
環保署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學校於 111 年申請通過「室內空氣品質自主

管理優良級標章」，積極推動室內空氣品質管理

維護計畫。本校有污水處理場 1 座，並依水污染

防治法申請取得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每日最大處

理量為 1,200 噸／日，最終排放之承受水體為二

仁溪。而廢棄物減量處理，均有專人進行妥善處

理，110 年資源回收總量為 12,960 公斤，較 109

年減少 900 公斤，比率為 6.94％。另外，學校資

源回收均委外回收再利用或進行變賣，並將其收

入回饋校務使用，提升各項教學及行政設備，達

校園永續經營之成效；或是透過實作課程將校園

廢棄物打造成課桌椅以及校園特色景點，以落實

廢棄物再生價值；定期舉辦二手物品義賣、二手

書籍特價拍賣。學生餐廳不提供免洗餐具、方舟

咖啡禁用一次性餐具，提倡減塑減碳的友善經濟

模式，110 年共節省 30,421 一次性飲料杯之使用

量。

111年長榮大學與台灣永續能源基金會簽署倡議書

四、環境參與

加入綠色辦公、推廣綠色環保集點、落實校

園綠生活、校園衍生企業方舟咖啡申請綠色餐廳、

國際珍古德根與芽生態教育中心通過環境教育設

施場所認證、與公部門合作落實環境教育及舉辦

多元環境倡議活動，例如倡議世界地球日、愛鄉

護水、根與芽動物嘉年華等等，積極推廣環境教

育參與，規劃一系列環教講座、工作坊、永續發

展目標 (SDGs)種子教師、永續人才培育等培訓課

程，打造國際綠色永續校園、邁向永續發展典範

大學之願景。連續 7 年（104 年 -110 年）舉辦根

與芽動物嘉年華，共計 84所學校，超過上千人次

參與；連續 6 年（106 年 -111 年）舉辦河川走讀

活動，共計超過上百人參與；110 年師生前往臺

南黃金海岸淨灘，清除 181.2 公斤垃圾；110 年

長榮大學根與芽行動學堂進駐巴克禮紀念公園，

辦理園內除蔓活動，共計清除 176.5 公斤藤蔓；

110 年響應世界地球日，於校內生態教育中心種

植 28棵樹苗。

110年根與芽動物嘉年華綠能生活“動”是 TOP

110年長榮大學宣示淨零碳排 TWCAE臺灣氣候行動博覽會

111年校園衍生企業方舟咖啡獲行政院環保署認列為
綠色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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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在長榮大學積極辦學、深耕在地、致力國際

化交流之下，受到國際間的高度肯定，108 年首

次申請 2019QS 世界大學星級評等獲 4 星級肯定

（滿分 5 顆星）；109 年首次申請 2021QS 亞洲

最佳大學排行榜即進入全球排名第 401-450 名、

110 年再次申請 2022QS 亞洲最佳大學排行榜即

向前邁進第 351-400 名，全球排名大幅前進 50

名；110 年首次申請 2021AREA 亞洲企業社會責

任 獎 (Asia Responsible Enterprise Awards) 獲

綠色領導獎 (Green Leadership Category)，同

年 2021 世界綠色大學評比，獲選百大世界綠色

大學，全球排名第 96 名、全國第 10 名、在教育

項目並列全國第一、廢棄物處理項目以及交通運

輸項目並列全國第五、首次申請 2022QS 世界大

學排名即進入全球排名第 1001-1200 名；111 年

再次申請 2023QS 世界大學排名向前邁進第 801-

1000 名，相較於 110 年進步 200 名；同年首次

申請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 (THE) 世界大學影響力

排名即進入全球排名第 601-800 名。

110年亞洲企業社會責任獎（AREA）綠色領導獎

110年世界地球日 _全臺種樹救地球

在大學社會責任長期耕耘也深獲社會各界肯

定，109 年「遠見雜誌」大學 USR 獲「生態共好

組」首獎、同年榮獲 TCSA 企業卓越永續案例大

學 USR 永續方案獎金獎、110 年 TSAA 台灣永

續行動獎獲社會共融金獎以及銀獎；逐年彙編發

行校園永續報告書，105 年 -109 年年皆獲 TCSA

台灣企業永續獎肯定，110 年則榮獲第十四屆

TCSA 永續報告獎大學組白金獎。長榮大學也積

極配合國家政府規範，針對永續環境面向投入資

源、跨域整合，發揮大學正面影響力，並深受肯

定，107 年獲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獎 - 教育類、

109 年深受行政院環保署肯定，榮獲第 2 屆國家

企業環保獎銀獎與綠色行動獎、110 年獲臺南市

政府推動環境教育團體組特優獎、連續 4年（107

年 -110 年）獲臺南市政府評比為績優綠色採購企

業獎以及連續 5 年（106 年 -110 年）獲臺南市政

府評比為世界水質監測競賽特優及水環境守護志

工隊補助及績優評比優等獎。

110 年臺南市環境教育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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