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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
⚫臺中市市管公有房舍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標租作業要點第六
點：

(一)以有效投標標單之標租系統設置容量乘以售電回饋百分比之
值最高者為得標人，二筆以上有效投標標單該值相同，以標租系
統設置容量高者為得標人；標租系統設置容量亦為相同者，以公
開抽籤方式決定之。
(二)成立評選委員會，以公開評選方式為之，其評選作業方式由
標租機關自行訂定之，但評選項目應包含標租系統設置容量與售
電回饋百分比。（109年3月4日修）

可否採最有利標辦理？

⚫教育部108年10月7日臺教授體字第1080035338號函送「學校設
置太陽能光電風雨球場作業參考模式」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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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前光電辦理現況-分類
 屋頂型-合法建物即可—210校

 地面型—需要向局內申請核發授權土地使用

 光電球場-淨高至少7M，需要請雜照。-豐田國小、新社
高中、豐原高中、東勢區新成國小，皆尚未完工。

 車棚、走廊、看台加蓋----4.5M以下免照。豐田國小、
東勢區石城國小、霧峰區復興國小、大甲區西岐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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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前光電辦理現況-屋頂
 本市所屬學校103年～109年辦理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標
租，總計有210校，總設置容量約45百萬瓦，每年可發
電約5,600萬度，回饋比率5％～22.5％。

 本局於107年整合本市所屬學校辦理太陽光電系統聯合
標租，總計有85校（南區和平小取消），預計於109年
底前可全數設置完成，預估設置17百萬瓦，每年可發
電約2,145萬度，預估1年將替學校增加2,100萬元租金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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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前光電辦理現況-統一標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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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數 學校名稱 區域

建置容

量

(kWp)

預估年發電

量

(kWp)

預估年減碳

量

(公斤)

預估年回饋金

(NT)

1 市立九德國小 烏日區 424.56 528,429 275,311 $533,797

2 市立三光國中 北屯區 243.39 302,935 157,829 $306,013

3 市立上石國小 西屯區 246.44 306,732 159,807 $309,848

4 市立上楓國小 大雅區 131.76 163,995 85,441 $165,661

5 市立土牛國小 石岡區 263.52 327,990 170,883 $331,323

6 市立大元國小 大里區 140.3 174,624 90,979 $176,399

7 市立大甲高中 大甲區 131.76 163,995 85,441 $165,661

8 市立大甲國中 大甲區 67.1 83,516 43,512 $89,799

9 市立大明國小 大雅區 307.44 382,655 199,363 $386,543

10 市立大雅國小 大雅區 497.76 619,537 322,779 $625,831

11 市立大新國小 南屯區 131.76 163,995 85,441 $165,661

12 市立大德國小 梧棲區 232.41 289,269 150,709 $292,208

13 市立中山國小 東勢區 97.6 121,478 63,290 $130,617

14 市立中區光復國小 中區 231.19 287,751 149,918 $290,674

15 市立中港高中 梧棲區 802.15 998,396 520,164 $1,008,540



中港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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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金計算
 設置容量X發電時數（時/天）X365天X每度費用X回饋
比例

 以中港高中為例

 800（KW）X3.41X365X4X22.5％＝896,148元/年

 1KW*1HR＝1度（1千瓦小時）

 依據：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
及其計算公式 （光電球場再加6％）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2月31日

 發文字號：經能字第1080460614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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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前光電辦理現況-球場
 本市有意願施作光電球場之學校經調查計47校，本局
逐校評估勘查，經評估場地面積及日照條件後較適合
施作條件學校計16校。計畫以豐原高中、新社高中及
東勢區新成國小3校為第1區先行試辦，已於108年12月
6日上網標租， 12月26日開標，無廠商投標，109年1
月21日開標，109年4月29日簽約。回歸各校契約管理。

 本局109年光電球場統一標租案，計惠文高中等7校，
109年10月13日決標；另大甲高工及安和國中學校決定
自行辦理標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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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前光電辦理現況-三合一
 本市豐原區豐田國小自辦風雨球場及房舍公開標租，
108年12月3日決標，建置容量659.75KWP（包含風雨球
場74.75KWP），回饋金1％。

（包含球場、屋頂、車棚，簡稱三合一）

學校自辦案件-----模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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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田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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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前光電辦理現況-地面型
 本市豐田國小、東勢區石城國小、大甲區西岐國小及
霧峰區復興國小自辦地面型光電，高度低於4.5M，免
請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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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評估方法-風雨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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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評估方法-風雨球場



三、評估方法-潭子區頭家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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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評估方法-潭子區頭家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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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評估方法-豐田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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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評估方法-豐田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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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評估方法-東勢區新成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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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評估方法-東勢區新成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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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辦理流程—現況調查
 （一）擬設置地點應避免周圍建物、既有設備、雜物、
大樹等蔭影遮蔽，影響日照。

 （二）擬設置基地不建議位於操場正中間，電力管線
牽線不易。

 （三）擬設置基地下方應避免為地下室空間或地下停
車場，影響坐落基地支撐強度及穩定度。

 （四）擬設置之基地區域若曾發生自然災害或潛勢，
需提報並謹慎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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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辦理流程—現況調查
 （五）需考量學校土地地目使用、建蔽率及違建情形。

 （六）學校饋線容量足夠。

 （七）擬設置之基地建議擁有明確土地使用權，且地
目不須變更，需清查是否有國有地在校內。

 （八）若擬設置之基地，土地所有權為為私人，需取
得土地所有權人同意，若須變更地目者，請縣市/學校
先行將地目變更後，始進行設置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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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辦理流程
 雜項執照：內政部（內授營建管字第1080804051號）
函文表示按建築法第4條規定，定著於土地上具有頂蓋、
樑柱或牆壁，供個人或公眾使用之構造物,應依同法第
28條規定申請建造執照;另按該部營建署96年11月6日
營署建管字第0962918506號函附會議紀錄結論(一)略
以「建築基地範圍內之空地設置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
者，因涉建築基地建蔽率、建築面積與整體法定空地
之檢討，應依建築法之規定申請雜項執照。」旨揭風
雨球場設置地面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如執照申請項

目為「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者，依上開規定係以申
請雜項執照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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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辦理流程-公開標租
建議完全無遮陽的兩場全場（至少
900M2）才有足夠設置條件。

如果條件不足，又想設置光電球場，
可參考豐田國小作法，納入屋頂跟
地面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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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辦理流程-公開標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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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內容 備註 

陸 投標須知範本  

柒 契約書範本  

附 

件 

四 

1.資格審查表 廠商投標文件 

2.切結書 廠商投標文件 

3.授權書 廠商投標文件 

4.退還押標金申請書 廠商投標文件 

5.押標金轉作履約保證金同意書 廠商投標文件 

6.投標單 廠商投標文件 

7.標單封 廠商投標文件 

8.外標封 廠商投標文件 

9.服務建議書(範本) 廠商投標文件 

10.投標廠商聲明書 廠商投標文件 

11.施工及維護期間注意及配合事項 施工規範 

12 評選須知 評選文件 

13.標租案評選委員評選評分表 評選文件 

14.標租案評選委員評選總表 評選文件 

15.108 年度臺中市所屬學校設置太陽能光電球場檢驗表 檢驗文件 

16. 108 年度臺中市所屬學校設置太陽能光電球場檢驗項

目表 

檢驗文件 

17-1. 豐原高中光電球場設置位置圖  

17-2.新社高中光電球場設置位置圖  

17-3.東勢區新成國小光電球場設置位置圖  

18. 臺中市政府採購電子領標作業說明 960201  

19. 臺中市市管公有房舍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標租作

業要點 1070130 

 

  

  

 

標租文件彙整表-
最高標



五、本局辦理情形
 案件單純-採最高標標租，作業簡單，如本局107年85
校屋頂統一標租、108年3校光電球場統一標租、109年
7校光電球場統一標租

 如果案件複雜要加入屋頂型、車棚、，或者有額外需
求，例如增加照明、球場地坪翻修……，如豐田國小，
建議採最有利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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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田國小-車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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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田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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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田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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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你還可以這樣做-僅限屋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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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函

 承辦人：林其憲

 電話：22289111#31433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6月30日

 發文字號：中市經公字第1090031056號

 主旨：有關屋頂面積較小之公有房舍得利用「綠能屋
頂全民參與推動計畫」設置太陽光電一案，詳如說明，
請查照。



六、你還可以這樣做-僅限屋頂
 (一) 西屯區、南屯區：

 １、 營運商：玉衡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 回饋金比例：11.5%。

 ３、 聯絡窗口：王先生(02-7729-6700)。

 ４、 營運商有效期：107年12月7日至109年12月6日止。

 (二)北屯區、豐原區、神岡區、后里區、石岡區、新社區、東勢區、和平區：

 １、 營運商：全盈光電有限公司。

 ２、 回饋金比例：10%。

 ３、 聯絡窗口：0800-035-518。

 ４、 營運商有效期：108年10月4日至110年10月3日止。

 (三) 中區、東區、西區、南區、北區、大里區、太平區、清水區、沙鹿區、
大甲區、梧棲區、烏日區、大肚區、大雅區、霧峰區、潭子區、龍井區、外
埔區、大安區：

 １、 營運商：名竣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 回饋金比例：10%。

 ３、 聯絡窗口：0800-035-518。

 ４、 營運商有效期：109年6月24日至111年6月23日止。 46



貼心小叮嚀
 學校可以自己標租，不需經過教育局同意，遇到標租
不要怕，你不是第一個辦的。

 學校新蓋校舍要考量是否真的需要斜屋頂，通常斜屋
頂不利架設光電版。

 地面型光電需要向本局申請土地使用授權書。

 教育局標租文件在:教育局>組織職掌 > 各科業務 > 
工程營繕科 > 其他參考資料

 體育署：學校設置太陽能光電風雨球場作業參考模式
網址如下

https://www.sa.gov.tw/PageContent?n=4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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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心小叮嚀

 經濟部能源局-太陽光電單一服務窗口

https://www.mrpv.org.tw/

「國有不動產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標租須知及契約-
範本」

https://www.mrpv.org.tw/Post/PubView.aspx?type=n
ews&id=7&post_id=506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臺中市(機關名稱)設置太陽光
電發電系統租賃契約書（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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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心小叮嚀
 樹木修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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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各級學
校校園樹木移
植、移除及修
剪作業注意事
項



Q＆A
如果有光電廠商要直接用教育局統一
標租條件，直接跟學校簽約，是否可
行？

光電球場會不會漏水？

需不需要報局核備？

教育局會再辦統一標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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