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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歷次相關會議記錄 

    1070314_落實校園垃圾減量與減塑協調會結論事項 

一、本校 106 全年度總垃圾量 118.3 公噸，較 105 全度總垃圾量 125.1 公

噸，減量 6.8 公噸；後續目標 107 全年度垃圾總量降至 100 公噸，其

中資源回收垃圾量降至 52 公噸(106 年度 58.7 公噸)，一般垃圾量降至

41 公噸(106 年度 51.8 公噸)，廚餘總量降至 7 公噸(106 年度 7.8 公

噸)。 

二、即日起宣導不帶手搖杯飲料、寶特瓶裝飲料、免洗筷及塑膠袋進入校

園，並請學務處透過學生會、班級導師協助宣導(總務處提供 PPT 給導

師於班會中宣導)，本校超商外貼海報宣導師生勿購買寶特瓶裝飲料；

全校 107 年 5 月 1 日起實施禁帶一次性容器手搖杯飲料、寶特瓶裝飲

料、免洗筷及包裝塑膠袋進入校園。  

三、自 107 年 5 月 1 日起全校各行政與教學單位，不得訂購及核銷一次性

容器包裝之杯裝飲品。 

四、自 107 年 5 月 1 日起校內各行政與教學單位會議日後供餐需使用環保

不鏽鋼餐盒，使用一次性容器之餐盒不得核銷便當餐費。環保不鏽鋼

餐盒由事務組先行訂購並編號 100 組後交由本校學生餐廳業者列管使

用，用餐單位可先向學生餐廳訂餐，使用後有遺失時則由使用者照價

賠償，不得以公款賠償。 

五、由事務組蒐集相關可提供環保餐具之校外餐飲店訊息，以利師生訂購

環保餐具便當之多元選擇。 

六、請學務處、進修部、推廣部及校內各行政與教學單位主管協助宣導政

策並落實。且於民族路與鼎中校門警衛室公告學校政策，以維後續執

行與管理之準據。 

七、現有之文藻字樣瓶裝水用罄，未來校內不再製作有文藻字樣之瓶裝

水。 

八、本學期之全校運動會工作人員午餐，改發放餐券並請同仁攜帶餐具憑

餐卷至學生餐廳用餐，不再訂購一次性容器之餐盒便當。 

九、校園環境整理後之枯枝及落葉，視校內現有儲存空間及設備，由園丁

製作環保堆肥，以達到一般垃圾減量之目標。 

十、全校各單位辦理活動或計劃，有配合廠商、攤商進入校園時，皆需事

先提醒配合承商本校禁用與禁止提供一次性餐具、塑膠杯、塑膠瓶裝

飲品及包裝塑膠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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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411-[落實校園垃圾減量與減塑]校內配套措施協調會會議紀錄 

    本次會議討論事項繁多，經以學校政策、校園環境、宣導配合及課程教育

等    四大面向歸納並列表如下： 

    一、學校政策面 

(一) 本次活動主軸定調為：「減塑優先、無痕飲食」(Plastic Reduction, 

Traceless Diet)新生活運動。 

(二) 教職員工先以身作則，107 年 5 月 1 日起所有校內需核銷之會議/

活動便當與飲品皆不能再使用一次性餐盒與容器，申請核銷時需

註明未使用上述一次性容器，並請各單位一級主管把關與檢視。

不需核銷之個人便當，鼓勵無痕飲食，建議購買紙類或竹製餐

盒，並避免使用塑膠類餐盒、保特瓶與塑膠杯裝飲料及塑膠袋。 

(三) 同學端現階段以宣導並鼓勵自主性減塑與無痕飲食為主。 

(四) 改變現行飲食文化，由行動中集思廣益不斷精進，建立共識形成

文藻人的特質與校園文化。 

(五) 「減塑優先、無痕飲食」中「減塑」是我們第一階段主要目標，

希望寶特瓶、塑膠手搖杯、塑膠餐盒與一次性塑膠提袋，能夠完

全在這階段完全消失，同時段鼓勵與推動校園「無痕飲食」文

化。俟第一階段執行成果達到一定成效後，後續再進行第二階段

推動目標與實施計劃。 

    二、校園環境面 

(一) 由總務處先行規劃 100 個不鏽鋼文藻環保餐盒移交學生餐廳，107

年 5 月 1 日起供校內各行政與教學單位會議訂購便當循環使用。 

(二) 由總務處再行檢視校園現有 RO 飲水機位置與容量，有需要之場

域立即增設飲水機，以供校園師生自備隨身壺/杯飲用純淨之白開

水。 

(三) 由總務處與校內餐飲商協調餐具租借相關事宜，設置校園餐具借

用站，於 107 年 4 月底前公告餐具租借地點、種類、租押金及使

用後處理方式，本校餐具租借站提供之餐具，需經過餐飲管理消

毒程序，以符學生餐飲安全與衛生。  

(四) 總務處除現有校內料理室外，另已於校園規劃 4 處餐具專用洗滌

區，周邊設置有廚餘桶且提供菜瓜布及洗碗精等洗滌用具，設置

位置為萊爾富外用餐區、公簡廳後側、正氣樓 1 樓無障礙電梯

旁、求真樓 1 樓連接走廊。 

(五) 由學務處請里長協調鼎中路商家，如本校師生自備餐具購餐或飲

料，落實無痕飲食新生活時，請商家全力配合並提供更優惠之價

格。 

    三、宣導配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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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校共同宣導與推動】 

(一) 由主秘負責請資教中心將全校教室數位講桌，一開機就跳出「減

塑優先、無痕飲食」(Plastic Reduction, Traceless Diet)雙語，每堂

課能提醒師生本次新生活運動主題。 

(二) 由傳藝系辦理「減塑優先、無痕飲食」新生活運動創意提案短片

競賽，高額獎金俾提高學生參與和關注投入。並請學務處協助幫

忙本競賽活動學生端宣傳，進修部亦請利用班會、週會廣為宣

傳。 

(三) 校內現階段活動辦理均融入此活動主軸廣為推廣，並於校園顯目

位置懸掛「減塑優先、無痕飲食」主軸布條，配合學校 LED 跑馬

燈，讓師生於校園生活中有感，並隨時提醒與檢視自身校園生

活。 

        【日間部】 

(一) 各行政教學單位可利用學生集會時，宣導「減塑優先、無痕飲

食」新生活運動理念，和學生共同建立此項運動的意義與價值。 

(二) 各行政教學單位有需請外部廠商進到校內辦理活動時，需事先告

知廠商不得使用一次性塑膠餐盒、杯飲及免洗筷、塑膠袋。 

(三) 各院系辦公室自行創意製作海報宣傳並張貼，要有標語「減塑優

先、無痕飲食」字樣，並且於系辦電子看板循環播放。 

(四) 學務處負責 105 年 4 月 13 日全校運動會期間，LED 跑馬燈關於

本次新生活運動標語循環播放。 

(五) 請學務處宣導並請各班導師配合，於四月份班會中宣導[落實校園

垃圾減量與減塑]，導師宣導務必列入班會紀錄。 

(六) 請學務處負責規劃將資源回收物正確分類觀念與做法，融入新生

生活營與英語初戀營，並評估後續融入校園生活競賽考核之一。 

        【進修部】 

(一) 進修部自行創意製作海報宣傳與張貼，要有標語「減塑優先、無

痕飲食」字樣。 

(二) 進修部上課時間為夜間，請特別宣導入校研修學生不要使用一次

性塑膠餐具、免洗筷及塑膠袋，並於每學期導師會議說明並請導

師協助宣導。 

(三) 進修部具體做法： 

1、強化宣導資料普及作為： 

        1-1 利用各種集合時機及講座實施一分鐘宣教。 

        1-2 透過班會加強宣導。 

        1-3 電子郵件發至導師及學生個人信箱。 

        1-4 透過班級 line 群組宣導。 

        1-5 宣導資料放置各班班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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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提供環保物品運用作為： 

2-1 藉由每次辦理各項活動及講座時機，製作飲料杯防水環保

袋，發放到場參加的學生，人手一袋。 

2-2 以往進修部學生會協辦各項活動均會提供便當及飲料，目

前已規劃採購不銹鋼便當盒及塑膠杯，未來不再購買一次

性餐具便當及飲料。 

        2-3 辦理宣導資料，有獎徵答活動。 

2-4 環保比一比競賽活動，選出最佳環保達人(優勝者簽行政獎

勵及頒發禮卷並贈送環保禮品)。 

2-5 辦理有關環保海報製作競賽(優勝者簽行政獎勵及頒發禮卷

並贈送環保禮品)。 

        【推廣部】 

(一)推廣部自行創意製作海報宣傳，要有標語「減塑優先、無痕飲

食」字樣。 

(二)負責之小農市集，請進校園之小農務必遵守校方規定，一次性塑

膠容器與塑膠袋嚴禁使用，若違反者本校不歡迎再進入校園推廣

農產品。 

    四、課程教育面 

 (一)人文教育學院自然環境與人修課程教師，協助於四月份課程中宣

導本次「減塑優先、無痕飲食」新生活運動核心精神與實質內

容。 

 (二)人文教育學院已於 107 年 4 月月 16 日院務會議中，請學院所屬

三教學中心全體教師(通識教育中心、吳甦樂教育中心及體育教學

中心)配合學校「落實校園垃圾減量與減塑」新生活運動，協助在

本學期各課程中進行觀念傳達並可自行選擇適合短片宣導，積極

推動本校「減塑優先、無痕飲食」新生活運動，並精選數部相關

短片，提供教師播放宣導與解說。 

 

    1070420-落實校園垃圾減量與減塑之「無痕飲食計畫」短片競賽協調會會

議紀錄 

    決議事項： 

一、標題「無痕飲食計畫」短片競賽改為「減塑優先、無痕飲食-新生活運

動」創意企劃提案短片競賽。 

二、原徵件說明中…「無痕飲食計畫」短片競賽，修正為「減塑優先、無

痕飲食-新生活運動」短片競賽 

三、原競賽主題中：影片主題需呼應「無痕飲食計畫」…，修改為影片主

題需應「減塑優先、無痕飲食」… 

四、原頒獎日期 107年 6月 20日修改為 107年 6月 19日，利用主管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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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頒獎。獲獎名單亦於學校首頁公告。 

五、原參賽對象中：…「不限科系」刪除。 

六、原繳件方式之步驟一《「文藻無痕飲食計畫」修改為《文藻減塑優先、

無痕飲食-新生活運動》。 

七、原評選標準：[創意概念（40%）、拍攝與剪輯技巧（30%）、視覺表現

（30%）]修改為[創意應用（40%）、主題內容（40%）、視覺表現

（20%）]。 

八、獎勵辦法增加最佳人氣獎及佳作若干名。 

九、本次短片競賽活動自 107年 5月 1日起開始 

十、評選小組由傳藝系負責籌組。 

十一、 得獎短片於學校網頁公告，新聞稿由公關室負責發布。 

十二、 本次競賽活動費用新台幣五萬元，擬以公關專題專案捐款方式籌

措。 

十三、 其他說明加註：主辦單位保留修改權利。 

 

 

附件一：會議決議後修正之「減塑優先、無痕飲食-新生活運動」創意企劃

提案短片競賽辦法 

   「減塑優先、無痕飲食-新生活運動」創意企劃提案短片競賽 

    █ 競賽辦法 

   【徵件說明】 

       為實踐履及大學社會責任，為維護地球-我們的生存環境永續發展，倡

導「落實校園垃圾減量與減塑」，由文藻外語大學總務處、學務處及傳播藝

術系共同辦理「減塑優先、無痕飲食-新生活運動」短片競賽，以提升文藻

人對環境永續發展的責任，落實與實踐校園低碳生活。 

   【競賽主題】 

       影片主題需呼應「減塑優先、無痕飲食」，惟其中片段須置入「落實校

園垃圾減量與減塑」環保概念。 

   【徵件時間】 

       自本辦法公告日起至 107年 05月 31日 23:59 止，逾期恕不受理。 

       獲獎公告：107 年 6 月 15 日。 

       頒獎日期：107 年 6 月 19 日(暫定)。 

   【參賽對象】 

       文藻外語大學在學學生，皆可組隊參賽；1組最多以五人為限。 

   【報名方法】 

       於徵件期限內至活動網站填具參賽報名資料，完成線上報名。 

       我要報名(google表單) 

       參賽隊伍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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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製作說明：創作構想(100字內)、影片主題介紹(200字內)。 

   【繳件方式】 

       投稿影片一律採上傳方式。 

       步驟一：依要求格式上傳影片至 YouTube 個人頻道。在 YouTube標題

設定為「（作品名稱）-《文藻減塑優先、無痕飲食-新生活運

動》」 

       步驟二：「上傳影片」(上傳雲端連結)，完成影片上傳。 

   【作品規範】  

       1.製作工具：手機或使用任何可錄影的器材拍攝。    

       2.影片規格：片長 120－180秒、比例 16:9、解析度需 1080P之 MPEG4

格式。 

   【評選標準】 

       創意應用（40%）、主題內容（40%）、視覺表現（20%）。 

   【獎勵辦法】 

       金獎 1 名 得獎金新台幣 20,000 元，獎狀乙禎。 

       銀獎 1 名 得獎金新台幣 10,000 元，獎狀乙禎。 

       銅獎 1 名 得獎金新台幣 5,000 元，獎狀乙禎。 

 最佳人氣獎：得獎金新台幣 5,000 元，獎狀乙禎。 

  (至 107 年 6 月 13 日下午 14:00截止時間，上傳 YouTube之競賽影

片其點閱率最高者獲得) 

       佳 作：取若干名，頒發獎狀及敘獎。 

   【其他說明】 

       1、影片中不得出現參賽者、製作團隊之姓名資料。 

       2、音樂素材須取得合法授權之音樂。 

       3、著作授權：參賽作品有利用他人著作或權利時，參賽者應取得該著

作之著作財產權人或權利人同意其著作或權利於參賽作品中，授權

提供主辦單位使用，範圍包括利用參賽作品於國內外重製、散布、

改作、公開傳輸、公開播送、公開放映。參賽者應擔保就其參賽作

品享有一切著作權利，並無抄襲、剽竊之情事，影片中有利用他人

著作或權利（包含文字、影像與聲音等）時，參賽者應自行取得該

著作財產權人或權利人之同意或授權，並於收件時繳交其授權之相

關聲明。 

       4、若有作品不實、侵害他人著作權或其他權利之行為，相關法律責任

與損失，由參賽者自行負責與賠償，與主辦單位無關。 

       5、主辦單位保有解釋及終止本活動之權利。 

   6、以上辦法，若有不足之處，主辦單位保留修改權利。 

 

    附件二：為原「無痕飲食計畫」短片競賽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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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藻外語大學 「無痕 飲食 計畫」短片競賽 

    █ 競賽辦法 

   【徵件說明】 

       為實踐履及大學社會責任，為維護地球-我們的生存環境永續發展，倡

導「落實校園垃圾減量與減塑」，由文藻外語大學總務處、學務處及傳播藝

術系共同辦理「無痕飲食計畫」短片競賽，以提升文藻人對環境永續發展

的責任，落實與實踐校園低碳生活。 

   【競賽主題】 

       影片主題需呼應「無痕飲食計畫」，惟其中片段須置入「落實校園垃圾

減量與減塑」環保概念。 

   【徵件時間】 

       自本辦法公告日起至 107年 05月 31日 23:59 止，逾期恕不受理。 

       獲獎公告：2017 年 6 月 15 日(暫定)。 

       頒獎日期：2017 年 6 月 20 日(暫定)。 

   【參賽對象】 

       文藻外語大學在學學生，不限科系，皆可組隊參賽；1組最多以五人為

限。 

   【報名方法】 

       於徵件期限內至活動網站填具參賽報名資料，完成線上報名。 

       我要報名(google表單) 

       參賽隊伍基本資料 

       影片製作說明：創作構想(100字內)、影片主題介紹(200字內)。 

   【繳件方式】 

       投稿影片一律採上傳方式。 

       步驟一：依要求格式上傳影片至 YouTube 個人頻道。在 YouTube標題

設定為「（作品名稱）-《文藻飲食無痕計畫》」 

       步驟二：「上傳影片」(上傳雲端連結)，完成影片上傳。 

   【影片規格】  

       片長 120－180秒、比例 16:9、解析度需 1080P之 MPEG4格式。 

   【評選標準】 

       創意概念（40%）、拍攝與剪輯技巧（30%）、視覺表現（30%）。 

   【獎勵辦法】 

       金獎 1 名 得獎金新台幣 20,000 元，獎狀。(暫定) 

       銀獎 1 名 得獎金新台幣 10,000 元，獎狀。(暫定) 

       銅獎 1 名 得獎金新台幣 5,000 元，獎狀。(暫定) 

   【其他說明】 

       1、影片中不得出現參賽者、製作團隊之姓名資料。 

       2、音樂素材須取得合法授權之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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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著作授權：參賽作品有利用他人著作或權利時，參賽者應取得該著

作之著作財產權人或權利人同意其著作或權利於參賽作品中，授權

提供主辦單位使用，範圍包括利用參賽作品於國內外重製、散布、

改作、公開傳輸、公開播送、公開放映。參賽者應擔保就其參賽作

品享有一切著作權利，並無抄襲、剽竊之情事，影片中有利用他人

著作或權利（包含文字、影像與聲音等）時，參賽者應自行取得該

著作財產權人或權利人之同意或授權，並於收件時繳交其授權之相

關聲明。 

       4、若有作品不實、侵害他人著作權或其他權利之行為，相關法律責任

與損失，由參賽者自行負責與賠償，與主辦單位無關。 

       5、以上辦法，若有不足之處，主辦單位保留修改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