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中山大學推動綠色校園改善補助要點 

101.05.16 本校100學年度第2學期第6次擴大行政會議通過 

一、國立中山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及協助各單位進行所屬館舍設置節約資源

使用設施，以改善設施使用資源效率及減少資源費用支出，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補助之對象為本校各單位(不含附設單位)。依本要點申請補助者，應填

寫本校推動綠色校園改善補助申請表(如附件)，由各行政、學術一級單位或學

術二級單位隨時向本校綠色校園小組提出申請。申請案由本校綠色校園小組

於每年度三月、六月、九月及十二月底，循行政程序簽請綠色校園小組召集

人核定後執行。 

三、各單位依本要點提出補助申請者，依其節約資源效益審酌核定後，依下列規

定辦理： 

(一)應由各單位依本校採購之相關規定辦理。 

(二)同一申請單位之補助，每年以二件為限。 

(三)補助各單位之金額，以其申請金額百分之五十且十萬元為上限。 

(四)受補助之單位應於改善後三個月內，提出改善成效報告。 

四、每年度補助經費之總額，由校務基金自籌經費編列支出。 

五、本要點經綠色校園小組會議決議，送行政會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附件 

國立中山大學推動綠色校園改善補助申請表(1/2)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編號
＊  

單位名稱  聯絡人  

聯絡人職稱  聯絡人分機  

聯絡人傳真  聯絡人 E-mail  

預估改善經費 元 申請補助金額 元

預計施工日期 年  月  日 預計完工日期 年  月  日 

改善項目 
□電力           □空調               □照明           

□節約用水       □資源回收再利用     □其他           

改善措施簡述  

申請作業 申請人簽章：                單位主管簽章：             

審核作業
＊ 

1.預期效益 

減碳量         公噸 CO2/年    節電率           ％ 

節水率         ％             節油率          ％(汽油)  

節油率         ％(柴油)      節油率         ％(燃料油)  

節氣率         ％(天然氣)     節氣率           ％(石油氣) 

廢棄物減量      (公斤/年) 

初審日期：  年  月  日    能源管理人簽章：            

2.審核結果 

□同意補助，補助金額：             元 

□不補助，原因： 

審核日期：  年  月  日    審核人簽章：                

註：表中”＊”申請單位免填。 



國立中山大學推動綠色校園改善補助申請表(2/2) 

補助改善項目 改善規劃說明(每一補助項目各填一份) 

改

善

內

容 

 

預

期

效

益

計

算 

 

□電力 

 

□空調 

 

□照明 

 

□節約用水 

 

□資源回收再利用 

 

□其他改善 

經

費

需

求

計

算 

 

 



國立中山大學推動綠色校園改善補助申請表(1/2)(填寫範例) 

申請日期 ＯＯ年ＯＯ月ＯＯ日 申請編號
＊ 001 

單位名稱 ＯＯ系 聯絡人 ＯＯＯ 

聯絡人職稱 ＯＯＯ 聯絡人分機 ＯＯＯ 

聯絡人傳真 ＯＯＯ 聯絡人 E-mail ＯＯＯ 

預估改善經費 170,200 元 申請補助金額 100,000 元

預計施工日期 ＯＯ年ＯＯ月ＯＯ日 預計完工日期 ＯＯ年ＯＯ月ＯＯ日

改善項目 
□電力           □空調               ■照明           

□節約用水       □資源回收再利用     □其他           

改善措施簡述 
本單位照明主要使用 T-bar 及山型 T8 燈具為主，供教室及辦公

室照明使用，後續規劃將汰換為節能 T5 燈具。 

申請作業 申請人簽章：                單位主管簽章：             

審核作業
＊ 

1.預期效益 

減碳量  3.53   公噸 CO2/年    節電率   34.1    ％ 

節水率         ％             節油率          ％(汽油)  

節油率         ％(柴油)      節油率         ％(燃料油)  

節氣率         ％(天然氣)     節氣率           ％(石油氣) 

廢棄物減量      (公斤/年) 

初審日期：  年  月  日    能源管理人簽章：             

2.審核結果 

□同意補助，補助金額：             元 

□不補助，原因： 

審核日期：  年  月  日    審核人簽章：                

註：表中”＊”申請單位免填。 



國立中山大學推動綠色校園改善補助申請表(2/2) (填寫範例) 

補助改善項目 改善規劃說明(每一補助項目各填一份) 

改

善

內

容 

目前本單位照明主要使用T-bar及山型T8燈具為主，供教

室及辦公室照明使用，後續規劃將汰換為節能T5燈具，

於汰換的同時搭配合理的照度參考標準，使照明符合中

華民國國家標準CNS照度規範(參考資料1)。 

教室及辦公室汰換節能省電燈具類型： 

1.教室內40W×2-T8燈具汰換為28W×2-T5燈具，共100盞。

2.辦公室內 20W×2-T8 燈具汰換為 14W×2-T5 燈具，共

21 盞。 

□電力 

 

□空調 

 

■照明 

 

□節約用水 

 

□資源回收再利用 

 

□其他              

預

期

效

益

計

算 

(詳列計算式) 

一、改善效益 

1.教室40W×2-T8燈具汰換為28W×2-T5燈具，共100盞，

點燈時間1,600 小時/年，每年節電度數： 

(94 W/盞–62 W/盞)×100盞÷1,000 W/kW×1,600 小時/

年=5,120 kWh/年 

2.辦公室20W×2-T8燈具汰換為14W×2-T5燈具，共21盞，

點燈時間1,200 小時/年，每年節電度數： 

(48 W/盞–31 W/盞)×21盞÷1000 W/kW×1,200 小時/年= 

428 kWh/年 

3.預估總節電度數=5,120＋428=5,548 kWh/年 

二、減碳效益(參考資料2) 

推估改善後，每年可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5,548 kWh/年×0.636 kg CO2e/kWh÷1,000(kg/公噸) 

≒3.53 公噸CO2e/年 

三、節能或減碳率 

1.改善前總用電度數 

94W/盞×100盞÷1,000 W/kW×1,600 小時/年 

=15,040 kWh/年 

48W/盞×21盞÷1,000 W/kW×1,200 小時/年 

=1,210 kWh/年 

總用電度數=15,040+1,210=16,250 kWh/年 

2.改善後總節電度數：5,548 kWh/年 

改善前後節電比例(％)：5,548÷16,250=34.1％ 



經

費

需

求

計

算 

 

項次 設備名稱 數量 
單價 

（元） 

總價 

(元) 

1 28W×2-T5 燈具 100 1,450 145,000

2 14W×2-T5 燈具 21 1,200 25,200 

   合計 170,200

以上單價含設備安裝及測試。 

註：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影印。 



參考資料 1 

照度：照度的定義為被照體單位面積所受的光通量，其單位為勒克斯(LUX)。每一不同使用目

的的場所，均有其合適的照度來配合實際需要。例如，一般家庭書房的全般照明照度約

為 100 LUX，閱讀時則需要照度 600 LUX，此時可用檯燈作為局部照明，以達到所需照

度。照度太低時，容易導致眼睛疲勞造成近視，照度太高則過分明亮刺眼，形成電力浪

費。 

CNS 照度標準 

 

 



 



參考資料 2 

各資源使用之二氧化碳(CO2)排放係數 

節約資源項目 單位 CO2排放量 

用電 0.612 公斤 CO2e/度 

用油(汽油) 2.26 公斤 CO2e/公升 

用油(柴油) 2.73 公斤 CO2e/公升 

用油(燃料油) 3.11 公斤 CO2e/公升 

用氣(天然氣) 2.09 公斤 CO2e/立方公尺 

用氣(石油氣) 2.17 公斤 CO2e/立方公尺 

廢棄物減量 0.81 公斤 CO2e/公斤 

註：1.資料來源：經濟部能源局、環保署溫室氣體盤查平台 

2.用油(汽油)為 92、95 及 98 等無鉛汽油屬之。 

3.用油(燃料油)為一般所稱重油、鍋爐油等屬之。 

4. 廢棄物為一般廢棄物(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