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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學校名稱：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學校地址(網路選填，含縣市與區域名稱)： 

是否為縣市政府指定之防災避難中心  □是   ▉否 

填報日期：103 年 1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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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之永續校園宣言 

一、本校之整體永續校園規劃願景及說明 

摘      要 

百齡高中親師生團隊在現任校長的帶領下，懷抱「成就每個百齡人做最好

的自己」的多元價值教育理念，積極推動校園營造，戮力改造學校成為學生最

佳的多元學習舞臺，鼓勵師生嘗試多元發展，培育學生具備「閱讀探究、批判

創思、團隊合作、藝術涵養、國際視野」等五大關鍵能力，實踐「多元百齡，

培育群英；優質百齡，永續校園」的願景。 

本校整合運用學校及社區整體資源與人力，成立永續校園推動小組，相關

組織成員分工合作，透過現況問題調查、校園永續營造校園理念溝通、環境教

育課程、定期檢核及專家諮詢等多元方式規劃永續校園環境方案。 

本方案預計分三階段推動:第一階段規劃期 (104年)凝聚全體師生共識並

能解構學校教育環境問題、探討不利學習之環境條件及並編列改善環境經費。

第二階段結合社區資源力量，並依據小組 SWOTS 分析結果改善校園軟硬體及依

照 104年所編列經費改造永續校園環境及紮根永續校園環境教育，第三階段擴

大影響力,辦理分享永續校園相關課程創新成果發表及結合家長及社區力量與

社區資源,落實校園營造永續經營之環境教育。 

二、本校透過永續校園計畫與環境教育結合之策略 

1. 理念溝通宣導部分:透過學務處各項朝會、班週會與重大集會時間，賡續強

化防災教育知能與防災避難疏散動線宣導，且不定期抽查家庭防災卡，並持續

更新學校防災網頁專區資訊，以提昇防災教育學習成效。 

2.課程與教學部分:結合各科教學融入環境教育請教務處於期初備課與教學研

究會，配合總務處每學期實施永續校園營造項目及主題式環境教育，訂定本校

永續校園規劃之課程實施教學並訂定檢核機制，如：國文課短進行文或標語寫

作；自然學科及資訊課進行校園環境變因分析、校園及社區環境教育推動、區

預防災相關資訊蒐集與瀏覽；行政及總務處規畫辦理永續校園營造等相關軟體

及硬體改善說明會讓社區里民及本校師生能支持並能落實施本項推動執行本計

畫。 

3.達成成效及指標 

 期望培訓環保義工種子與士林社區里民力量、結合社區大學園藝科系資源共同

推動本校永續校園計畫,將本校花鋪及與基河路和承德路 179巷街道維護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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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美化,有效降低校園建築物夏季環境溫度。 

 

三、校長對本計畫之支持度 

本人百分之一百全力支持本計畫之推動，將結合社區清潔環境等服務課

程、學校親師生行政團隊以及社區環境資源力量，結合環境教育與防災教育建

構校園永續生態自然教育學習環境建置防災及然校園，持續不斷地藉著教育宣

導注重生態節能有效各項教育措施、暢通溝通管道借助專家專業諮詢意見及滾

動式修正本計畫，期能確實依據排定之各項計畫內容逐步執行，落實校園環境

永續環保教育等教育目標！ 
 

校長簽名：              (親簽)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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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說明 

計畫名稱 臺北市立百齡高中(104-106 年)永續校園改善計畫 
 

1.主要聯絡人(獲補助後供輔導團聯繫溝通用，請確實填報)： 

主要聯絡人 
(一校填寫兩人) 

辦公室電話 
(含分機) 

e-mail 
(計畫訊息將以 mail通知為主， 

請確實填寫) 

事務組長潘薇蒂 28831568轉 301 t8034@blsh.tp.edu.tw 

總務主任劉文正 28831568轉 302 t1708@blsh.tp.edu.tw 
2.學校特色（請說明學校之地理位置、特色、與改造項目的關連性…等） 

    學校為日字型建築物,筏式基礎，地下一層及地上五層建築，位於劍潭捷運站及緊臨觀光

景點士林夜市旁，交通便捷，國中部學生多居住於學區市場周遭，高中部學生多來自臺北市

各區，亦有部分來自新北市。校園鄰近士林夜市商圈，上午為果菜市場早市，下午四點後夜

市即開始擺攤營業，遊覽車眾多停於學校大門口承德路交通早上調撥車道另駐有士林社區大

學於晚上及假日上課，校園開放使用頻繁，人潮進出眾多，整體環境噪音及垃圾處理問題、

日照西曬及教學大樓頂樓五樓夏季溫度平均超過34度,高溫、噪音環境不利師生教學及學習。 

校園環境特色鄰近社教機構資源豐富，如：臺北天文館、國立臺灣科教館、臺北市

立美術館、花博館、故宮博物院、士林官邸、士林公民會館以及興建中的臺北藝術中心，

亦有臺北藝術大學、淡江大學、銘傳大學、東吳大學、文化大學等多所大學資源共享以

及圓山、劍潭及三角渡口等自然資源。 

 

3.遭遇問題（請說明問題點與改造項目的關連性） 

一、屋頂頂樓日照西曬溫度過高、不利於學習.校園硬鋪面多如操場中央 pu 及籃排球球場周

遭水泥硬舖面多,童軍教育露營區鎖水磚多,地面未能有效導水及蓄洪功能不彰. 

二、游泳池排水未能再利用、筏式基礎儲水及斜屋頂多處雨水直接用馬達抽出排入下水道,

天然水資源浪費未能再利用 

三、鄰近士林夜市，校內外環境易遭受髒亂及破壞，不利於人文藝術環境建置及維護。 

四、社區總體營造藝術氛圍動力較弱,未能有效結合社區力量擴大彰顯環境教育影響力。 

4.預期成果(請以條列式說明，內容包含：校園實質環境改造預期成果、教案開發與分享…等) 

4-1與社區鄰里之互動成果： 

請鄰近大學園藝或環境教育系指導及諮詢,共同規畫推動校園永續環境教育 

改善校園與社區走道環境清潔與美化,建立人文及藝術永續校園環境 

4-2 校內預期成果： 

１擬改造硬鋪面及調整排水通道,操場中央及籃排球場周邊擴大敲除回歸透水鋪面增加透水

率. 

2.中庭開挖洩洪池,改皆引水道設置過濾器等並於天然災害水災或雨季時能將多餘雨水或屋

頂排水存入筏基及雨撲滿內待乾旱季節或平時可以用簡單過濾水設備將水質淨化後作為澆灌

水或沖廁所用水,達到雨水再回收利用目的及節省水電費支出。 

3.結合學科老師融入教學讓學生藉由建置水回收及資源再利用等教育系統讓學生對永續環境

教育更能深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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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團隊人事資料 

校內推動委員會組織架構與成員(欄位不足時請自行增列)： 

 服務單位 姓  名 職  稱 負  責  工  作 

召集人 
百齡高中 邱淑娟 校長 永續校園理念整合及推動

召集人 

執行秘書 百齡高中 廖志風 秘書 永續校園計畫推動聯絡 

顧問 
百齡高中 江炳憲 種子教師 推動永續校園計畫規劃前

和規劃後及執行等顧問 

工作小組 

百齡高中 湯一嵐 教務主任 教師課程推動及實施 

 

百齡高中 余定華 學務主任 學生學習成果、活動呈現 

 

百齡高中 劉文正 總務主任 環境問題調查及策略擬

定、硬體及軟體規劃統整

計畫 

百齡高中 鍾志運 主任教官 防災教育教學推動 

百齡高中 湯惠娟 自然學科

總召集人 

 

環境教育課程教學推動規

劃 

百齡高中 唐書志 教師會長 教師永續校園推動理念溝

通 

百齡高中 林雄川 家長會長 家長永續校園實施理念溝

通 

 

百齡高中 范因素 會計主任 永續校園經費核定等 

外聘專家 
李宏堅建築

師事務所 

程建華 建築師 永續校園環境工程設計及

監造建築師 

社區委員 

義信里 陳中和 里長 社區防災及資源整合利用 

士林社區大

學 

張明致 社區大學

校長 

社區防災及資源整合利用 

計畫負責人任期說明(欄位不足時請自行增列)： 

職稱 姓名 任期 計劃期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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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年/月) 會調動者打勾(v) 

(104年-105年) 

校長 邱淑娟 103/8-106/7  

總務主任 劉文正 103/8-106/7  

學務主任 余定華 103/8-106/7  

教務主任 湯一嵐 103/8-106/7  

會計主任 范因素 103/8-106/7  

備註：各校永續校園推動委員會成員 / 校長、主任任期 / 推動委員會組織架構及成員：應確實成

立「永續校園推動委員會」，並由校長擔任召集人，統合顧問、家長會、教師會、民間團體及

社區...等地方人才加入，本案鼓勵鄰近或相關聯之大專校院提供專業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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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基本資料 

校名：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地址：臺北市士林區承德路 4 段 177 號 

學校網址：http://web.blsh.tp.edu.tw/ 學生人數：    2215 人    班級數：70 班 

校地總面積：25,513              (m2) 校園綠地覆蓋總面積：約  2,546.84   (m2) 

建築物覆蓋面積：38,376.98         (m2) 海拔高度：   5       M 

實質環境資料   以校園氣象站資料為主 

【請查詢「中央氣象局」網站：http://www.cwb.gov.tw/V7/climate/monthlyMean/Taiwan_tx.htm 】 

路徑：首頁→氣候統計→月平均/每月氣象→選定學校所在位置之鄰近氣象站 

地區平均 

溫度 

最高：( 7 月)  34.3  ℃  

最低：( 1 月)  13.9  ℃ 

月平均：      23         ℃ 

月雨量 

(降水量) 

最高：(  9 月)    360.5   mm 

最低：(  12 月)     73.3   mm 

月平均：      200.4   mm/月 

長年風速 月平均：  2.7    m/s 長年風向 
夏季6月：      東北   45    (角度)   

冬季12月：     西南   45    (角度)   

地區平均 

日照時數 

夏季6月： 1 21.7 小時 

冬季12月：90.7   小時 

環境特質 呈日字型建築,地下 1 層及地上五

層建築物,筏式地基 

校園能源使用現況資料   以校園實質資料填報為主 

校園用電總度數
（以電力公司電表

為準） 

夏季03-06月：平均  89,880   度/月 

冬季09-12月：平均   110,670  度/月 

校園用水總度數 

（以自來水公司

水表為準） 

夏季03-06月：平均 1,459.38    度/月 

冬季09-12月：平均  1,080.88    度/月 

其他有助於說明學校現況之補充說明(請條列式) 

1.95 年申請教育部永續校園專案補助計畫專款 35 萬購置節能減碳建置校園節能監控系統電表及教育看板,定期檢

核用水用電情形,落實推動校園節能減碳政策,每年節省電費大幅節省水電支出及避免用電超額罰款。 

2.102年申請教育部補助款新台幣17萬建置校園防災校園計畫榮獲教育部校園防災建置第一類績優學校.積極辦理

校園防救災疏散避難演練及宣導防災教育。 

學校自評指標圖示(無須填寫，將由系統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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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年度申請項目與經費說明 

類別 改造項目 
申請  

金額 

項目施作 

規劃 

(本年度申請

項目請打ˇ/

已實施項目

請打 o) 

備註 

(已實施年度-計畫名稱/ 

本年度申請項目與已實施項目若

有關連性，請附註說明) 

節能減碳

資源循環 

1.雨水再生水利用 400000 ˇ 
裝設雨水及再生水沖廁及花木澆

灌系統 

2.自然淨化水循環處理 200000 ˇ 池塘水及與雨水自然淨化系統                                                                                                                                             

3.再生能源應用    

4.節約能源設計與 

管理監控措施 
  95年已施作 

5.節水措施規劃 100000 ˇ 學校自籌款 100000 

環境永續

生態循環 

6.透水性鋪面 200000 ˇ  

7.地表土壤改良    

8.親和性圍籬  o 96年已施作 

9.多層次生態綠化  o 100年已施作 

健康效率

學習空間 
10.健康建材與自然素材  o  

11.室內環境改善    

防救災與

避難 

12.災害預警系統  o  

13.避難空間規劃    

14.防救災水電系統 100000 ˇ 舊抽水機及排水管路汰換 

15.綜合規劃類    

其他 名稱：    

經常門 
設計規劃費(上限 10萬) 150000 ˇ  

教學用經常門(含雜支) 50000 ˇ 學校自籌款 20000 

申請補助

總金額 
新台幣    壹佰貳拾萬元整 

所在縣市是否有永續校園

或環境教育相關輔導組織 
▉有   □無 若有，請填組織名稱 

臺北市高中環境教育及防災教育

輔導團 

 

 



104 年度教育部永續校園計畫專用表格(網路申報預寫版-個別案) 

3 

 

五、學校近年遭天然災害情形描述(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加) 

校名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是否知其災害潛勢 

□未調查，尚不清楚    

□已調查，無災害潛勢   

▉已調查，具災害潛勢 

災害潛勢：▉地震  □水災    ▉火災   □其他： 

請附上災害描述、災害潛勢地圖、或其餘可輔助說明之文字或照片： 

 

臺北市—臺北市立百齡高中 

年度 災害類型 潛勢結果 詳細說明 

2012 地震 中 

中震害潛勢學校在 475 年設計地震侵襲下預期

校舍受損程度達到嚴重損壞以上之機率為

0.1，或全校平均有 10%的校舍面積會遭受到嚴

重損壞以上損壞程度 

2012 颱洪 低  

2012 坡地 低  

2012 人為 中 高交通流量 

2011 地震 高  

2011 颱洪 低  

2011 坡地 低  

2011 人為 中 

校區位於交通要道，尖峰車流量較大，且校區

附近有 1 項以下危險設施及場所，此外，校區

周圍有 1 條以下危險流域。 
 

災害潛勢：▉地震   ▉水災   ▉火災   □其他： 

本校邀請北區防災輔導團協助藉由專業判定本校災害潛勢如下: 

本校位於台北市士林區義信里所在區域主要為地震潛勢(高)與人為潛勢(中)為防災重點項目，因

此加強平時疏散演練與相關防災教育宣導，可加以降低災害發生時之傷害程度。另颱洪潛勢與

坡地潛勢皆為低，但鄰近範圍仍有待防範與留意之處，依水利署及台北市政府之淹水潛勢圖顯

示本校雨量有可能下豪大雨 450/day 或 600mm/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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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校園植栽種類、數量與現況配 

（一）校園植栽種類數量與現況配置圖如下： 

1.草皮:483.84    m2 

2.大喬木:黑板樹  10棵 

3.大喬木:茄苳    10棵 

4.大喬木:榕樹    10棵 

5.大喬木:樟樹    20棵 

6.大喬木:垂葉榕  10棵 

7.大喬木:阿勃勒  10棵 

8.大喬木:水黃皮  10棵 

9.中喬木:菩提樹  10棵 

10.中喬木:果樹    35棵 

11.灌木:杜鵑     200株 

12.灌木:七里香  300株 

13.灌木:扶桑     10株 

14.灌木:九重葛   200株 

15.整形樹:塔榕    7棵 

16.大喬木:木棉   15棵 

現況說明: 

1. 操場及庭園種植大喬木 95棵,中喬木 45 棵. 

2. 圍牆種植灌木 710 株成為綠籬. 

3. 操場植草皮 483.4 平方公尺 

承德路四段 179 巷及基河路校門口路段皆無自動澆灌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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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配置圖: 

 
 

 

 

 

 

 

七、校園基本配置圖與標示本年度預計施作範圍、項目說明  

校園基本配置圖:施作範圍以紅色標示施作項目依年度條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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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度預作項目說明: 

一、建置再生水利用:預計年頂樓裝設過濾沉澱水塔連接至真樓及行政大樓廁所

廁所沖水。 

二、雨水再生水利用:育水回收裝置，105年目標利用斜屋頂、游泳池與撲滿及

筏式基礎存水箱之存水，裝置汲水器及水管連接各樓層花圃形成水管澆灌系

統，結合自然科課程認識校園多樣性植物建置校園植物教育系統,以達到美麗永

續校園環境。 

三、環境永續生態循環:增加透水鋪面,將操場校園週邊透水鋪面面積中央部分

將水泥敲除，以自然工法植草皮為環境降溫。 

四、營造美麗校園:106年將基河路段花鋪及承德路四段 179巷等人行道美化清

潔及建立全校自動澆灌系統使用本校雨水及游泳池排水澆灌減少水費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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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有多處如斜屋頂、游泳池與撲滿及筏式基礎存水箱之存水，管澆灌系

統，結合教師課程教學，認識校園植物生態、多樣性植物建置自然科植物生態

教育系統，以達到美麗永續校園環境。 

 

設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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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池排水回收利用               校園植栽澆灌管路系統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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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申請項目執行策略說明  

(本階段申請尚不需附建築圖說，各申請項目請分表填寫，表格或欄位不足請自行增

列) 

類

別 

▉節能減碳資源循環  ▉環境永續生態循環  □健康效率學習空間  

▉防救災與避難      □其他：                               

項

目

名

稱 

雨水及廢水回收再利用 

問

題

說

明 

本校為筏式基結構並且至真樓、至每樓及行政大樓等處斜屋頂及活動中心游泳池排水、

屋頂雨水及廁所洗手水等直接流入排水溝未能有效利用. 

解

決

策

略 

1. 校有多處如斜屋頂、游泳池與撲滿及筏式基礎存水箱之存水，管澆灌

系統，結合教師課程教學，認識校園植物生態、多樣性植物建置自然

科植物生態教育系統，以達到美麗永續校園環境。 

2. 設置淨化水質自然循環系統將水池水質淨化,建置雨水或中水回收系

統沖洗廁所節省水資源浪費。 
 

現

況

照

片 

   
說

明 

至真樓斜屋頂 至美樓斜屋頂 活動中心一樓池塘水混濁 

日

期 

103.12.18 103.12.18 103.12.18 

現

況

照

片 

 
  

說

明 

人行道畫花舖無澆灌系統 中庭庭園及地下室雨天低

窪易淹水 

地下室魚池水混濁情形 

日

期 

103.12.18 103.12.18 103.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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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是否有搭配廢棄物再利用及廢棄物規劃： 

▉有，說明：  例如課桌已報廢後加以整修油漆美化,當成餐桌或休閒桌椅置

於至於校園角落,結合課程及特教班 17號烘焙屋活動展示學生 diy動手作成果                         

 

□無，說明：                         

 

2.後續維護管理機制規劃與維護成本說明： 

   (1).本次永續校園計畫施作項目:斜屋頂雨撲滿、泳泳池排水回收、廁所雨

水沖洗裝置、水回收澆灌系統,預計每月將可節省至少約 5000元,澆灌水電費

支出,可將結餘費用於添購教學設施。 

  (2)系統建置後交由自然學科老師及學生認養維護,並由總務處定期派員檢

視養護。 
 

相

對

應

的

教

學

計

畫 

1.地理科融入自然生態體驗與實查課程每學期實施 1次,每次 4小時。 

2.公民科:環境教育法每學期 1小時及生物科環境教育專題 1小時，生活科

技及國防通識環保教育節能或防災教育議題每學期 2小時。 

3.過去環境教育教學著重在理論與討論，發現學生對於永續校園概念無法落

實,本次建置雨水回收系統或廁所沖水系統,除建立較完整水資源回收再利

用教學模組外,並針對動手體驗課程如親自汲水澆灌,了解體驗自然資源重

要性,如此建立水回收再利用系統、雨水沖廁補助系統等重要解說建置本校

特色環境教育教學模組,有助於學生學習。 

4.辦理校園環境社區美學教育各項學藝活動競賽加深學生藝術美感教育每

學期至少 1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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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歷年成果說明 

永續校園已補助項目使用現況說明(欄位不足時請自行增加) 

歷年獲得永續校園改造補助之使用現況說明（請附註圖片，並描述現況運作情形） 

年

度 
項目名稱 

教學使用描述 

(是否持續配合教學) 

現況運作情形  

(請以圖片呈現) 

95 設置節能教

育看板及電

力監控系統 

持續實施節電措施及融入自然科環

境教育教學及能源課程教學 

 

102 防災校園建

置 

融入國防通識教育及校內週會主題

式課程教學 

 

 

歷年獲獎/榮譽紀錄(欄位不足時請自行增加) 

年度 獲獎名稱/名次 

100 臺北市學校自來水檢測榮獲-臺北市好水標章 

102 教育部高中職防災校園建置第一類防災大會師績優學校-入學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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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配合申請項目填寫永續相關議題實施成果 

(請列出近兩年執行項目成果，表格不足請自行增列) 

類別 
▉節能減碳資源循環  □環境永續生態循環□健康效率學習空間  

▉防救災與避難      □其他：                               

說明： 週會環保議題及節能宣導 

1. 利用自然科教學及國防通識課程辦

理專題演講等融入課。 

2. 每學期開學環境教育防災週融入本

校環教課程介紹。 

3. 每季定時召開節能會議檢討節能措

施及成效。 

4. 每學期辦理環保志工體驗營打掃街

道。 

道照片： 

 

類別 
□節能減碳資源循環  ▉環境永續生態循環  □健康效率學習空間  

▉防救災與避難      □其他：                               

說明： 

本校辦理執行 102 年度(防災校園網路建

置與實驗計畫)榮獲績優學校第一類學校

/第二類伙伴學校入選,佐證資料如照片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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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永續相關議題實施現況說明 

新申請學校至少需實施 7 項，獲補助後說明如何完全達成；曾獲補助學校要實施 11 項 

主

題 
項       目 

實施內容 

(請條列式說明並加以量化呈現) 

辦理情況 

(已辦理/持續辦

理中/未辦理) 

環

境

政

策 

落實「加強學校環境教育

三年實施計畫」 

1.每學期國防通識課程融入環境防

災議題.自然科及生活科技融入環

境教育認國土及家鄉環境問題.地

理實地踏認識士林區環境及週邊自

然生態,每學期 4 小時 

2.週會辦理環境議題講座如正負 2

度 c 等議題,防災消防等專題演講,

每學期 3 小時 

已辦理 

環 

境 

教 

學 

辦理戶外教學生態旅遊活

動，參與校外環保服務活

動，如掃街、淨灘、淨溪、

河川守護…等。 

1.辦理社區士林區學校週邊及士林

夜市街道掃街活動如與7-11合辦夜

市乾淨地球 clean1日打掃活動至少

1 次 

2.每學期辦理環保志工營掃街青節

活動至少 1 次 

已辦理 

生 

活 

環 

保 

實 

務 

落實校園垃圾減量、資源

回收，推動二手教科書、

制服及學用品回收再利

用。 

1.落實校內垃圾分類回收減少垃圾

量 

2.圖書館推動二手書交換活動 

3.學務處每學期辦理至 

持續辦理中 

推動廚餘減量，廚餘及落

葉有效利用或製作堆肥。 

無 未辦理 

開源節流、節約用水，使

用省水器材及雨水、廢水

回收再利用。 

已裝省省水馬桶及省水開關等 

目前規劃雨水回收再利用系統 

持續辦理中 

實踐辦公室、教室、研究

室及實驗室場所節約用電

及節約能源。 

辦公室及教室皆裝設節能電表並規

定室溫未超過 28度 c不能開啟冷氣

執行情形良好 

持續辦理中 

辦公室做環保，影印紙張

雙面利用，落實綠色採購。 

1.個辦公室規定公文採用雙面列印

節省紙張 

2.回收顛面紙章作便條紙利用或重

複使用另一面列印節約用紙 

3.1.102 年度綠色採購執行率高達

100% 

 

持續辦理中 

推動環保餐具，平時及開 1.平時校內會議用餐及學生午餐所 持續辦理中 



104 年度教育部永續校園計畫專用表格(網路申報預寫版-個別案) 

12 

 

會均不使用市售杯水及瓶

裝水。 

提供餐盒不提供免洗餐具,並自備

攜帶餐具 

員生消費合作社販售文具

以環保標章產品為優先，

不售過度包裝的零食與飲

料。 

依照教育局規範販賣文具及零食等

符合規範並宣導國中生飲食應均衡 

勿購買含糖飲料。 

持續辦理中 

能

資 

源 

監

控 

針對校園內相關能源與資

源有進行監控，並能有效

提出量化數據者。 

1.全校設置電力監控系統有效約用

電 

2.設置數位水表間空給水是否有異

常及漏水情形 

持續辦理 

若已裝設再生能源、節能

設備者，請說明教學或節

約效益。 

本校設有節能教育看板學生配合本

校午間休息關燈 1小時,及辦公室隨

手等節能措施將每天節約用電度數

與前年比較,並將節省數字如每天

減少碳排放至少 500 公斤 

已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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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合作之民間團體及社區伙伴(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加) 

團體/社區 

(村里)名稱 
義信里社區 負責人 陳中和里長 

提供與支援活動內容說明： 

陳里長、劍潭捷運站站長、士林分局小隊長親臨本校擔任本校交通安全諮詢委員及永續

校園環境營造里民溝通橋梁。 

如照片:  

 

團體/社區 

(村里)名稱 
 負責人  

提供與支援活動內容說明： 

﹝1﹞ 民間團體及社區伙伴：社區(鄉鎮村里)提供與支援活動說明，團隊組織及實績：應敘明協

助本計畫之建築、生態、都市、景觀、教育等各類專業人員與團體之基本資料，簡述其

過去執行相關計畫之具體成果。 

﹝2﹞ 亦鼓勵與各縣市政府永續校園或環境教育相關輔導組織整合，以協助學校執行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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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一 ■申請表 

教育部補助計畫項目經費 □核定表 

申請單位：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計畫名稱：104年度永續校園局部改造計畫(個別案) 

計畫期程：(俟獲補助後再填列) 

計畫經費總額：13200000  元，申請金額： 1200000(經常門： 200000元，資本門：1000000) 

自籌款：      120000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無□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 

教育部：           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部：………………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教育部核定補助經費 

（申請單位請勿填寫）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金額（元） 說明 

業 
務 
費 
 

設計規劃費 
50000 1 50000 

第一階段規劃費 
 第一階段，除設計規劃費

外，可編列邀請專家學者
等相關費用，依本部補助
及委辦經費編列基準表
之項目填寫，上限合計 10
萬元。 

教案費 
30000 1 30000 

第一階段教案費 
 

諮詢費 2000 10 20000 專家出席諮詢費  

設計規畫費 50000 1 50000 第二階段規劃費  

第二階段之經常門編列
項目，請視計畫之需求，
依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
編列基準表之項目填寫。 

雜支 
50000 1 50000 印刷、文具、紙

張、油墨等 
 

小計   200000   

設 
備 
及 
投 
資 
 

雨水再生水利

用. 透水性鋪

面、淨化自然水

循環處理.節水

措施劃、防救災

水電系統等工

程 

1000000 1 1000000 雨水再生水利用. 透

水性鋪面、淨化自然

水循環處理.節水措

施劃、防救災水電系

統等工程 

 

第二階段之資本門，請依
補助要點之項目名稱填
寫，其他補充文字請於
「說明欄」中呈現。 

      

小計   1000000   

合  計   1200000 
  本部核定補助   元 

承辦             會計            機關長官 

單位             單位            或負責人 

教育部          教育部 
承辦人          單位主管 

備註： 
1、同一計畫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時，應於計畫項目經費

申請表內，詳列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
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本部應撤銷該補助案件，並收回
已撥付款項。 

補助方式：  
□全額補助 
■部分補助(指定項目補助□是□否) 
【補助比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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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一 ■申請表 

教育部補助計畫項目經費 □核定表 

申請單位：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計畫名稱：104年度永續校園局部改造計畫(個別案) 

計畫期程：(俟獲補助後再填列) 

計畫經費總額：13200000  元，申請金額： 1200000(經常門： 200000元，資本門：1000000) 

自籌款：      120000       元 

2、補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 4點規定之情形外，以不補助人事費、
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為原則。 

3、申請補助經費，其計畫執行涉及需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
劃執行注意事項」、預算法第 62條之 1及其執行原則等相
關規定辦理者，應明確標示其為「廣告」，且揭示贊助機關
（教育部）名稱，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餘款繳回方式： 
□繳回（請敘明依據） 
依據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辦理 

□不繳回（請敘明依據） 
依據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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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配合款/計畫說明表(非本案申請之必要條件，若無者須填無) 

計畫名稱： 

配合單位 □中央          部會   □地方政府    □學校 

配

合

內

容 

□配合款 

配合款經費項目劃分及金額說明： 

□配合 

  計畫 

配合計畫名稱及方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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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聘任同意書 

 

 

 

本人同意擔任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於申請及執行教育部「104 年

度永續校園局部改造計畫」期間之諮詢顧問。 

 

 

此致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學校名) 

 

 

 

 

 
同意人：                    (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