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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設置太陽能光電球場指引 
 

設置太陽光電球場，請評估學校使用需求、設置的急迫性及適切性，並請以

運動場地安全、校園景觀生態共存為設置指引及方向。本指引僅針對建置前評估

作業、校園景觀異動強化措施、運動場地安全及規格進行說明，詳細設置說明及

流程請參閱學校設置太陽能光電球場作業參考模式。 
本指引範圍涵蓋太陽能光電球場同一契約內之案場(其他地面型或屋頂型光

電設施)，惟非太陽能光電球場設置主場地，指引第 2 點第 1 項、第 2 項規範請

斟酌參考。 

1. 建置前評估作業 
為考量太陽能光電設備發電效益及校園景觀，需審慎評估周遭環境及土

地相關因素。 
1-1 共識溝通 

1-1-1 學校進行建置光電球場可行性自評時，須先進行校內程序討論或決

議，確認校內施作意願。 
1-1-2 若整體評估皆可行後，學校應經校務會議討論或決議，取得校內及

家長共識。 
1-1-3 若涉及樹木處理事宜，學校應經校務會議討論，並召開對外說明會，

說明設置基地及未來規劃。 
1-1-4 會議資訊與紀錄、圖文資料應主動於學校官網公開資訊，並請學校

將相關會議決議發文教育主管機關備查。 
1-2 學校土地及建物相關評估 

1-2-1 學校擁有明確土地使用權，且地目不須變更，若該基地土地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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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需考量學校土地地目使用、及水土保持問題。 
1-2-3 擬設置基地盡量避免有禁建及限建情形。 
1-2-4 需考量學校建蔽率、尚未取得使用執照建物情形。 

1-3 陰影遮蔽、樹木及校園景觀評估 
1-3-1 設置地點應避免周圍建物、既有設備、雜物、大樹等陰影遮蔽。 
1-3-2 評估擬設置基地周遭樹木情形及現況(如樹木位置、對學生運動環境

是否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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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若擬設置基地周遭有樹木生長，請依循各縣市樹木相關規範，評估

是否有受保護樹木、設置基地與樹木間距離的留設，若具個別情事

惟仍應依現場情形評估判斷。 
1-3-3 太陽能光電球場建置，原則避免造成樹木傷害，但若涉及影響師生

及民眾之生命、身體、健康、財產或公共安全之虞，得經專家委員

建議進行樹木異動。 
1-3-4 上述程序若涉及樹木異動應符合各該縣市樹木相關作業規範及規定。 

1-4 安全及教學評估 
1-4-1 考量運動視角及安全問題，擬設置基地不建議位於操場正中間。 
1-4-2 擬設置基地下方若為地下室空間或地下停車場，請審慎評估坐落基

地支撐強度及穩定度。(1)學校為新建共構案者，請基樁設計考量地

上構造物乘載規劃；(2)學校擬設置基地原有地下空間者，請考量原

設計規劃之基礎結構及後續建置之地上構造物的乘載量。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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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評估學校擬設置地點是否有工程正在執行，避免連續工程影響學生

及教學。 

1-4-5 學校場地規劃原則參考體育署【運動設施規範及分級分類參考手冊】，

若學校考量實際使用及授課需求，須變更球場規劃，請審慎規劃並

經校內會議同意取得共識。若有需求可請體育署輔導團協助評估。 
1-5 其他評估 

1-5-1 學校饋線容量足夠。 
1-5-2 若擬設置之球場位置未來有擴建或改建計畫，請審慎考慮及評估。 

1-6 建置前評估作業之可行性自我檢核項目詳見本指引附表 1-1，若必要時，

可協請相關專家或體育署輔導團協助進行整體評估。 

1-7 建置前評估後若有涉及校園景觀變動（如樹木異動）、土地或建物等前

置行政程序需耗時者，請遵照各縣市相關法規，先行完成前置作業程序

及工程後，始得進行光電球場標租作業。(備查檢附文件清單如表 1-2) 

2. 設置太陽能光電球場校園樹木景觀管理強化措施 

為考量校園景觀及生態，請審慎評估及須確實符合各縣市景觀及樹木相關

規範，樹木景觀管理強化措施於本計畫各執行階段內所實施之機制說明如下：  

2-1 前置階段-設置前評估及前置規劃與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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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學校自主評估時需詳細記錄基地四周環境及遮蔽物狀況(含建物及

樹木)。 
2-1-2 若基地周遭有樹木生長，設置規劃時請優先考量避開樹木的設置方

式(如移動球場位置或調整場地)，減少樹木異動的可能，如確有異

動需求建議委請樹木相關專家進行評估。 
2-1-3 校內外溝通：(1)學校自我評估可行性時，須先進行校內程序討論或

決議，確認校內施作意願。(2)若整體評估皆可行後，學校應經校務

會議討論或決議，取得校內及家長之共識；(3)若涉及樹木問題，建

議學校應經校務會議討論，並召開對外說明會，說明設置基地及未

來規劃。 
2-1-4 校務會議及設置說明會建議提出整體校園樹木景觀施工前後差異對

照圖，能清楚敘明並指出樹木可能異動的前後差異。(可使用鳥瞰圖

標示差異，並建議為 1 個月內之照片。) 
2-1-5 會議資訊與紀錄、圖文資料應主動於學校或教育局處官網公開資訊。

請學校將相關會議決議發文教育主管機關備查。教育主管機關需落

實核對學校基地場址是否確無遮蔽物及四周地景。 
2-1-6 若基地狀況涉及樹木修剪、移植、移除者，學校應提報校園樹木景

觀異動計畫書(包含運動場地設置規劃說明、校園樹木景觀異動規劃

差異對照圖、樹木關係圖、異動清單及環境補償計畫等，範例格式

可參考附表 2-1 至表 2-5)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並經地方主管機關

依運動需求、校園景觀、環境生態等原則進行審核且符合縣市樹木

相關規範或修剪、移植相關作業規範後，始得異動。 
2-1-7 涉及樹木異動之學校，需先完成樹木異動程序及工程，始得進行光

電球場標租作業。 
2-2 標租、簽約、光電設計階段 

2-2-1 此階段若有涉及擴建或實際規劃設計與原提報之校園樹木景觀異動

計畫書有出入時，仍需依循縣市相關行政程序，並報經教育主管機

關審核同意。 

2-3 興建階段 

2-3-1 廠商應提供學校開工前、施工中、完工等階段完整地景變化及施工

狀況，學校應主動就上開資料進行查核。 

2-3-2 學校應提供各階段地景變化及施工情形予教育主管機關，教育主管

機關得進行抽檢，若有不當情形，得立即請學校停工，至改善始得

復工。 



4 

2-4 完工驗收階段 

2-4-1 申請太陽能光電球場認可 

2-4-1-1 基地完工後，須檢附相關資料送教育主管機關申請認可符合教育

部公告之太陽能光電球場條件，若涉及校園景觀異動者，另檢附

原核定計畫書及同意函文、設置前後景觀差異對照，以利查核是

否符合縣市規範及程序。(太陽能光電球場認可檢核表及符合條

件如附表 2-6) 

2-4-1-2 若有未經主管機關同意改變校園樹木景觀或未依校園樹木景觀

異動計畫書處理之情事(案例如附表 2-7)，除依契約規定處以懲

罰性違約金外，另依個案情節輕重進行裁處，亦建議裁處標準列

入標租契約內，相關裁處標準參考如下。 

(1) 基地周遭樹木未依校園景觀異動計畫書及縣市規範過度修剪

(截幹或修剪超過全葉量的 25%)、私自移植者，由廠商負責養護

該樹木三年，若致使其死亡，其賠償金額依循各縣市相關樹木

管理辦法執行，若無相關條例，則依市值負責賠償，並補植同徑

級、同價值樹木於校園內。 

(2) 基地周遭樹木未依校園景觀異動計畫書及縣市規範私自移除者，

其賠償金額依循各縣市相關樹木管理辦法執行，若無相關條例，

則依市值之六倍負責賠償，並補植同徑級、同價值樹木於校園

內。 

(3) 建置後抑制該基地樹木生長者，由廠商聘請樹木專家評估校內

移植可能性及負擔移植費用，且需依循仍縣市相關行政程序進

行。 

(4) 如有上述情形主辦學校得通知廠商限期改善及繳納賠償費用，

若未在限期內進行改善，且經紀錄通知達 3 次以上者，教育主

管機關得不同意認可符合太陽能光電球場。 

(5) 上述如有未列舉之情事，請依契約內規定或縣市相關樹木規範

進行裁罰。 

 2-4-2 申請躉購費率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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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1 向費率主管機關申請躉購費率加成時，若未取得教育主管機關認

可者，費率主管機關得不同意費率加成。 

 

3. 運動場地安全及規格 

3-1 球場運動地坪規劃說明地坪規劃及設計、施工原則，球場規線與規劃，

請根據教育部體育署運動設施規範及分級分類參考手冊、教育部體育署

103 年度運動設施參考手冊，進行規劃與設計。運動場地的規線設計，

請整體評估學校需求及場地限制，必要時可依實際情形進行調整 

3-2 太陽能光電球場設計原則 

3-2-1 結構柱高起算點說明：為屋頂下緣起算，並不得低於 7 公尺，且太

陽能光電發電設備系統須完整覆蓋整個施作標的球場。 

3-2-2 為考量屋頂洩水及太陽能光電板日照角度，建議屋頂設置斜率 6~8

度範圍內為佳。 

3-2-3 若空間及成本許可、結構安全許可，上層主結構屋簷應盡量向外伸

展，用以遮斜陽。惟太陽能模組之鋪設及鎖固應確實注意耐風能力

及施工、運維人員之作業安全。 

3-2-4 照明設備原則由學校自行裝設，惟廠商有意願協助裝設，則納入契

約中，並落實後續維護。 

3-2-5 美化環境：太陽能光電球場外觀設計之美化要求，可與廠商就基地

環境進行協商。  

3-2-6 為避免場地濕滑，整體設計應減少地坪濕滑之情形，相關措施需由

雙方協商。 

3-2-7 運動場地規劃請依據體育署【運動設施規範及分級分類參考手冊】

及學校實際使用情形，進行規劃與設計。 

3-3 隔絕要求：考量運動安全，各項隔絕要求應具備及評估以下事項。 

3-3-1 避免球直接擊中太陽能板：裝設天花隔離網。 

3-3-2 避免運動碰撞結構支柱造成學生受傷：結構支柱包覆防護墊) 。 

3-3-3 避免學生直接接觸到重要機電：重要機電位置加裝隔離圍網，並設

置危險告示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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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結構系統與組件設計原則：考量結構安全，各項結構設計應符合耐風及

抗震係數。 

3-5 負重規範與強度：若為既有風雨球場加裝，則須符合負重規範及結構強

度應足夠。 

3-6 太陽能模組：須符合檢驗標準、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太陽能模組絕

緣及扣件等相關規定。 

3-7 運動場地安全及規格檢核項目詳見本指引附表 3-1 

 

四、本指引內詳細設置說明請參考學校設置太陽能光電球場作業參考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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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1 基地自我評估檢核表 
學校設置太陽能光電球場可行性自我評估檢核表-1 

學校基本資料表 

縣市 
學校名稱 

(請完整填妥
校名) 

學校地址 
(請詳填縣市/鄉鎮區/村

里) 
聯絡窗口 連絡電話 基地坐落 

土地所有權人 土地管理者 學校是否有建物使照
問題/水保問題 

若設置太陽能光電球場後，
學校建蔽率<50%。 
(建蔽率是否足夠) 

              
□有建物使照問題 
□有水保問題 
□無問題 

  

 

擬設置之基地 

面積 
(單位平方
公尺) 

基地現狀 
前項為"風雨球場" 

場地類型 坐落地段 地段代
碼 

地
號 

基地類
型 

使用分區是否相
同 

都市土地 非都市土地 

屋頂 
類型 

是否擁有 
使用執照 使用分區 使用分區 使用地類別 

1   一般球場 無屋頂 否 籃球場               
2                           

學校可設置總面積 
(上述基地加總)   平方公尺 

註 1.地段、地號、土地所有權人、管理者：請參考土地所有權狀 
註 2.地段代碼：內政部地政司（https://reurl.cc/e3RgM） 
註 3.都市土地/非都市土地查詢：全國土地使用分區資料查詢系統
（http://nsp.tcd.gov.tw/ngis/） 
註 4.建蔽率粗略計算公式：擬建置之球場面積+現有校舍建築面積/學校總面積
=(?%)<50% 
根據都市計畫法細則學校用地建蔽率不得超過 50%；非都市土地建蔽率：特定目
的事業用地 60%，甲種、乙種建築用地 60%。 
（請參考內政部營建署都市計畫法細則、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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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設置基地現況可行性自我評估檢核表-2 

項目 檢核內容 是/否 文字說明 

1 學校是否有經校內程序討論建置光電球場   先期可行性自我評估階段時，建議先請進行校內程序討論，取得校內建置共
識及溝通。 

2 請評估擬設置基地之位置是否在操場內。   操場正中間球場因電力管線牽線不易，不宜納入本案辦理。 

3 請評估擬設置基地是否正進行相關工程?   
工程名稱： 
預計竣工日： 
若有其他相關工程，請自我評估同步設置光電球場是否會影響師生教學。 

4 請評估擬設置基地之處是否有陰影遮蔽問題   

請勾選，可複選 
�建物陰影遮蔽 
�既有設備陰影遮蔽 
�雜物陰影遮蔽 
�大樹陰影遮蔽 
�其他陰影遮蔽 

5 
請評估擬設置基地區域鄰近植栽現況及目前面臨的
狀況 
(若有勾選前三項狀況，請檢附照片及說明) 

  

請勾選，可複選 
�有樹木竄根之情形 
�鄰近植栽有高落果/高落花/高落葉等情形 
�若有其他情形，請敘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無樹木問題 

6 請自我評估建置可能對鄰近植栽影響   

請勾選，可複選 
�有移植樹木之必要性；數種_________；數量_______；因素____________ 
�有移除樹木之必要性；數種_________；數量_______；因素____________ 
�有修剪樹木之必要性；數種：_______；數量_______；因素____________ 
�無樹木移植、修剪、移除之問題 

7 擬設置基地下方是否有地下室空間或地下停車場   

若基地下方為地下室空間或地下停車場，請慎慎評估坐落基地之支撐強度及
穩定度。(1)學校為新建共構案者，請基裝設計考量地上構造物乘載規劃；(2)
學校擬設置基地原有地下空間者，請考量原設計規劃之基礎結構及後續建置
之地上構造物的乘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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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擬設置之基地區域是否曾發生自然災害或潛勢   淹水或土石流等 
9 學校擬設置之球場是否有禁建/限建問題   如海岸、山地、重要軍事設施管制區、大眾交通兩側之禁建、限建問題等。 
10 學校未來是否有拓建或改建計畫   學校若有擴建或改建計畫將使用到擬設置之球場位置，請審慎考慮及評估 
11 學校饋線容量是否足夠（請填寫饋線代號及容量）   饋線容量查詢網址：http://hcweb.taipower.com.tw/ 

11 現有太陽光電系統發電量 

□學校尚未設置其他太陽能光電系統 
□校園內已有設置太陽能光電系統(屋頂型/地面型)請圈選類型並填寫設置年分、設置容量
及發電量 
(1)設置年分： 
(2)已設置容量： 
(3)整年度發電量： 

12 是否已有廠商至學校評估/洽詢   請說明是否有廠商至學校評估/洽詢。 
13 是否有其他需備註   備註： 

14 

請提供全校校舍平面圖及涵蓋全校區與周邊一百公
尺之 Google Map 地圖。(請明顯標註擬設置基地位
置、目前配電場位置與未來配電場所需空間之預設
位置)。 

  請於圖面以▲標示球場位置，並示意大小。 
請以●標示學校既有電源位置或未來可新設電源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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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設置基地現況可行性自我評估檢核表 

位置 基地現況照片 遮蔭狀況簡述 拍攝位置 擬設置基地區域鄰近植栽現況 
面臨狀況說明 

※若前項第 5 點無樹木問題

則不必填此欄 

東     由基地中心向東拍攝 

 

狀況照片： 
 
 
情形說明： 

西     由基地中心向西面拍攝     

南     由基地中心向南面拍攝     

北     由基地中心向北面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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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設置基地空拍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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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 太陽能光電球場設置備查檢附文件清單表(範例) 
向教育主管機關核備資料清單(請勾選) 

□1.學校自我評估檢核表 

□2.輔導委員評估表 

□3.校務會議紀錄 

□4.校園樹木景觀異動計畫(若有樹木異動者始須提報) 

□(1)運動場地設置規劃說明表(附表 2-1) 

   □(2)校園景觀異動規劃差異對照圖(附表 2-2) 

   □(3)樹木異動清單(附表 2-3) 

   □(4)申請樹木異動原因之佐證照片(附表 2-4) 

   □(5)環境補償計畫(附表 2-5) 

 

 

 

 

 

 

 

 

 

 

 

 

 

 

 

 

 



13 

校園樹木景觀異動計畫書 

校園樹木景觀異動計畫須包含下列內容，若各縣市有相關規定及申請表件，

請依縣市規定辦理，若無相關規定，可參照表 2-1 至表 2-5 內容研擬。 

1. 運動場地設置規劃說明表（表 2-1） 

2. 校園景觀異動規劃差異對照圖(可以校園平面、空拍、廠商規劃圖呈現)（表

2-2） 

3. 樹木異動清單（表 2-3） 

4. 申請樹木異動原因之佐證照片（表 2-4） 

5. 環境補償計畫表（表 2-5） 

 

樹木處理方式及評估處理報告，可聘請專業單位（如各縣市景觀公會或各縣

市政府農業局認定具專業證照之廠商或主管機關建議之專業單位）進行評估，包

含是否具受保護樹木/樹種、樹木安全及風險評估、樹木異動建議處理方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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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1 運動場地設置規劃說明表(範例) 
學校名稱 OO 縣(市)OO 國民小學 
聯絡人 OOO 總務主任 
規劃設置地點 籃球場 
目前場地使用情形/
現況問題分析 

 

規劃設置基地空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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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2 校園景觀異動規劃差異對照圖(可以校園平面、空拍、廠商規劃圖呈

現)- (範例) 
異動前 

 

樹木異動規劃 

 

環境補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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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3 樹木異動清單(範例) 

樹木關係圖 球場周圍樹木紀錄  

編
號 樹種 

單位：公尺 

處理原因 

預計處理方式 

胸
徑 

樹
冠 

距光電板
設置範圍 

不 
移
動 

修
剪 

移
植 

移
除 

A 小葉 
欖仁 0.2 3 1.5 落果易造成學生運

動跌倒  V   

B 榕樹 0.86 6 光電設置
範圍內 竄根造成地坪損害   V  

C 大王 
椰子 0.5 5 2 樹葉掉落，影響師生

安全   V  

D 小葉 
南洋杉 0.4 2.5 1.5 颱風造成傾斜，有倒

塌風險    V 

E 木棉花 0.3 4 2 

植栽鄰近校外道路，
花苞掉落易造成路
面打滑、行車安全疑
慮 

  V  

F 黃槿 0.5 4.5 2.5 不影響光電球場設
置，不移動 V    

G 鐵冬青 0.8 6 2 

鄰近光電球場預定
設置地，且原生長地
鄰近建物，恐影響後
續生長，故預計移植
至校園較空曠處，使
其繼續生長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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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4 申請樹木異動原因之佐證照片(範例) 

編號 樹種/數量 申請異動原因 

A 
小葉欖仁 1 棵 落果易造成學生運動跌倒 

 

編號 樹種/數量 申請異動原因 

B 
榕樹 1 棵 竄根造成地坪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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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5 環境補償計畫表(範例) 
移除樹木編號/樹種/數量 樹種/數量 樹齡 

N 花旗木/2 棵 O 年 
補償計畫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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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6 太陽能光電球場認可檢核表 

認可條件說明： 

1. 符合教育部「學校設置太陽能光電球場作業參考模式」規範之「一般戶外球

場增建為光電球場」或「空地設置光電球場」施作類型者。 

2. 指符合教育部訂定「學校設置太陽能光電球場作業參考模式」相關安全規範，

無牆面、主結構所有柱高自地面起算達 7 公尺（含）以上，且頂蓋具太陽光

電發電設備之球場或符合相同條件之場域。 

3. 主結構費用由廠商出資興建。 

4. 樹木異動及施工狀況符合該縣市規範及程序 

5. 本檢核表係依據經濟部能源局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教育部體育署公告

之學校設置太陽能光電球場作業參考手冊（https://reurl.cc/AqgmRe）訂定。 

6. 上述手冊規範涉及電力設備及建築執照申請規範，已有專業單位嚴謹把關，

故不列入本檢核表審核項目。 

基本資料 
下列數據請填寫符合本認可條件之設置容量、面積 

學校名稱 簽約廠商 設置容量(kWp)* 設置面積(平方公尺)* 

    

檢核事項 

項目 佐證資料 廠商

自評 

學校 

審核 

機關 

複核 

（一）施作類型 

□一般戶外球場增建為光電球場 

□空地設置光電球場 

□其他符合下述條件場域，場域型態： 

      （例：多功能集會空間等）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二）

施作 

條件 

四周無牆面 提供4張球場照片以證明球場四周無牆面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主結構所有

柱高自地面

起算達7公尺

以上 

請提供通過建築執照之設計圖 

最高柱高： 

最低柱高：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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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蓋具太陽

光電發電設

備 

請提供通過建築執照之設計圖 

□直接鋪設太陽光電發電設備 

□預先鋪設浪板後再加設太陽光電發電設

備 （浪板由廠商出資興建）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三）主結構由廠商 

出資興建 
光電球場主結構由廠商全額出資興建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四）樹木異動是否

符合核定計畫書 

請提供核定計畫書，同意函及設置前後景

觀差異對照 (照片或空拍圖)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簽約廠商 

公司： 代表人： 

學校 

承辦人： 校長： 

主管機關 

承辦人：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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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7 不利於校園樹木生長案例 
樹木在光電板下，影響生長 過度修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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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1 運動場地安全及規格檢核項目(太陽能光電風雨球場檢驗項目) 

類別 項次 項目 

半戶外球

場設計與

隔絕要求 

1 
設置太陽能光電風雨球場，結構柱高起算點為屋頂下緣起算 7 公

尺，且太陽能光電發電系統須完整覆蓋整個施作標的球場。 

2 
為考量屋頂洩水及太陽能光電板日照角度，建議屋頂設置斜率

6~8 度範圍內為佳。 
3 裝設天花隔離網，預防球直接接觸太陽能板。 

4 
每個球場結構支柱需包覆由地面起算，高度達 2 公尺防護墊（材

質：EVA、厚度：30mm）。 
5 重要機電位置加裝隔離圍欄，並設置危險告示。 

4 
加裝設漏電斷路器，且需符合「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電工

法規」等相關規定，並於施工完成後確認漏電斷路器使用功能正

常。 

5 
相關線路接地標準應依「電工法規」或「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

等規範施作。 

6 
為避免場地濕滑，整體設計應減少地坪濕滑之情形，相關措施需

由雙方協商。 

結構系統

與組件設

計 

1 屋架結構：採韌性抗彎矩構架系統為地上1層鋼骨構造物。 

2 風雨球場結構以鋼構為主，亦可採用RC柱結合鋼構支柱。 

3 
基礎型式（獨立基腳、聯合基腳、連續基腳或筏式基礎），設計

時應視載重情況、地層條件及結構需求等選擇適用之基礎型式 

4 
基礎底面應先鋪設高度至少 10公分的墊底混凝土 (fc’≧
140kgf/cm2)後方可進行放樣及基礎版施工。 

5 

結結構設計應符合「建築物耐風設計規範及解說」之規定，惟依

據「國有公用不動產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租賃契約書」訂定

基本設計風速在32.5公尺/秒以下地區者，須採用32.5公尺/秒之

平均風速作為基本設計風速，另若高於32.5公尺/秒地區者，須

採用各地區之平均風速作為基本設計風速，並考量陣風反應因

子（G），由專業技師分別提供結構計算書與各式連結

(Connection)安全檢核文件。 

6 結構設計是否依建築物耐風設計規範進行設計與檢核，其中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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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項次 項目 

係數（I），採 I=1.1（含）以上、陣風反應因子（G），應先進行

整體結構系統自然振動頻率分析，而決定陣風反應因子（G）值，

但至少採 G=1.88（含）作為設計與計算基礎。 

7 
結構設計應符合「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之規定，其中用

途係數（I），採 I=1.25（含）以上作為設計與計算基礎 

8 

螺絲組（包含螺絲、螺帽、平華司與彈簧華司等）是否為同一材

質，且須具高抗腐蝕能力，可為熱浸鍍鋅或電鍍鋅材質或不銹鋼

材質等抗腐蝕材質，並取得耐久性防蝕之品質測試報告及保固證

明。支撐架若採用鋁合金材質，螺栓、螺帽須為 304 或 316 不銹

鋼材質。 

9 

每一構件連結螺絲組是否包含抗腐蝕螺絲、至少 1 片彈簧華司、

至少 2 片平板華司、至少 2 個抗腐蝕的六角螺帽或至少 1 個抗

腐蝕六角螺帽以及於六角螺帽上再套上 1 個抗腐蝕六角蓋型螺

帽。 

支撐架金

屬基材耐

腐蝕性能 

1 

支撐架材質的選擇，下列兩項選擇： 
1. 若採用鋼構基材，應為一般結構用鋼材（如 ASTM A709、

ASTM A36、A572 等）或冷軋鋼構材外加表面防蝕處理，或

耐候鋼材（如 ASTM A588，CNS 4620，JIS G3114 等） 
2. 若採用鋁合金鋁擠型基材，其鋁合金材質應為 6005T5 或

6061T6 以上之等級，並須符合結構安全要求 

2 

支撐架表面處理的選擇，下列兩項處理方式： 
1. 鋼構基材表面處理，須以設置地點符合 ISO  9223 之腐蝕環

境分類等級，且至少以中度腐蝕（ISO  9223-C3)等級以上為

處理基準，並以 20 年（含）以上抗腐蝕性能進行表面處理，

並由專業機構提出施作說明與品質保證證明 
2. 鋁合金鋁擠型基材表面處理，其表面處理方式採陽極處理厚度 

14µm 以上及外加一層膜厚 7µm 以上之壓克力透明漆之表

面防蝕處理，除鋁擠型構材外的鋁合金板、小配件等之表面

處理方式可為陽極處理厚度  7µm 以上及外加一層膜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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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項次 項目 

7µm 以上之壓克力透明漆，且皆需取得具有 TAF 認可之測

試實驗室測試合格報告 

3 

依ISO 9224金屬材質的腐蝕速率進行防蝕設計，惟至少應以中度

腐蝕（ISO 9223-C3）等級以上的腐蝕環境進行設計，由專業機

構提出說明與品保證明，若縣市/學校處於C3腐蝕環境以上之等

級，可參考臺灣腐蝕環境分類資訊系統/大氣腐蝕年報表，進行防

腐蝕評估。 

太陽光電

模組 

1 
太陽光電模組產品須全數符合經濟部標檢局「台灣高效能太陽光

電模組技術規範」自願性產品驗證及通過「太陽光電自願性產品

驗證工廠檢查特定規範」 

2 
系統規格要求根據「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內太陽能系統專章。

並另提出電機工程技師簽證。 

3 
太陽光電模組鋁框與鋼構材接觸位置是否加裝具耐久性之有效

絕緣墊片以隔開二者，避免產生電位差腐蝕 

4 
螺絲組與太陽光電模組鋁框接觸處之平板華司下方應再加裝具

耐久性之有效絕緣墊片以隔開螺絲組及模組鋁框 

5 

單一模組與支撐架正面連結（上扣）及背部連結（下鎖）的固定

組件共計需 8 個點以上。如太陽能光電模組距離屋頂面最高高度

低於 0.3 公尺以下之系統，單一模組與支撐架正面連結（上扣）

必須與 3 根支架組件（位於模組上中下側）連結固定，連結扣件

共計需 6 組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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