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案

教育部建構智慧低碳校園計畫
一、前言
行政院推動「政府機關及學校節約能源行動計畫」，各機關學校108年較104
年用電總體節約目標4%、用油則以不成長為目標；又大專校院整體用電占教育部
所屬機關學校約60%，礙於技術和財務的缺乏，極需專家協助輔導。爰此，本部
曾與經濟部能源局共同推動辦理「補助大專校院推動節能績效保證專案(ESPC)先
期評估診斷計畫」，期盼藉此協助大專校院改善資金籌措、技術及專業人力不足
等問題；另在第四屆全國能源會議，總結報告提及需加強研發節能科技、輔導能
源大用戶達成強制性節電目標、加強能源與節能教育與宣導等。故本計畫延續前
開計畫，協助學校將高節能潛力且具創新性之節能改善措施進行實質改善，以及
導入能資源通訊系統，並共同推動節能教育與輔導，以達成建構智慧低碳校園與
節能改善之目標。
二、計畫期程
本計畫徵件時間 107 年 11 月 1 日至 107 年 12 月 31 日止，推動時程如下：
表一、補助計畫推動與執行期程表
項次
1
2

期程

計畫推動項目

107 年 11 月 01 日至
申請期間
107 年 12 月 31 日
108 年 01 月 01 日至 1. 審查
108 年 03 月 15 日
2. 現場訪視及提交訪視委員小組意見修正計畫

3

108 年 03 月 31 日

4

108 年 04 月至 05 月 辦理請款作業

5

108 年 11 月 30 日

配合本部辦理成果分享

6

108 年 12 月 31 日

計畫執行結束

7

109 年 02 月 28 日

完成計畫核銷

8

109 年 12 月 31 日

提送第 1 年驗證報告書

9

110 年 12 月 31 日

提送第 2 年驗證報告書

公告補助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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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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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對象
近 1 年未參與本補助計畫之全國各公私立大專校院，每校以申請乙案為限。
四、申請文件及審查作業
(一)申請文件：計畫申請文件檢查表、計畫申請表、智慧校園規劃書、節能績
效量測與驗證方式說明及相關附件(如先期診斷計畫書等)。
(二)計畫評審：
1.審查會議：由產官學界相關領域專家學者(包含能資源管理、水資源管
理、綠建築等專業背景)擔任審查委員小組進行審查，選出核定學校名
單(包含需訪視學校名單)。
2.現場訪視：另需配合訪視學校，由審查委員小組至學校進行現場訪視，
請學校應依評審委員小組審查意見修正計畫書，並準備簡報資料(報告
時間約為 10 分鐘)及安排計畫施作地點路線等資料(請於訪視前 3 天上
傳至「校園節能減碳資訊平臺/其他計畫專區/上傳區」)。訪視重點為申
請計畫的規劃是否具實質執行效益或需改善地方等，訪視學校應依指
定期限內，依評審委員小組提出之意見進行計畫調整及回覆說明；俟本
部同意後，再進行最後核定事宜。
五、計畫執行方式
(一)自主節能改善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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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行公開招標，並於年度計畫完成後繳交結案報告及提供 2 年度節能績效驗
證成果(須分別於 109 年及 110 年提供節能績效驗證報告)。
(二)節能績效保證專案
當年度預算無法配合編列 2/3 自籌款，採取「節能績效保證專案」
，由補
助款作為該專案之頭期款，並與能源服務業者(指依公司法登記成立之法人，
且營業項目包括能源技術服務業)簽訂契約逐年編列預算完成「節能績效保證
專案」
。當年度施工完成後繳交結案報告，並依節能績效保證專案期程逐年提
供節能績效驗證成果予本部備查。
六、補助金額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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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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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另有關專案補助經費如未獲立法院審議通過或經部分刪減，將依審議結果調整經費，得
重新核定補助額度，並依預算法第 54 條之規定辦理，俟 108 年預算案經立法院審議通
過後，再另行發函正式核定經費。

七、計畫申請內容說明
本計畫透過導入能資源通訊技術，以「讓能源看的見，進而管的到」之方式
來達到智慧校園建構與節約能源教育之目的，並搭配整合性的汰換節能設備或建
構中、雨水回收系統，依學校、地方特色特性搭配創新改善作為，具體展現節能
績效成果。此外，為延續本部與能源局合作之 102 年度大專校院節能績效保證專
案(ESPC)先期評估診斷計畫，擴大其執行成效並共同推動節能教育與輔導，針對
補助計畫申請內容區分為指定曲(必執行項目)與自選曲(至少擇一執行之工作項
目)，詳細分類如下：
表二、計畫申請內容分類說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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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置數位電錶/水錶或導入能資源管理系統節能績效

類別
指定

二、高耗能設備整合性汰換，建構智慧低碳校園
1. 整合性能源監控系統搭配空調、照明改善
2. 校園熱泵熱水系統整合性汰換

自選

3. 打造校園節能綠色機房
4. 其他符合智慧低碳校園之創新節能作法
3

三、建立水資源整合系統，落實水資源永續管理
1. 建構雨水或中水回收系統節約校園用水

自選

2. 其他符合智慧低碳校園之創新節水作法
四、輔導鄰近學校節能措施，達到節能示範效益
協助鄰近學校建置能源管理系統，並結合節能專家學者，至

指定

該校進行現場節能宣導及輔導
(一)導入能源資通訊系統技術，建構校園智慧用電
為協助各校建構智慧低碳校園目標，使其可了解及分析學校節能改善措
施之節能成效，本計畫針對參與學校要求設置數位電錶或數位水錶於節能改
善標的建物或節能改善項目，並導入校園能資源管理系統，該系統應包含監
測功能與控制功能，提高學生珍惜能資源意識。
(二)高耗能設備整合性汰換，建構智慧低碳校園
為延續能源局協助提供 102 所大專校院之節能績效保證專案先期評估作
業執行成效，將具意願施作且有效益之大專校院進行節能措施之實質改善，
以能達到節能目標。本計畫建議施作項目包含整合性能源監控系統搭配空
調、照明改善、校園太陽能或熱泵熱水系統及節能綠色機房等為主，其各項
內容茲分項說明如下：
1.整合性能源監控系統搭配空調、照明改善
利用能源監控管理系統蒐集整理使用習慣與偏好、場域環境因素等相
關資料並分析提供不同時段最佳化的空調溫度設定、照明啟閉時間點建
議，最後透過記錄空調、照明設備的使用狀況，分析該設備耗能情形，適
時提出設備汰換建議，避免設備老舊造成能源浪費。在空調部分，應建置
溫度感測器及 PLC 控制器與能源監控管理系統平臺結合，控制空調開關
時間、溫度等自動化地進行調配與分析。照明部分，應結合照度或紅外線
感測器並配合能有效調變的燈具。
2.校園熱泵熱水系統整合性汰換
針對校園電熱型或舊型柴油鍋爐熱水系統，可採用熱泵熱水系統由大氣
中取得熱源，降低碳排放量，達到節能減碳效益，並搭配能源監控系統紀錄
熱泵耗能情形以驗證節能績效。
3.打造節能綠色節能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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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機房冷熱通道建置、空調設備效能提升、導入外氣節能系統或汰換
老舊資訊設備、導入主機虛擬化等方式提升機房節能成效，並依據機房節能
績效指標定期透過能資通訊設備監控設備檢討機房用電量與改善措施成效，
實踐綠色節能機房。
(三)建立水資源整合系統，落實水資源永續管理
透過建築物的中水、雨水回收回收系統將水資源循環再利用於花草澆
灌、厠所沖洗等，以降低校園自來用水或抽取地下水情形，達到水資源最佳
再次利用，並期盼能提高學子珍惜水資源意識，並落實水資源的校園永續管
理。
(四)結合節能專家學者，至鄰近學校進行現場節能輔導
依據 104 年「全國能源會議」中希望結合國內大專院校人力資源，提供
節電技術輔導，協助能源用戶節電，故本補助計畫除建構實質節能改善外，受
補助學校應協同節能領域專家學者至鄰近高中職學校進行現場節能宣導及輔
導(依本部規定格式)，期以大手拉小手方式共同推動高中職節能改善及宣導。
九、審查方式與原則
本補助計畫審查原則主要分為五大評審項目，分別為申請計畫書內容、能資
源通訊系統規劃、申請計畫是否具創新性與特色亮點、經費編列完整性與合理
性、學校過去執行績效，詳細配分比例如表一所示。
表一、審查配分原則
配分

評審項目

(總分 109 分)

一、申請計畫書內容
(一)申請內容是否符合補助計畫與主題
(二)申請計畫是否符合包含指定與自選工作項目

25

(三)申請計畫之可行性與節能效益、回收年限評估
(四)申請計畫之後續維護管理與人力配置
三、能資源通訊系統規劃
(一)能資源通訊系統是否包含監測與控制功能

25

(二)能資源通訊系統可擴充性與後續維護管理
二、申請計畫是否具創新性與特色亮點

5

25

配分

評審項目

(總分 109 分)

(一)申請計畫之創新與亮點是否符合學校或地方特色
(二)申請計畫之節能改善措施是否具擴散效益
四、申請計畫經費編列完整性與合理性
(一)經費細目是否完整且申請設備是否合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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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籌款與補助款比例是否符合規定
五、申請學校過去執行績效
(一)近三年節能成效、用電指標、人均用電、用水等
(二)學校過去是否配合政府政策辦理相關節能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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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學校是否有成立節能推動小組並定期召開會議
(四)申請學校過去是否與鄰近高中職合作推動節能改善
六、 加分項目
(一)學校施作前進行先期診斷評估(ESPC)作業，並且附上
先期診斷評估報告書。
(二)依據行政院「太陽光電 2 年推動計畫」
，鼓勵學校設置太
陽光電發電設備，於 105 年 7 月至 107 年 12 月完成標
租作業或併聯之學校。
(三)鼓勵學校積極推動校園安全衛生管理，參與 107 年度本
部「學校安全衛生輔導及管理措施與系統認可工作分區
推展計畫」輔導、
「廢棄物輔導」或「化學品管理輔導」
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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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送件方式
依申請期間內，將申請資料上傳至「校園節能減碳資訊平臺/其他計畫專區/
上傳區」
（https://co2.ftis.org.tw/Home/），檔名請註明「機關代碼-學校全名-教育
部建構智慧低碳校園創新示範計畫書-上傳日期」。若檔案大於 25MB，請分割成
若干檔案，並註明(1)、(2)…。
十一、獲補助學校應配合及注意事項
(一) 為落實校園永續發展，受補助學校應記錄節能改善過程（改善前、中、後，
並含照片），並檢核改善執行成效，據以撰寫結案報告，另節能績效保證專
案計畫執行期間逐年提供節能績效驗證報告與本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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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主節能改善專案：學校應於本年度計畫執行完成後，提供結案報告及
每年度節能績效驗證報告(須提供至少兩年追蹤資料，以 108 年度完工為
例，需追蹤 109 年及 110 年節能績效改善成果)。
2. 節能績效保證專案：學校應於計畫執行完成後，提供結案報告，並於節
能績效保證專案計畫執行期間逐年提供節能績效驗證報告與本部備查。
(二) 各校應依計畫執行期程逕行辦理各項應辦事項，如有特殊原因無法如期完成
者，應來函說明原因並敘明預計完成之日期，經本部同意後，始得延期。
(三) 本補助僅提供該年度計畫經費，並不包含後續維護費用，學校應規劃相關後
續維護管理之機制。
十二、補助成效考核
(一)本部得視需要於計畫期間辦理相關訪查作業，獲補助之學校應予配合。
(二)其辦理成效不彰者，必要時本部得請學校至本部說明。
(三)計畫倘有結餘款請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及本計畫
申請及執行相關說明辦理。
(四)未依計畫執行者及未依規定完成經費結報、提送結案報告者，應將未依計畫
執行部分之補助款繳回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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