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成功大學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 
110 年 4 月 9 日(星期五) 固體可燃廢棄物清運 

一、 清運年次序為 10-64。 
二、 實驗室若未申報或逾期申報者則不予以清除，敬請特別留意。 
三、 表訂時間為清運車離開時間，請特別注意。 
清運車停靠時間 集中地點 系所承辦與電話 

力  行  校  區 

8:40-8:50 
力行校區資源回收場 

彩繪鐵皮旁 
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 

 

 
 

▲ 力行校區資源回收場彩繪鐵皮 



國立成功大學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 
110 年 4 月 14 日(星期三) 固體可燃廢棄物清運 

一、 清運年次序為 10-44。 
二、 實驗室若未申報或逾期申報者則不予以清除，敬請特別留意。 
三、 表訂時間為清運車離開時間，請特別注意。 
清運車離開

時間 集中地點 系所承辦與電話 

成  杏  校  區 
9:00 醫技系館 醫工所 張珮穎 63400 醫學院 黃宣雅 7-5050 

成  功  校  區 

9:20 材料系與資源系 
(工學大道) 

材料系 蘇修平 62906 資源系 涂勝龍 62807 

9:30 理化大樓 

工科系 劉博烝 63307 化學系 黃欣予 65305 

體健所 黃滄海 50394 地科系 翁偉喨 65406 

物理系 林泰岑 65211 光電系 李靜純 63907 

電漿所鄭安成 65900-202  

9:40 新理學教學大樓 
(小東路一側貨梯前) 

化學系 黃欣予 65305  

9:50 卓群大樓 環工系 唐世宗 65805 土木系 張永華 63106 
自   強   校  區 

9:55 科技大樓西側門 
(長榮路一側)   

10:00 儀設大樓正門 微奈米 王馨敏 31380  

10:25 化工系館 化工系 陳美佳 62607  

10:35 電機系館 電機/微電 黃德興 62306  

安  南  校  區 

11:35 
永續中心 永續環境實驗所 王雅玲 3840136-245 
水工所 水工環境試驗所 謝秋菊 2371938-262 

海洋轉譯中心 前瞻蝦類養殖國際研發

中心 
 

1. 廢棄藥品空瓶、廢棄針頭、針筒不屬於固體可燃廢棄物，勿將此類廢棄物送出。 
2. 廢棄物垃圾袋以校方提供之紅色垃圾袋盛裝，外層貼示固體可燃(I)標籤與特性(易燃性)標籤，若無

標示則拒收廢棄物；且廢棄物袋口務必妥善打包。 
3. 實驗室需向環安衛中心現場人員簽名後始得離開。有相關問題，請與環安衛中心聯絡。 
 



國立成功大學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 
110 年 4 月 14 日(星期三) 生物醫療廢棄物清運 

一、 清運年次序為 10-04 
二、 實驗室未申報或逾期申報者則一律不予以清除，敬請特別留意。 
三、 清運車不能久留，務必於清運車離開前將廢棄物提至集中地等候。 
四、 表訂時間為清運車離開時間，請特別注意!!! 
清運車離開時間 集中地點 系所承辦與電話 

力 行 校 區 

13:00 統一健康大樓 
北側門(東豐路) 

分醫所 王宥甯 7-3666 環醫所 曾蕓挺 7-5568  

臨醫所 謝欣欣 7-3643  
生命科學系許媛媛 58103 生科產業系林欣怡 58205 

熱植所 洪于婷 58300 公衛所 

成 杏 校 區 
13:15 醫技系前門 醫學院 黃宣雅 7-5050 醫工所 張珮穎 63400 

成 功 校 區 
13:20 舊生物系館 環工系 唐世宗 65805  

13:30 理化大樓 
化學系 黃欣予 65305 地科系 翁偉喨 65406 

體健所 黃滄海 50394 光電系 李靜純 63907 

材料系 林明仁 62907 工科系 劉博烝 63307 

自  強  校  區 

13:45 化工系館 
化工系 陳美佳 62607 機械系 林泰山 62117 

航太系 侯鴻圖 63611  

電機系、微電所 黃德興 62306 

說明： 
1. 生物醫療廢棄物(尖銳器具 )貯存容器不限，但必需以堅固不易穿透之鐵質或塑膠容器包裝(絶不接受

保麗龍材質)，最外層必須為本校提供之紅色塑膠袋，袋外須貼示生醫廢棄物標籤。盛裝 尖銳器

具之容器務必 妥善打包再套入本校提供之紅色塑膠袋。若無紅袋及無標示則拒收廢棄物。 

2. 生物醫廢棄物(非 尖銳器具 )務必使用校方提供紅垃圾袋，袋外須貼示生醫廢棄物標籤，並且

廢棄物袋口務必妥善打包。若無標示則拒收廢棄物。使用保麗龍容器盛裝拒收。 
3. 需向環安衛中心現場人員簽名後使可離開。若有任何問題，請與環安衛中心劉小姐# 

51111 聯絡。 
4. 若有系所單位未於表列上，請與環安衛中心劉小姐# 51111 聯絡。 



國立成功大學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 
110 年 4 月 16 日(星期五)實驗廢液清運 

一、 清運年次序為 10-24。 
二、 實驗室若未申報或逾期申報者則不予以清除，敬請特別留意。 
三、 表訂時間為清運車離開時間，請特別注意。 

清運車離開時間 集中地點 系所承辦與電話 
力  行 / 敬 業  校  區 

8:55 生物科技教學大樓
(東豐路大門) 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  

9:00 統一健康大樓 
北側門(東豐路) 

分醫所 王宥甯 7-3666 環醫所 曾蕓梃 7-5568 

臨醫所 謝欣欣 7-3634  

9:05 敬一舍(小東路) 藥學系 趙子揚 7-6800  

成  杏  校  區 

9:15 醫技系前門 醫學院 7-5050 醫工所 吳金雀 63400 
環微毒中心 楊淑瑤 7-5812 

成  功  校  區 

9:25 材料系與資源系 
(工學大道) 

材料系 林明仁 62907 資源系 涂勝龍 62807 
工科系 劉博烝 63307  

9:30 化學系館 化學系 黃欣予 65305  

9:35 理化大樓 化學系 黃欣予 65305 體健所 黃滄海 50394 

9:40 地科系館 地科系 翁偉喨 65406  

9:45 物理二館與 
綜合大樓 

光電系 李靜純 63907 物理系 林泰岑 65211 

電漿所 鄭安成 65900-202 

9:55 新理學教學大樓 
(小東路側貨梯前) 化學系 黃欣予 65305  

10:05 卓群大樓 環工系 唐世宗 65805 土木系 張永華 63106 

自   強   校  區 

10:10 科技大樓西側門 
(長榮路一側)   

10:15 儀設大樓正門 儀設中心 陳家汶 31363-203 
微奈米中心 郭英祥 31380 

10:50 化工系館 化工系 陳美佳 62607  

11:05 電機系館 電機系/微電所 黃德興 62306 

安  南  校  區 

12:00 水工所 水工試驗所 謝秋菊 2371938-262 

永續中心大樓 永續環境實驗所 王雅玲 3840136-245 

說明： 
1. 廢液桶外須貼示各類廢液(A~H)標籤與特性(如易燃性、腐蝕性等)標籤，若無標示則拒收該桶廢液。 
2. 實驗室需向環安衛中心現場人員簽名後始得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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