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案

109 年教育部建構智慧低碳校園計畫
執行相關說明

一、 計畫期程及執行細項說明
(一)申請期間：108 年 11 月 1 月至 108 年 12 月 31 日。
(二)公告補助名單：109 年 4 月 30 日。
(三)其他配合事項：由審查委員小組於核定名單中勾選需現場訪視學校配合辦理，倘有訪視意見，學
校需依訪視意見整調計畫或進行解釋說明後，函部審核同意後辦理請款作業。
(四)計畫執行
1.獲補助學校依審查委員意見修正後，e-mail 至本部(shina@mail.moe.gov.tw、jay2joy@ftis.org.tw)
審閱，待本部同意後將修正後計畫書、經費表及領據函寄本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106 臺北市大
安區和平東路二段 106 號 13 樓)辦理請款作業。
2.計畫執行期間除有特殊原因外，本部不受理獲補助單位變更計畫申請及展延，另獲補助單位應
確實執行核定計畫(包含補助項目、數量及金額)，不可自行刪減或修改。
3.獲補助學校至鄰近高中職辦理節能輔導及宣導時，應於活動日前 30 天，將簡章及相關資料 e-mail
至本部(shina@mail.moe.gov.tw、jay2joy@ftis.org.tw)審閱，待本部同意後始可辦理，另節能輔導
報告發文受輔導學校時，應副知本部。
4.配合本部辦理相關成果分享，並派員參與及協助講述計畫申請歷程、執行成效、提供資料並製
作成效宣傳海報 1-2 張)。
(五)109 年 12 月 31 日前完成計畫執行，並於執行結束後 2 個月內函部(寄至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 106 臺北市大安區和平東路二段 106 號 13 樓)辦理結案作業：
1.函送結案報告(未能於期限內完成結案作業，本部將列入下次申請計畫時評分項目之一)，應檢附
結案報告書 1 式 2 份、電子檔光碟 1 份，如下：
2.結案報告請依本部規定格式撰寫，如計畫內容、執行進度、採購清單、設備功能介紹、補助前
後照片、個別項目及整體計畫執行成效(包含個別項目節省金額、減碳效益、回收年限、受惠師
生人數等)、輔導鄰近高中職辦理情形(簡章、簡報、訪視報告、與會人員問卷調查並分析等)、
本部訪視報告、基線節能績效量測與驗證方式，並經本部審查後方完成結案核銷作業。
*基線節能績效量測與驗證方式：基線用能情形之概要、節能績效量測與驗證之基本約定、節
能績效量測與驗證模式、嚴正執行紀錄(包含改善後系統簡述、量測記錄統計表、節能效益計
算、量測記錄儀器等)、整體驗證效益與結論。
(六)110 年 12 月 31 日前函送第 1 次績效驗證成果報告。
二、 後續管考機制：
(一) 若節能績效驗證成果報告未達到預期節能率，第 1 年需提送改善規劃書至教育部，並納入貴校下
次申請之依據。
(二) 學校若對施作廠商提出之驗證報告有其他需求，可尋求第三方驗證。
三、 相關執行說明
(一)計畫的執行時程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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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1

期程
108 年 11 月 01 日至
109 年 12 月 31 日

計畫推動項目
申請期間

109 年 01 月 01 日至

1. 審查

109 年 04 月 30 日

2. 現場訪視及提交訪視委員小組意見修正計畫

3

109 年 04 月 30 日

公告補助名單

4

109 年 05 月至 06 月

辦理請款作業

5

109 年 12 月 31 日

計畫執行結束

6

110 年 02 月 28 日

完成計畫核銷

7

110 年 12 月 31 日

提送第 1 年驗證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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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項次 2 至 4 之期程為預定完成日期，其實際完成日期，請以公文上日期為準。

(二)計畫補助規定為何?
每案最高補助以新臺幣 150 萬元為原則，並應編列自籌款(補助款以總計畫經費 1/3 上限 150 萬
元資本門為原則，自籌款則以總計畫經費 2/3 為原則，實際補助經費由本部視申請狀況，調整核
定案數）。補助款限編列於智慧化整合項目，以符合本計畫補助精神，如下：
(一)自主節能改善專案：學校有足夠之自籌款支應計畫經費，補助款採部分補助。
(二)節能績效保證專案：與能源服務業者簽訂契約時，第 1 年頭期款應編列高於補助款 (若學校
申請補助 150 萬元，則第 1 年學校自籌款加補助款得高於 150 萬元，計畫其餘款項分年依契約
簽定內容支付能源服務業者。) ，補助款採全額補助。
EX：假設某某學校申請 150 萬元為補助款，則應編列自籌款(配合款) 300 萬元以上，計畫總經
費為 450 萬元；假設某某學校申請 100 萬元為補助款，則應編列自籌款(配合款) 200 萬元以上，
計畫總經費 300 萬元。
(三)計畫是只能採 ESCO 的模式進行嗎?
本計畫執行方式可分自主節能改善及節能績效保證專案
1. 若學校當年度預算可配合編列 2/3 自籌款，建議可採取「自主節能改善專案」
。
2. 若學校當年度預算無法配合編列 2/3 自籌款，可至多分年（最多 3 年）由校付款支應或可採
取「節能績優保證專案」，由補助款作為該專案之頭期款，其餘款項由由 ESCO 廠商簽訂契
約支付或用校付款支付。
(四)學校在獲得補助後，有什麼配合事項？
1.依審查委員修正計畫書及經費表後，提送領據辦理請款作業。
2.配合本部辦理現場訪視事宜，並依本部建議修正計畫書。
3.招標資料請先寄至指定 e-mail 審核通過後，方可執行招標作業。
4.邀請節能領域專家學者至鄰近高中職學校進行「現場節能輔導」及宣導；於活動日前 30 天，
需將簡章及相關資料寄至指定 e-mail 審閱，待本部同意後始可辦理，另節能輔導報告發文受輔
導學校時，應副知本部。
5.配合出席本部辦理相關成果分享。
6.109 年 12 月 31 日計晝結束，2 個月內依規定格式內容繳交結案報告。
7.若學校進行自主節能改善專案，須提供 2 年節能績效驗證成果；若學校進行節能績效保證專
案，須依節能績效保證專案期程逐年提供節能績優驗證成果
8.學校於完成計畫後，需視情形配合及出席本部相關宣導計畫
(五)何時該完成計畫與函送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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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應依規定期限(109 年 12 月 31 日)內完成計畫，於 2 個月內函送結案報告資料(含結案報告 1
式 2 份、收支結算表 1 份、高中職節能輔導辦理情形、訪視報告書，並將上開資料另燒錄光碟
１份)，經本部審查後方完成結案核銷作業。
(六)要怎麼計算學校自籌款是否符合比例？
可帶入以下公式進行自我驗證：
設學校自籌款為 x，申請補助款 y
(七)如何編列預算，以經常門或是資本門方式編列?
1.補助款：教育部以補助資本門為主，故申請學校應注意申請之設備(施)單價編列應高於 1 萬元以
上，並依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執行。
2.學校配合款:資本門及經常門無限制（邀請專家學者、宣導活動、驗證等費用支出等）。
(八)目前已有提送其他補助計畫，是否還可申請本計畫？
1. 當年度「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校園能資源管理及環境安全衛生計畫補助」與「建構智慧低碳校園
創新示範計畫」只能擇一申請；前揭兩項計畫皆規定 1 年內不得重複申請之限制。
2. 學校若已有或規劃提送其他局處相關補助計畫，建議可針對不同棟建物或不同系統進行評估。
如：某校已向能源局申請 A 棟建物空調系統施作節能績效保證專案補助，建議校方可向本計畫
申請 B 棟空調系統之評估診斷補助。
(九)計畫的補助方向為何?
本計畫目標是協助學校：導入能資源通訊系統技術；高耗能設備整合性汰換/水資源整合系統建
立；推動節能教育與輔導→ 達成建構智慧低碳校園與節能改善之目標。故只要學校符合本計畫
所規定(選擇兩項指定曲、至少一項自選曲)的計畫申請內容，即可進行申請。
申請項目與工作內容
一、導入能資源通訊系統技術，建構校園智慧用電
二、高耗能設備整合性汰換，建構智慧低碳校園
三、建立水資源整合系統，落實水資源永續管理
四、輔導鄰近學校節能措施，達到節能示範效益

類別
指定曲
自選曲
自選曲
指定曲

(十) 學校在規劃能資源通訊系統時，應注意什麼事項？
1. 建議新系統與既有系統可連線或加以整合
2. 建議建置系統得預留未來可擴充空間或介面連結，同時預留新系統介面(例如雲端系統之介
面、考量高可容性等)
3. 建議建置能源監控系統後，施行重點為相關人員應定期執行具體數據分析並依分析結果提具
相關節能管理方案等。
(十一)學校如何執行「培育校園低碳人員，深化師生低碳能力與素養」?
學校需由承辦單位協同節能領域專家學者至鄰近高級中等學校進行宣導及「現場節能輔導」(依
本部規定格式)，期以大手拉小手方式共同推動高級中等學校節能改善，並提出改善建議報告。
(十二)執行方式選擇 ESCO 或自主節能改善皆須於事前執行 ESPC 嗎?
1. ESPC 計劃書之內容僅為評審項目(加分)之一，並無強制性。
2. 只要學校符合本計畫所規定的計畫申請內容，即可進行申請。
(十三)要怎麼進行節能績效量測與驗證作業(自主節能改善專案)？
1.學校可於廠商需求書內要求施作廠商需配合為期兩年之節能績效量測與驗證成果報告書繳
交作業，並明列未達預估節能率之處理方式。
2.若節能績效驗證成果報告未達到預期節能率，第一年需提送改善規劃書至教育部；第二年需
提送檢討報告書至教育部，並納入貴校下次申請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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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節能績效量測與驗證作業的基準值可以用直接沿用先前智行 ESPC 的資料嗎？
節能績效量測與驗證作業的基準值應選擇當年度量測的 ESPC 報告，先前的報告恐已無法適
用，僅能做參考。
(十五)結案後提交的節能績效驗證成果報告中，節約率的標準是怎麼訂的呢？
1. 本部依據學校提交的「計劃書」內所填寫的「節約率」為後續節能績效驗證成果報告是否達
標之標準，其結案報告基線量測之節能率，不能低於「計劃書」內所填寫的「預估節約率 10%。
2. 學校在招標後，得標廠商預估節約率若與計劃書內容不符，請務必函部備查，若修正的節能
率過大，將請學校說明原因。
(十六)如果在汰換後未達節能率，要如何改善？
可在與廠商簽訂合約與公開招標時，明列未達預估節能率時廠商應提供改善方式、並提撥部分
款項為保證金，若未達節約率可以扣除保證金的方式進行規範。
EX：某校在與廠商簽訂合約時，撥 20%的總經費至銀行戶頭，於施工完成時支付 80%經費，
若廠商在第一年達到節能率，則支付剩餘 10%經費、第二年達到節約率則支付剩餘款。
(十七)計畫倘有結餘款，如何辦理？
1.學校於申請時應謹慎規劃，計畫若發生結餘款時，請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
業要點」規定辦理；為使計畫順利完成，本案採全額補助，如下：
(1)實施校務基金學校與實施國立社教機構作業基金館所，及地方教育發展基金已成立附屬
單位預算：計畫執行結果如有結餘，結餘款為本部補助金額，應全數繳回；若為自籌款，
計畫執行率未達 95%，則依比例(如私校舉例說明 b、c)納入校務基金；但未執行項目之
經費，仍應全數繳回。
(2)非實施校務基金學校與非實施國立社教機構作業基金館所，其他機關團體，計畫結餘款
為本部補助金額，應全數繳回；若為自籌款，計畫執行率未達 95%，則依比例繳回本部；
但未執行項目之經費，仍應全數繳回。
*舉例說明：
A.某私立學校提送 450 萬元計畫申請書，經本部審查後通過，本部核定全額補助 150 萬
元，於計畫結束時僅執行 400 萬元，如下:
a.結餘款 50 萬元(補助款) 全數須繳回本部。
b.結餘款 50 萬元(自籌款)
50 萬33.33%=16 萬 6,650 元須繳回本部。
c.結餘款 50 萬元(補助款 10 萬元、自籌款 40 萬元)
10 萬元+(40 萬元33.33%)=23 萬 3,320 元須繳回本部。
2.經本部審核符合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第十九條第二款規定者：補助計畫之
結餘款未超過新臺幣十萬元，無需繳回。
注意事項：
1.倘有節能設備專業知識與技術等相關問題請洽輔導團「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金會」吳昱杰工程
師(02)2784-4188 #5275，e-mail: jay2joy@ftis.org.tw。
2.其他疑問，歡迎 e-mail 至 shina@mail.moe.gov.tw 信箱，或來電 02-77129127 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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