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小學推動學校計畫
徵件說明會

教育部補助辦理
潔能系統整合與應用人才培育計畫



內容大綱

一. 計畫目標與架構

二. 計畫期程、額度與補助對象

三. 計畫申請原則與方式

四. 中小學推動學校任務

五. 經費編列與支用原則

六. 審查重點

2



一、計畫目標與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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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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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依據「行政院綠能科技產業推動方案」揭
櫫能源安全、綠色經濟、環境永續之願景，推動
「潔能系統整合與應用人才培育」科技計畫

 圖1. 政府能源發展願景



計畫目標

 十二年國教課綱總綱核心素養的三面九項內涵及五大面向

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以素養導向整合各
領域學科，透過能源教育向下紮根，從能源概念、能
源使用、能源意識、能源發展及行動參與等五大面向
培養各教育階段的學生具備應有的素養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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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重點工作為課程模組發展，聚焦於規劃國小、國中到高中
跨階段的主題式能源課程模組，透過情境脈絡與系統化學習，培
養學生對能源科技的興趣，將能源知識內化為生活應用，在面對
問題時能反思與應變，讓能源素養在學生心中紮根。

計畫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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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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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期程、額度與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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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期程與補助對象

計畫期程：

自教育部核定日起至110年1月。

補助對象：

全國公私立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等學校。

補助額度：

本計畫為部分補助，各地方政府或學校應自籌部分經費，

每一計畫本部以最高補助額度70萬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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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申請原則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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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申請原則與方式

申請學校 計畫書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所屬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中小學
能源教育資源中心

 申請截止日為108年11月20日
 計畫書需詳列具體之工作規畫內容

及經費申請表。

地方政府主管機關
(地方教育局/處)

彙整

 公告截止日前備妥電子檔光碟
及書面資料各1份，以限時掛號
方式寄送至中小學能源教育資
源中心(以郵戳為憑)。

潔能系統整合與應用人才培育計畫-中小學能源教育資源中心
國立臺南大學環境與生態學院
主持人：張家欽院長
聯絡人：東小姐 電話：06-260-6123#7001
郵寄地址：700台南市中西區樹林街二段33號
中心地址:國立臺南大學榮譽校區(701臺南市東區榮譽街67號)
E-mail：cleanenergyedu106@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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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



縣市計畫申請書彙整表
徵件須知P.47

提醒:
一. 請縣市教育局/處彙整後填寫附件十，連同申請書一併寄送至中小學

能源教育資源中心。
二. 本計畫為部分補助案，縣市於表中所填列名單，經教育部審查通過者，

縣市或學校須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及本部與所屬
機關（構）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計畫型補助款處理原則之規定，
提撥相對比例之自籌經費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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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申請原則與方式

申請學校 計畫書 中小學
能源教育資源中心

 國立及私立學校

 申請截止日為108年11月20日
 計畫書需詳列具體之工作規畫內

容及經費申請表。

 公告截止日前備妥電子檔光碟
及書面資料各1份，以限時掛號
方式寄送至中小學能源教育資
源中心(以郵戳為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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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能系統整合與應用人才培育計畫-中小學能源教育資源中心
國立臺南大學環境與生態學院
主持人：張家欽院長
聯絡人：東小姐 電話：06-260-6123#7001
郵寄地址：700台南市中西區樹林街二段33號
中心地址:國立臺南大學榮譽校區(701臺南市東區榮譽街67號)
E-mail：cleanenergyedu106@gmail.com

申請



四、中小學推動學校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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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將能源議題融入課程並發展為學校課程方案

中小學推動學校任務（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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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校應依據國小、國中或高中不同教育階段之學生，規劃將
能源議題融入部定課程或校訂課程，形成以能源為特色的課
程方案。

2. 課程設計建議從能源概念、能源使用、能源意識、能源發展
或行動參與等五大面向開展，鼓勵學校嘗試串連各年級間之
能源課程內容。

3. 推動學校申請計畫時，應提供學校規劃的課程方案，清楚標
示出預計開發之能源課程模組所對應之教育階段（含年級）
及課程類型位置，且需說明課程執行方式。

4. 推動學校申請計畫時，請提供校內課程發展委員會，及相關
領域教學研究會的會議討論記錄或照片，作為計畫審查之參
考資料。



透過能源學習主題與實質內涵，作為各教育階段學生能源知識
的學習主軸，從能源概念、能源使用、能源意識、能源發展及
行動參與五大面向培養各教育階段的學生對能源的基礎，及具
備應有的素養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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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教育階段課程類型

教育階段 課程類型 部定課程 校訂課程

國民小學
領域學習課程 彈性學習課程

國民中學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一般科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校訂必修課程

選修課程

團體活動時間

彈性學習時間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

單科型高級中等學校

※詳細內容請參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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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發展中小學能源課程方案及能源課程模組

1. 依據能源課程方案，搭配在地環境特色選擇能源類別，作為發展
能源課程模組的主軸，規劃至少16節課的能源課程內容，模組個
數不限。

2. 課程模組規劃前，請先行參考本部前期能源計畫所產出之課程模
組內容，避免重複開發，若屬前期產出教材內容改良深化則不在
此限。

3. 發展課程模組教材過程應符合智慧財產權相關規範；同時配合推
廣能源教育之需求，於繳交教材成果時，並應檢附相關著作人之
著作授權同意書。

中小學推動學校任務（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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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課程模組教學內容規劃

一. 以課程計畫表為主要撰寫模式，本表僅為參考格式，建議依推動學校所在之
各縣市公告之格式優先進行設計，若無，或為了強化說明，則請參考本表提
供規劃內容說明。

二. 可提供相關課程規劃，此表格內容可於計畫執行時依實際情況進行調整，並
於期末成果報告前完成。

計畫申請書P.34-P.37

21



22



23



中小學推動學校任務（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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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能源課程模組內容試教驗證

需事先規劃課程的試教機制，並於能源課程模組的
發展過程中，自行辦理課程試教，針對問題滾動式
修正，期中審查時至少完成4節課試教，且繳交試教
紀錄，期末報告繳交時，需提供完整記錄能源課程
模組的發展及修正過程。

四. 建立能源教育相關專業領域諮詢團隊

應邀請相關專業領域學者專家合作或協助，亦鼓勵
推動學校與本部七大潔能區域推動中心建立連結，
定期安排諮詢會議以完成本計畫各項重要任務。所
邀請之學者專家名單，應由具備能源科技背景和教
育背景的專業諮詢委員各至少1位組成。



中小學推動學校任務（3/4 )

五. 啟動中小學能源教師培力交流，建立專業師資團隊

建立能源師資團隊，積極參與能源教育相關培訓，持
續增進教師能源知識素養，凝聚共識，並追蹤教師參
與課程活動之成效。

六. 發展動手實作課程並強化能源課程模組與生活情境連結

透過能源課程模組融入能讓學生從做中學的課程，呈
現出推動學校的亮點與特色，透過情境脈絡與系統化
課程學習，強化課程模組與生活情境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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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推動學校任務（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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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發展在地特色，並與區域推動中心及在地場域連結，整
合及串聯區域的能源教育

結合區域推動中心實踐基地或其他在地能源場域，發
展具在地特色的能源課程。

八. 配合總計畫及中小學能源教育資源中心辦公室相關推動
事項



各區域推動中心聯絡方式

區域推動中心 聯絡窗口 E-Mail

北北基Ⅰ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電話: (02)2462-2192 #6035
shiouma@gmail.com

北北基II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

電話: (02)2771-2171 #3581
gn125293038@gmail.com

桃竹苗
國立中央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電話: (03)422-7251 #28022
duncan@cc.ncu.edu.tw

宜花東 國立東華大學/能源科技中心
電話:(03)890-3688 ringquit@gmail.com

雲嘉南 崑山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電話: (06)2050782 #32128 tina60538@gmail.com

中彰投
逢甲大學/綠能科技暨生技產業發展研究中心

電話: (04)2451-7250 #6232
linsy@fcu.edu.tw

澎高屏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模具系

電話: (07)381-4526 #15478
solarschool@nk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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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費編列與支用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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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編列與支用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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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籌款核定補助
經費 總經費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所屬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依直轄市、縣（市）政府財力級
次最低至最高，本部最高補助比率由百
分之九十依序遞減百分之二。

 國立及私立學校應提撥本部核定計畫總
額百分之十以上的自籌經費。

相關經費之編列及支
用基準，依「教育部
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
結報作業要點」之規
定辦理。

每一計畫本部以最高補
助額度70萬為原則，並
得視能源教育課程模組
發展規模及年度預算編
列情形調整之。



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財力及次表
直轄市及縣(市)別 財力級次 補助比率(%)

臺北市 第一級 82

新北市 第二級 84

桃園市 第二級 84

臺中市 第三級 86

臺南市 第三級 86

高雄市 第三級 86

新竹縣 第三級 86

新竹市 第三級 86

嘉義市 第三級 86

金門縣 第三級 86

宜蘭縣 第四級 88

彰化縣 第四級 88

南投縣 第四級 88

雲林縣 第四級 88

基隆市 第四級 88

苗栗縣 第五級 90

嘉義縣 第五級 90

屏東縣 第五級 90

臺東縣 第五級 90

花蓮縣 第五級 90

澎湖縣 第五級 90

連江縣 第五級 90 註：本表自109年度起適用。



經費編列與支用原則

人事費: 計畫得編列
計畫主持人、
協同主持人，
所編列人數
以不逾4名為
原則。

任務 人數 每月編列上限

計畫主持人 綜理與協調計畫各項工作、課程
方案，進度管理與成果報告撰寫 1人 5000元/人

協同主持人
規劃發展課程所需模組教學資源、
安排試教、協助推動融入教學，
以及執行本計畫各項推動任務

至多3人 4000元/人

業務費:
1. 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及「教育部及所

屬機關學校辦理各類會議講習訓練與研討（習）會相關管理措施
及改進方案」編列支用。

2. 參與計畫之中小學教師因業務執行之需求，得依「中小學兼任及
代課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編列代課鐘點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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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審查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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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重點

1. 本計畫是否有助提升學生對於臺灣能源環境的認識，
培育能源使用、能源意識、能源發展或行動參與之素
養或能力。

2. 學校課程方案是否清楚標示能源議題所融入課程類型
與年段，是否妥適。

3. 課程模組發展內容、師資及課程安排與場域規劃是否
妥適。

4. 各項工作規劃及內容是否妥適。
5. 組織架構是否妥適。
6. 整體經費編列是否合理。
7. 預期績效是否適切。  由本部邀請相關專家學者組成

審查小組，進行計畫書面及會
議審查，必要時得邀請申請補
助學校，進行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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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申請Q&A

Q：各縣市是否有申請學校名額的限制？
A：無限制。

Q：經費額度與自籌款配合的方式，教育部給的上限是否
為70萬，總體經費會是超過70萬？
A：是，教育部最多補助70萬，再加上自籌款，因此經費
編列的總體金額會超過7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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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計畫最多需要產出多少個課程模組？
A：課程模組至少一個，最多不限，可依各校需求自行安
排，但總節數須至少16節課。

Q：計畫團隊是否可跨校？
A：提計畫時請以一個學校為主要申請者，而本次計畫至
多可編3名協同主持人，不限於校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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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歡迎提問



徵件須知下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