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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蒐集校園有害物質資訊及其對於人體健康的影響。 

 透過蒐集的資料，了解當前應改善的問題。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相關環境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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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檢視日期  /  /  ~  /  /  

指導老師  

序 班級/單位 姓名 序 班級/單位 姓名 

主要檢視人員（學生、教職員、社區人士） 

1   2   

協助檢視人員（學生、教職員、社區人士）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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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一、校園有害物質檢視－化學品/毒化物 

1. 學校內的化學品均儲存妥當，有無洩漏情形？ 是  否 

2. 化學品只購買需要的量，沒有浪費的情形？ 是  否 

3. 液態化學品皆有封口，減少溢散？ 是  否 

4. 所有化學品均盡量以最少且適當的量使用？ 是  否 

5. 所有化學品的使用過程皆透過合適的器具（如試管、漏斗等）？ 是  否 

6. 所有化學品皆有清楚的標示（如安全資料表）及有效期限？ 是  否 

7. 化學品儲存地點皆有良好管理並保持整潔？ 是  否 

8. 儲存地點已有管理方式可將打翻、摔毀等機率降到最低？ 是  否 

9. 所有化學品儲存容器皆有防止洩漏措施（如底部承接盤） 是  否 

10. 所有廢棄化學品及有害廢棄物均依規定清除處理？ 是  否 

11. 有害廢棄物棄置區及回收桶可防止雨水滲透？ 是  否 

12. 過期的化學品皆妥善處理或回收？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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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二、校園有害物質檢視－汞 

1. 學校有清單，可以了解校園中哪些地方存放有汞？ 

（包含實驗室、健康中心、工藝教室） 
是  否 

2. 含有汞的器材皆有清楚標示？ 是  否 

3. 教職員皆了解如何處理溢出的汞？ 是  否 

4. 學校確保含汞物質不會進入下水道系統？ 是  否 

5. 學校在採購相關規定或政策上，訂有不含汞的要求？ 是  否 

6. 學校會盡量避免購置含汞器材？ 是  否 

7. 校內的汞皆妥善清理？ 是  否 

8. 學校在汰換老舊器材時，皆換成不含汞的器材？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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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三、校園有害物質檢視－實驗廢棄物 

1. 實驗室化學品只購買需要的量，沒有浪費的情形？ 是  否 

2. 盡量減少有害化學品在校園的儲存量？ 是  否 

3. 學校在進行自然實驗課程時，會盡量以較不危險的化學品代替有

害化學品？ 
是  否 

4. 學校透過電腦模擬和影片取代實際實驗？ 是  否 

5. 實驗室標本皆不使用含甲醛的防腐劑？ 是  否 

6. 實驗室化學品透過庫存系統管理，購買前必須先確認存量，不會

有購買過多、重複購買的情形？ 
是  否 

7. 學校有化學品安全管理系統？ 是  否 

8. 學品及化學廢棄物皆必須清楚標示？ 是  否 

9. 化學品、廢棄物及溢出的污染物皆有指定的存放地點？ 是  否 

10. 化學品會依照不同的化學特性，分別儲存？ 是  否 

11. 過期的化學品會妥善回收？ 是  否 

12. 定期檢視化學品是否有洩漏、變質、存放不當、標示不清等情形？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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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四、校園有害物質檢視－空氣品質 

1. 室內維持通風良好？ 是  否 

2. 冷氣的濾網定期清洗更換？ 是  否 

3. 通風系統及電扇均定期清洗？ 是  否 

4. 校園常用的建築維修材料（油漆、裝修材料、防水膠、清潔劑等）、

揮發性液體皆妥善保存，且不影響室內空氣品質？ 
是  否 

5. 校園有限制車輛怠速之停放範圍？ 是  否 

6. 學校是否有設置廚房？ 
是（請接第 7 題回答） 

否（請接第 8 題回答） 

7. 廚房油有妥善處理？ 是  否 

8. 學校目前是否有工地？ 
是（請接第 9 題回答） 

否（完成） 

9. 工地的所造成的揚塵，有妥善處理？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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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五、校園有害物質檢視－黴菌 

1. 學校定期檢視屋頂、天花板、牆面、地板（毯）是否有積水、積

水漬、退色或發霉的情形？ 
是  否 

2. 學校如遇有漏水或潮濕的問題均能很快解決？ 是  否 

3. 將蓮蓬頭或水龍頭等容易產生溼氣的來源置於室外？ 是  否 

4. 學校有措施防止水氣在天花板、牆壁、管道內凝結？ 是  否 

5. 學校保持建築材料的乾燥？ 是  否 

6. 在潮濕的氣候下，學校會控制室內溼度？ 是  否 

7. 在易潮濕的地方不放置地毯，減少發霉可能？ 是  否 

8. 若建築材料或家具等濕了，學校會立刻清理？ 是  否 

9. 定期檢查洗手台下方是否有發霉、水漬？ 是  否 

 

  



臺灣生態學校環境路徑檢視表 | 202002 

8 

項目六、校園有害物質檢視－害蟲 

1. 校園衛生條件良好，且有適當的維護？ 是  否 

2. 針對可能導致害蟲生長的建築物龜裂裂縫，皆有填滿或密封？ 是  否 

3. 針對可能積水的地方，均有迅速的方法解決或清理？ 是  否 

4. 會經常觀察是否有害蟲的現象，並記錄害蟲數量？ 是  否 

5. 學校如果有害蟲，會使用非化學方法控制害蟲？ 

（如捕蠅紙或飼養蓋斑鬥魚） 
是  否 

6. 學校在害蟲管理上，會依條件使用自然方法或殺蟲劑？ 是  否 

7. 學校只在放學時間使用殺蟲劑？ 是  否 

8. 使用殺蟲劑時，均有適當之防護措施？ 是  否 

9. 殺蟲劑存放良好？ 是  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