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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與目標

節能校園

成功大學建築節能設計對策

能源節約績效指標評估

成功大學節約用電獎勵

低碳校園規劃



 民國95年6月經濟部首先針對政府機關及學校率先執行
「加強政府機關及學校節約能源措施」，藉此產生示範
效果，引領全國投入節能減碳的活動。

 行政院於民國97年6月5日修正「永續能源政策綱領」，
並將上述措施修改為「政府機關及學校全面節能減碳措
施」

 行政院於民國100年6月推動政府機關及學校「四省（省
電、省油、省水、省紙）專案」計畫。

 目標：各政府機關與學校每年用電量、用油量及用水量
以負成長為原則，其中用電量、用油量及用水量以96年
為基期年，並分別以至104 年總體節約用電、節約用油
及節約用水10%為目標。

四省專案四省專案

行政院於100年6月3日發布推動四省專案政策

較前一年減少1%

公文電子化
公文線上簽核績效指
標101年達30%
公文電子交換達82％

較前一年減少3%

較前一年減少2%



節能統計節能統計

 依學校節能輔導案例統計顯示，若落實電力、照明、空調、事務設備
等方面節能改善，平均約有15~20 %之節能潛力。

 根據「政府機關學校耗能指標指導手冊」指出大學的照明用電量約總
用電量的30%。

 空調系統耗電佔辦公大樓耗電的40%~50%，且集中於夏天，對於尖峰
電力需求造成很大的負擔。

 選購能源效率值高EER之冷氣機，EER值每提高0.1，就可節約4﹪冷氣
機用電。

 空調系統在不影響冷房的情況下，適度提高冰水出口溫度，每提高冰
水出口溫度1℃約可減少冰水主機耗電量2%。

 冷氣機的溫度設定範圍以26~28℃為宜，每調高溫度設定值1℃，約可
節省冷氣用電6%。

 換裝新型省能T5日光燈加電子式安定器，可節省約30%照明用電。

 電梯控制系統更換為變頻式，每日約可省30%電力。

制度設計制度設計

訂定制度規章、規範各單位厲行節約用電
o 由研發處訂定「各院系所電費配額實施辦法」，透過電費配額要求各

系所厲行節約能源。

o 訂定「國立成功大學節約用電試辦獎勵辦法」。

• 本辦法以各教學單位合理之EUI值（即為用電基準值）為評比各系所用電
績效之獎勵基礎。

確立節能減碳組織架構、成立節約能源推動委員會
o 於97年設置「國立成功大學節約能源推動委員會」，由校長擔任召集

人，下設電力能源、熱能源、建築能源等工作小組負責擬定節約能源

目標與工作計畫、研議省能技術與方法及節能改善對策與措施。



節能減碳策略節能減碳策略

 訂定校園節約能源手冊、提供各單位各類節能方法

o 舉辦節能教育訓練，藉此宣導激發員工自發性推動學校節約能源改善工作。

 節約能源方案研究及規劃
o 結合本校各專長領域教授協助各項節約能源方案研究及規劃，有效提供執行

單位節能省電措施及技術之運用與參考。

 汰換耗能設施
o T8型燈具汰換為T5型燈具

o 汰換高耗能大型空調主機設備

o 傳統式電梯汰換為變頻控制

 加強節能管理
o 能源管理系統

o 適度提高空調主機冰水出口溫度

o 燈具減量

 推廣綠建築

校園節約能源，『小動作，大「關」鍵』

校園節能措施校園節能措施

一、節能宣導

 各系所節能管理人員教育訓練

o 中午關燈

o 室內空調溫度設定高於26oC

o 節省的度數之金額回饋一半於系所

二、節能執行方案

 空調

 照明

 電梯

 太陽能鍋爐

 水資源

 能源管理系統

 中水澆灌



校園節約能源，『小動作，大「關」鍵』

空調節能措施空調節能措施

一、空調主機提高冰水出口溫度
二、冷氣機電源
1、定時自動切斷冷氣電源5分鐘
時段10:00, 12:05, 14:10, 16:15, 18:20, 20:25, 22:30
2、限制空調用電時段

管制時間為晚上11:00 至隔天早上8:00。
三、加裝風扇增加對流及提高舒適度

空調節能措施空調節能措施

行政大樓空調系統在不影響冷房的情況下，適度提高冰水
出口溫度

雲平大樓空調調整冰水溫度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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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節約能源，『小動作，大「關」鍵』

照明節能措施照明節能措施

一、照明節能

 逐年汰換T8高耗能燈具

 將走廊、樓梯間及停車場燈管減量，並劃分A, B迴路

 照明開關

 綠色按紐

 A, B迴路選擇

白色按鈕

 行政大樓汽、機車停車場拆卸燈管工作，每日節省約51.3度。

校園節約能源，『小動作，大「關」鍵』

照明節能措施照明節能措施

二、校園路燈監控系統

 校園路燈

 藉由網路設定路燈「點」、「滅」時間

 依據氣象局所提供「日出日落時間表」
有效管理

 避免因季節變換時日、夜變動加劇，造
成資源浪費



校園節約能源，『小動作，大「關」鍵』

照明節能措施照明節能措施

三、校園夜間照明於12點後隔盞照明

全開時影像及數據

跳盞時影像及數據

校園節約能源，『小動作，大「關」鍵』

電梯節能措施電梯節能措施

一、電梯更換為變頻控制器
二、夜間23：30至凌晨6：00行政大樓停一台電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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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節約能源，『小動作，大「關」鍵』

太陽能節能措施太陽能節能措施

學生宿舍太陽能熱水系統，8棟鋪設太陽能版總面積1,433㎡
 每年約可節電136萬度相當省瓦斯15.6萬度。

學生宿舍鍋爐設定早晨不燒鍋
 宿舍鍋爐為節省瓦斯燃料，各宿舍早晨不燒鍋爐，一個月可省瓦斯約4,000

度。

校園節約能源，『小動作，大「關」鍵』

水資源節能措施水資源節能措施

一、建立資源管理系統，方便即時監視及資料分析
二、省水馬桶、水龍頭螺牙省水起波器
三、雨水再利用

水龍頭螺牙省水起波器

二段式省水馬桶



水資源節能措施水資源節能措施

水資源管理系統

建置一資源管理系統，即時

掌握用電、用水資訊

建立資料庫

用水分析

漏水檢知

提升用水效率

節水管理

設備維護方便

國立成功大學各校區利用雨廢水處所

供澆花草樹木用敬二舍地下室閥基儲存雨廢水RO處理
排放水

敬業校區

供澆花草樹木用電機系停車場閥基儲存雨廢水自強校區

供澆花草樹木用地下停車場閥基儲存雨廢水自強校區

地下道閥基儲存雨泉水成功、光復
校區

中文系地下室閥基儲存雨水光復校區

供成功湖補給水
及週邊環境澆
花草樹木用

修齊大樓地下室閥基儲存雨水光復校區

供澆花草樹木用雲平大樓地下室閥基儲存雨廢水RO處
理排放水

光復校區

供澆花草樹木用學生活動中心地下室閥基儲存雨廢水光復校區

備註位置校區

水資源節能措施水資源節能措施



校園節約能源，『小動作，大「關」鍵』

水資源節能措施水資源節能措施

雨水回收系統

•大型平面試驗水池的屋面鈑進行集流
•導入一萬五千噸的大型環狀蓄水池，供給試驗用水
•每年可節省用水約兩萬噸

河
工
試
驗
場

大型斷面水槽

中型斷面水槽

大型平面水池

中型
平面
水池

擴散水池
研
究
總
中
心
大
樓

辦
公
室

水工試驗所安南校區水工模型試驗場設施整體示意圖

校園節約能源，『小動作，大「關」鍵』

能源管理系統能源管理系統

 能源管理系統
o 電力

o 水資源

 歷史用電分析

o 趨勢圖

o 報表

節能措施效益分析



校園節約能源手冊，『小動作，大「關」鍵』
系統系用電量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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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電節能成效用電節能成效

● 本校100年累計總用電量為7,416萬度，較99年累計總用電量7,677萬

度，總計減少261萬度，用電節約率約3.4%，節約電費支出4,829,802
元；100年度用電指標(EUI)為96.57，已低於分類EUI基準值124之目標
要求。



用水節能成效用水節能成效

● 本校100年總用水量為867,015度，較99年總用水量923,221度，總計減

少56,206度，用水節約率約6.09%，節約水費支出764,156元。

用油節能成效用油節能成效

● 100年公務汽車總用油量為17,383公升，較99年總用油量
20,301公升，總計減少2,918公升，用油節約率約14.37%。



 要求建築物節能設計標準高於營建署建築節能設計標準
20%

 要求空調主機效率性能係數COP高於能源局標準值

 要求空調主機不可超量設計（最小供應面積效率（㎡
/USRT））

 要求高效率光源

 要求照明不可超量設計（規定照明密度設計上限值UPD）

 新建築物需符合綠建築九大指標系統分級評估標準，並取
得銀級以上「候選綠建築證書」之認證。本校近年新建築
物已取得內政部銀級以上綠建築標章者計有：社會科學大
樓、南科研發大樓、環境資源研究管理中心資源回收廠及
實驗大樓，孫運璿綠建築研究大樓(鑽石級)等。

綠色魔法學校綠色魔法學校
 本校孫運璿綠建築研究大樓採取最經濟、最有效率的綠建築科技；國

際知名媒體Discovery頻道拍攝團隊，全程記錄整個綠建築的興建過
程，並於全球頻道播映。

 該建築體原預計可節能40％，但完成後檢視可達節能65％，減少碳足
跡52％。該大樓獲內政部頒發EEWH最高「鑽石級綠建築標章」，榮獲
美國綠建築協會（Leadership in Energy & Environmental 
Design）最高等級「白金級綠建築標章」 。



 綠建築節能策略
o 設計節能

• 由開口、遮陽、屋頂隔熱等建築外觀的節能設計，由平面、通風
塔、吊扇等自然通風的節能設計，以及由空調、照明等設備的減量
設計，這部分總共可達節能41.0％；

o 設備節能

• 高效率變頻空調、照明、變壓器的設備節能技術，其總節能效益高
達19.1％，回收年限約為三年。

o 再生能源

• 太陽能與風力發電，只節能5.0%。

 臺灣一般三層樓辦公建築每平方米樓版面積平均耗電
125kWh/(㎡.年)，孫運璿綠建築研究大樓則為43kWh/(㎡.年)

綠色魔法學校綠色魔法學校 綠建築節能策略

 「崇華廳」利用「灶窯」的原
理，為了在冬天達到完全自然通
風、不用空調的境界，因此在主
席臺後面挖了一排開口以引進涼
風，同時在最高客席的後牆上設
計了一個壁爐式的大煙囪，創造
出一個由低向高之流場，以有效
排出廢氣。為了加強浮力，在此
煙囪南面開了一個透明玻璃大
窗，煙囪完全噴漆成黑色，以吸
收由玻璃引進的太陽輻射熱，如
此便形成有如「灶窯」燃燒的層
流風場，由下而上，橫掃三百人
的觀眾席，讓「崇華廳」在冬天
可完全不靠電力，而達到舒適的
通風環境。

綠色魔法學校綠色魔法學校

綠色魔法學校灶窯通風系統的模擬



共計節能65.1﹪

建築設計
節能

通風設計
節能

設備減量
節能

設備技術
節能

再生能源
節能

空調節能

照明節能

設備節能

換氣節能

動力節能

基準 開口 遮陽 屋頂 風扇 浮力 空調 照明 空調 照明效能 通風 動力 高效率 再生
比例 設計 花園 通風 通風 減量 減量 效能 及控制 設備 設備 變壓器 能源

綠色魔法學校13種節能技術的效益分析

 本研究的目的即是嘗試調查本校節能效率不佳的原因與冬、
夏季節節能潛力，並藉由耗能特性的調查，建立各系所的節
能績效評比系統，作為學校相關節能策略訂定與推動之參考
。

依用電性質可分九大學院、研究總中心、其他單位、行政公
共用電。

九大學院分別是文學院、理學院、工學院、管理學院、電機
資訊學院、規劃與設計學院、社會科學院、生物科學與科技
學院、醫學院。

計畫目的

本校概況



( )表示為成長率

年度/年增率 96 97 98

總樓地板面積(m2) 7.20E+05
7.24E+05

(0.44%)

7.49E+05

(3.49%)

人口數(人) 20402
20283

(-3.8%)

21070

(0.7%)

總用電度數(kWh.year) 6.72E+07
7.41E+07

(10.28%)

7.67E+07

(3.77%)

EUI 93.27 102.41 102.46

與EUI基準值比較 低於98.2 高於98.2 高於98.2

資料來源：台電69KV變電所紀錄於成功大學營繕組(2009)

依前述評鑑準則，本校
97~98屬執行不佳者。



 每一系所自身的EUI值變化及冬夏季用電差異應可適度顯示該
系整體用電效率及空調使用效率。

 同一學院各系所間EUI值差異極大，其可能原因除了來自於整
體用電效率及空調使用效率的差異外，亦受該系:單位面積內
之學生及教師人數、學生組成結構、儀器設備存量及組成、設
備特性、研究能量及表現、研究領域性質等因素影響。

 國內外針對住商部門之住宅用電效率評比皆以EUI值作為基
準，因此EUI值仍是主要的評比基準，但必須考量前述因素。
同學院內系所之間的EUI值變化相當大，也意涵即使同學院內
的各系所用電結構也有極大不同，因此不宜以學院分群評比。

 藉由集群分析法將具有相同用電結構特性之系所進行分群，使
其具有相同基準點，然後再進行用電績效評比，應較為恰當。



 目的：對全校系所做同性質的分群。

 原始變數：1 計畫金額 2 系所學生及教師人數
3 每人論文數 4 使用面積 5 儀器設備費

Cluster Size

TwoStep Cluster NumberN % of Combined % of Total
Cluster 1 75 62.5% 47.5%

2 36 30.0% 22.8%
3 9 7.5% 5.7%
Combined 120 100.0% 75.9%

Excluded Cases 38 24.1%
Total 158 100.0%

計畫金額 單位教授論文數 人口 面積

Mean
Std. 

Deviation Mean
Std. 

Deviation Mean
Std. 

Deviation Mean
Std. 

Deviation
Cluster 1

1470.6800 1131.43980 .8476 .67329 302.5867 152.59778 3664.9200 1783.92095

2
4173.6389 1926.00073 2.5748 2.08995 582.3611 163.48441 11510.4444 3530.32431

3
8242.8889 1154.95806 4.8826 1.35177 1405.6667 433.68335 28830.8889 1630.01767

Combined
2789.4833 2429.34875 1.6684 1.77311 469.2500 350.25794 7906.0250 7362.37393

群 一

歷史系

中文系

修齊大樓

企管系

統計系

交管系

工資管系

國企所

會計系

工設系

都計系

建築系

法律系

教育所

政經所

藝術所

數學系

護理學系

物治系

職治系

測量系

系統系

群 二

化學系

物理系

地球科學系

生命科學系

生物科技所

土木工程學系

工科系

水利系

航太學系
資源系

環工系

醫工所

群 三

機械系

化工系
材料系

資訊系
電機系

醫檢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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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竿值: 
將各群組所屬各系所當年度自變數值代入前述迴歸式中計算所
得之EUI值。

1.依據前述迴歸式估算各群組所屬各系所當年度標竿值，原則
上希望各系所當年度實際EUI值皆能低於自身的標竿值。

2.已低於自身標竿值者，其EUI值每年應以持續下降1%為目
標。

3.高於自身標竿值者，其EUI值應在最短時間內達標竿值，未達
標竿值之前，其每年EUI值應以持續下降1.5~2.0%為目標。

4.達於前述目標者給予適當獎勵，績效不佳者給予積極輔導。

考核結果 考核項目 系所

極優(A+) EUI負成長，(持續兩年?)下降幅度≧2% 
當年度EUI＜迴歸式EUI標竿值

法律系、化 學系、水利系、都計系、

優(A) 1. EUI負成長，(持續兩年?)1% ＜下降幅度＜2% 
當年度EUI＜迴歸式EUI標竿值

2. EUI負成長，(持續兩年?)下降幅度≧2% 
當年度EUI＞迴歸式EUI標竿值

交管系、建築系、教育所、地科系、
機械系

佳(B) 1. EUI負成長，(持續兩年?)下降幅度＜1% 
當年度EUI＜迴歸式EUI標竿值

2. EUI負成長，(持續兩年?)1% ＜下降幅度＜2%，
當年度EUI＞迴歸式EUI標竿值

3. EUI先增後減
當年度EUI<迴歸式EUI標竿值

企管系、統計系、測量系、工科系、

有待改進
(C)

1. EUI負成長，(持續兩年?)下降幅度＜1% 
當年度EUI＞迴歸式EUI標竿值

2. EUI先減後增
當年度EUI<迴歸式EUI標竿值

3. EUI先增後減
當年度EUI>迴歸式EUI標竿值

歷史系、公衛所、藝術所、物理系、
土木系、資源系、環工系、材料系



考核結果 考核項目 系所

可大幅改進(C-)

1. EUI正成長，當年度EUI＜迴歸式
EUI 標竿值
2. EUI先減後增
當年度EUI>迴歸式EUI標竿值

中文系、工管系、國企所、會
計系、工設系、政經所、數學
系、護理系、職能系、生命
系、電機系、資工系

應予積極輔導(D)
EUI正成長
當年度EUI＞迴歸式EUI標竿值

修齊大樓、物治系、生物科技
所、航空系、化工系、醫檢
系、系統系、醫工所

節能績效分為極優、優、佳、待改善等四級，其考評標準如下：

一、極優等級：當年度EUI下降幅度≧10%
二、優等級：5%≦當年度EUI下降幅度<10%
三、佳等級：2%≦當年度EUI下降幅度<5%；

或1%≦當年度EUI下降幅度<2%且當年度EUI<EUI基準值（學生宿
舍不適用 ）。
四、待改善等級：1%≦當年度EUI下降幅度<2%且當年度EUI>EUI基準
值；或EUI下降幅度<1%。

考評為極優等級、優等級、佳等級之單位給予業務費作為節電成效之獎
勵，獎勵金額依照考評等級給予如下之獎勵：

一、極優等級：節電成效* 5。
二、優等級：節電成效* 3。
三、佳等級：節電成效* 1。



非教學單位用電大多為照明及空調用
電，極具節能潛力。

為有效執行節能措施，急需瞭解分析非
教學單位之用電概況及節能績效，以瞭解
非教學單位未來節能潛力。

研究背景

年度/年增率 96 97 98 99 100

總樓地板面積（m2） 747,348 723,640 770,306 768,000 768,000

總用電度數（kWh.year） 71,218,817 74,108,387 77,195,582 76,777,447 74,166,470

總用電年增率 4.05% 4.17% -0.54% -3.40%

EUI值 89.92 102.41 100.21 99.97 96.57

97 98 99 100
行政部門總用電量（度） 19,947,191 19,523,060 19,534,585 18,845,706

行政部門總樓地板面積（m2） 228,970 229,120 231,582 231,582
行政部門EUI（kWh.year） 87.12 85.21 84.35 81.38

研究中心類EUI 176.61 198.11 218.94 253.39

宿舍類EUI 76.00 72.47 72.48 66.02
辦公行政類EUI 42.81 42.57 36.74 35.49
體育設施類EUI 88.93 93.29 90.44 80.91
停車場類EUI 18.10 18.01 17.45 17.13
視聽教室類EUI 127.20 125.41 83.68 81.74
其他類EUI 134.98 122.64 117.16 102.03

行政部門用電占比 26.99% 25.38% 25.51% 25.41%

 本校EUI值自97年至100年持續下降。
 本校行政部門EUI值自97年至100年持續下降。七類中僅研究中心類有上升趨勢。



年度
單位

96年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0年EUI

研究中心類（共19單位) % 3.31% 4.40% 4.78% 5.31% 6.36% 253.39

宿舍類（共14單位） % 11.51% 10.97% 10.04% 10.10% 9.52% 66.02

辦公行政類（共5單位） % 1.97% 2.19% 2.09% 1.89% 1.89% 35.49

體育設施類（共4單位） % 1.17% 1.32% 1.33% 1.30% 1.20% 80.91

停車場類（共4單位） % 0.24% 0.29% 0.28% 0.27% 0.28% 17.13

視聽教室類（共3單位） % 0.17% 0.23% 0.22% 0.14% 0.15% 81.77

其他類（共5單位） % 6.94% 7.51% 6.55% 6.43% 5.80% 102.03

各類別占行政部門總用電量之比例

宿舍節能推廣及競賽

 宿舍汰換舊有的高耗能燈具為T5

 消防設施或避難指示燈改為LED形式

 電梯汰換為變頻系統

 公共區域用電時間設定及盞數控制

 冷電費採分級分段收費，用愈多其單價成

本愈高，達到以價制量之效果

 各棟宿舍持續且定期推動節能競賽，獲奬

宿舍的獎勵金再回饋予該宿舍作為寢室省

電評比成效更佳的寢室，有效達到節能教

育的效果。



100年各棟學生宿舍節能競賽成果統計

單位/電費

實際現況 節電成效

99年
平均單價2.59

100年
平均單價2.62

100年

全校
電費 199,988,201 195,245,925

-
4,742,276



用電量 76,342,024 73,780,504
-

2,561,520


學生宿舍
電費 20,077,691 18,448,766

-
1,628,925



用電量 7,725,746 7,032,705 -693,041 

學生宿舍佔
全校使用比

率

電費 10.04% 9.45% 34.35%

用電量 10.12% 9.53% 27.06%

單位(度)/水費(元)

實際現況 節水成效

99年
平均單價13

100年
平均單價13

100年

全校
水費 12,299,282 11,515,100 -784,182 

用水量 928,681 871,002 -57,679 

學生宿舍
水費 3,850,285 3,744,660 -105,625 

用水量 294,322 289,551 -4,771 

學生宿舍佔
全校使用比

率

水費 31.30% 32.52% 13.47%

用水量 31.69% 33.24% 8.27%

100年各棟學生宿舍節能競賽成果統計



單位(度)/瓦斯費(元)

實際現況 節能成效

99年
平均單價
20.34

100年
平均單價
21.32

100年

學生宿舍

瓦斯費 7,790,236 7,861,654
+71,418
(+0.92% )

↑

瓦斯用量 383,001 368,702
-14,299
(-3.73%)



100年各棟學生宿舍節能競賽成果統計

100年各棟學生宿舍節能競賽成果統計表

節能項目

期數
節水 節電 節瓦斯

第一期
(3-6月)

1. 勝九舍
2. 勝八舍
3. 勝二三舍

1. 勝六舍減幅＞20%  20000元
2. 光一舍減幅＞15%  12000元

1. 勝九舍
2. 勝八舍

第二期
(9-12月)

1. 勝六舍
2. 勝二三舍
3. 勝九舍

1. 光二舍減幅＞20%  20000元
2. 勝三舍＞10%      5000元
3. 敬一舍＞10%      5000元
4. 勝二舍＞10%      5000元

1. 光二舍
2. 勝九舍

總計
1. 勝九舍
2. 敬一舍
3. 勝八舍

1. 勝六舍 頒發節電優良宿舍獎章
2. 光一舍 頒發節電優良宿舍獎章
3. 敬一舍 頒發節電優良宿舍獎章

1. 光二舍
2. 勝九舍



宿舍節能有效推動模式

持續汰換高耗能設施

電費採分級分段收費

持續且定期推動節能競賽

熱水鍋爐夏季熱水溫度調降5度
由70度改為65度

Office of General Affairs Office of General Affairs ‧‧NCKUNCKU

 試辦期間：

100年1月1日起至100年12月31日止。

節電試辦獎勵辦法

 實行對象：

各教學單位及學生宿舍。

 主旨：

為推動節約用電達成節能減碳目標，特訂定「國立
成功大學節約用電試辦獎勵辦法」



獎勵機制：

依據各教學單位前一年度之EUI減當年度之EUI除以前一年度EUI之
比值百分比（以下簡稱EUI下降幅度）及各該單位EUI基準值考評
之，學生宿舍部分則以EUI下降幅度評比，將節能績效分為極優、
優、佳、待改善等四級，其考評標準如下：

一.極優等級：當年度EUI下降幅度≧10%
二.優等級：5%≦當年度EUI下降幅度<10%
三.佳等級：2%≦當年度EUI下降幅度<5%；

或1%≦當年度EUI下降幅度<2%且當年度EUI<EUI基準值。

四.待改善等級：1%≦當年度EUI下降幅度<2%且當年度EUI>EUI基準值；
或EUI下降幅度<1%。

 獎勵金額依照考評等級給予如下之獎勵：

一、極優等級：節電成效* 5。

二、優等級：節電成效* 3。

三、佳等級：節電成效* 1。

前項所稱節電成效為前一年度用電量減當年度用電量之差額。

國立成功大學100年度節能績效評比

表現極優者如下：降幅10%以上，15個單位

表現優者如下：降幅5%以上，10%以下，14個單位

表現佳者如下：降幅2%以上，5%以下或
(降幅1%以上，2%以下，且EUI小於基準值) ，7個
單位

表現待改善者如下：(降幅1%以下，11個單位)



成功大學低碳校園示範規劃成功大學低碳校園示範規劃 陽光綠能（自強）校區陽光綠能（自強）校區

太陽能電力：

增設屋頂太陽能發電系統 190kW
感應式LED路燈（視發展逐漸更
換）

低碳校園展示

太陽能、雨水資源回收展示（結合
太陽能車棚）
低碳校園資訊（結合太陽能車棚）

電動機車電池交換站

太陽能車棚 (60kW分散式PV系
統)

電動車貨運轉送站（配合規劃）

節能像信仰，
必須天天去實
踐它。







意見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