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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作業申請計畫資料表
執 全程 自 107 年 3 月 1 日起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計 34 個月
行
期
程 第三期 自 109 年 3 月 1 日起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計 10 個月
本計畫將延續本市節約能源政策，推動機關、民生節電工
作，計畫目標如下：

一、 推動「新竹市政府智慧節電計畫推動小組」運作，參與經濟
部節電相關工作。

二、 延續智慧節電計畫與夏月節電成果，投入集合式住宅、服務
業用電戶用電資訊調查與分析。

三、 輔導服務業落實節電規定，稽查電器商品標章及標示。
四、 透過「新竹市節能輔導團」，提供民生用電場所節能技術諮
詢與診斷服務，達成節能績效。

五、 藉由學校節能教育宣導活動及培訓課程，加深學校師生對
節電之瞭解，進而影響家庭用電行為，達到節電之目的。

六、 辦理區里志工與社區居民教育宣導或培訓活動，提供節電
知識、生活節電方法，建立節電觀念、節電意識，以協助推
廣節電措施，發展地方節電組織。
承諾
節電目標

七、 結合產官學研資源，透過公民參與與機制，成立地方節電組
織。

八、 辦理節電宣導、節電獎勵或競賽等相關活動，營造全民節電
氛圍。

九、推廣綠色能源，研訂設置使用獎勵辦法，降低台電供電需求。
十、落實新竹市節電藍圖，延續既有推廣措施 及策略，以達成
本市 107-109 年整體節電 2.7%工作目標。
第一期：
1. 推動「新竹市政府智慧節電計畫推動小組」運作，參與經濟部
節電相關工作。
2. 輔導服務業落實節電規定，稽查電器商品標章及標示，辦理節
電輔導服務及節電工作。
3. 透過公民參與機制，建構全民節電氛圍，推動節電宣導、人員
培訓及節能教育推廣活動。
4. 推廣綠色能源，降低台電供電需求。
5. 落實新竹市節電藍圖，達成本市年整體節電 0.7%工作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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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
1. 推動「新竹市政府智慧節電計畫推動小組」運作，參與經濟部
節電相關工作。
2. 輔導服務業落實節電規定，稽查電器商品標章及標示，辦理節
電輔導服務及節電工作。
3. 透過公民參與機制，建構全民節電氛圍，推動節電宣導、人員
培訓及節能教育推廣活動。
4. 推廣綠色能源，降低台電供電需求。
5. 推廣建築節能，並透過植栽綠化達到城市降溫目的。
6. 落實新竹市節電藍圖，達成本市年整體節電 1%工作目標。
第三期：
1. 推動「新竹市政府智慧節電計畫推動小組」運作，參與經濟部
節電相關工作。
2. 輔導服務業落實節電規定，稽查電器商品標章及標示，辦理節
電輔導服務及節電工作。
3. 推廣綠色能源，降低台電供電需求。
4. 透過公民參與機制，建構全民節電氛圍，推動節電宣導、人員
培訓及節能教育推廣活動。
5. 辦理節電宣導、節電獎勵或競賽等相關活動，營造全民節電氛
圍。
6. 學校節能教育宣導活動及培訓課程，加深學校師生對節電之瞭
解，進而影響家庭用電行為。
7. 推廣建築節能，並透過植栽綠化達到城市降溫目的。
8. 落實新竹市節電藍圖，達成本市年整體節電 1%工作目標。
工作項目
申請經費 節電基礎工作
額度
因地制宜
單位:仟元
總計

全程

第三期

18,000

6,000

26,338.730

8,955.168

44,338.730

14,955.168

備註：

0
(仟元)
其他經費 ■自籌款，金額
□其他機關補助，機關名稱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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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仟元)

計畫內容摘要：
新竹市配合政府政策參與多項節能計畫，於 104 年獲經濟部經費補助，
推動「新竹市智慧節電計畫」，期間總節電 1,993.1 萬度，節電率達 0.96%，
位居全國第三，其中機關部門節電率達 3.51%，位居全國第三，住宅部門節
電率達 2.11%，位居全國第一。105 年更結合民間產業，積極推動多項宣導及
輔導活動，市府亦推動降低建物外牆溫度以減少空調用電，訪視輔導 158 餘
處能源用戶及冷氣不外洩，汰換 23,736 盞傳統路燈為 LED 燈節電 1,007 萬
度，其節電效率達 65%，在服務業暨農業部門夏季戶均節電率達 2.78%，節
電量達 1,320 萬度，於 105 年經濟部「夏月．節電中」縣市競賽取得分組競
賽冠軍。106 年持續配合各項政策並積極推動多項宣導及輔導活動，期間總
節電 2,059 萬度，節電率達 0.92%，位居全國第三，在住宅部門夏季節電率達
5.87%，節電量達 2,388 萬度，並於 106 年獲得經濟部「夏月．節電中」縣市
競賽分組競賽冠軍。
然節電工作為長期政策，為了延續市府施政理念，建立科技健康城市，
讓整體施政有所依循，本計畫將持續延續過往經驗，從機關、住宅及服務業
三方面著手，致力於地方住商節電政策研訂與推動、節能輔導、宣導推廣活
動及能源教育，同時搭配中央補助經費提供服務業者汰換老舊耗能設備，導
入智慧能源管理系統，提升設備能源使用效率，全力推動「新竹市住商節電
行動計畫」
，秉持全民參與精神，讓民眾一起落實節電行動，提升機關、民生
部門節電效益。
在因地制宜方面，因應本市人口高出生率及平均年齡最低之城市特質，
提倡戶外休閒活動風氣，將搭配市府各項活動，鼓勵民眾走進戶外，減少居
家用電，同時增進親子互動。其次，響應中央政府推動綠色能源政策，鼓勵
民眾使用綠能系統，並透過建築節能技術，減少空調設備使用，達到城市降
溫及空質品質改善目的。
透過節電計畫推動執行，從觀念建立、行為改變及設備汰換，有效減少
能源使用，結合全民參與機制，塑造節電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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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局處 新竹市環境保護局
姓名
聯絡人

張衿瑋

職稱

e-mail

承辦

63047@ems.hccepb.gov.tw

電話 (03)5368920 傳真 (03)5368417
地址 (30051) 新竹市中正路 120 號

申請縣市：(機關用印)

負責人：(縣市首長蓋章)

中華民國 109 年 5 月日

iv

目

錄

章節名稱

頁碼

壹、全程計畫 .............................................................................................. 4
一、 背景說明 ............................................................................................................................... 4
（一）城市特色 .................................................................................................................. 5
（二）新竹市政府歷年綠能節電推動成果 ...................................................................... 7
（三）歷年節能推動成果 .................................................................................................. 9
（四）本市售電資訊 ........................................................................................................ 11
（五）新竹市節電藍圖及策略建構 ................................................................................ 13
二、 計畫目標 ............................................................................................................................. 17
三、 計畫內容 ............................................................................................................................. 18
（一）節電基礎工作 ........................................................................................................ 18
（二）因地制宜措施 ........................................................................................................ 20
四、 執行組織架構 ..................................................................................................................... 23
五、 計畫經費 ............................................................................................................................. 25
六、 預期成果及效益 ................................................................................................................. 25

貳、第三期計畫 ........................................................................................ 27
一、 承諾節電目標 ..................................................................................................................... 27
二、 節電基礎工作 ..................................................................................................................... 28
（一）節電稽查輔導 ........................................................................................................ 28
（二）在地能源使用情形研究 ........................................................................................ 29
（三）專責組織與人力建置 ............................................................................................ 30
（四）節電志工組織合作 ................................................................................................ 31
（五）公民參與 ................................................................................................................ 32
（六）節約能源教育與推廣 ............................................................................................ 32
三、 因地制宜措施 ..................................................................................................................... 32
四、 預定工作進度 ..................................................................................................................... 35
（一）節電基礎工作 ........................................................................................................ 35
（二）因地制宜措施 ........................................................................................................ 38
（三）預期成果與效益 .................................................................................................... 39
五、 計畫經費 ............................................................................................................................. 44
（一）經常支出中人事費各項費用 ................................................................................ 44
（二）經常支出中人事費以外各項費用 ........................................................................ 44
（三）其他經費來源 ........................................................................................................ 45
六、 參考文獻 ............................................................................................................................. 46

I

圖 目 錄
圖
名
頁碼
圖 1 新竹市各部門用電佔比（108/1~108/12） .................................... 12
圖 2 新竹市總節電管理目標 ................................................................... 14
圖 3 新竹市節電藍圖架構 ....................................................................... 16
圖 4 新竹市政府智慧節電計畫推動小組............................................... 23

II

表 目 錄
表
名
頁碼
表 1 全國各縣市各類售電資訊（107/1~107/12） ................................ 12
表 2 新竹市各類逐月售電資訊（107/1~107/12） ................................ 13
表 3 「新竹市智慧節電計畫」權責分工一覽表 .................................. 24
表 4 全程計畫經費需求表 ....................................................................... 25
表 5 全程計畫預期成果及效益表........................................................... 26
表 6 稽查輔導服務業落實節電工作對照表 .......................................... 28
表 7 節電基礎工作預定工作進度表....................................................... 35
表 8 因地制宜措施預定工作進度表....................................................... 38
表 9 第三期計畫節電工作預期效益....................................................... 39
表 10 人事費明細表 ................................................................................. 44
表 11 除人事費外之其他經常支出費用表 ............................................. 44

III

壹、全程計畫
一、 背景說明
由於我國能源除了少數來自水力及風力，98%依賴進口，電力的供給
存在著種種限制與變數。根據經濟部資料，臺灣整體電力供給及需求的綜
合分析推估，以正常用電需求推算，如果因為各種因素，讓汰舊換新的燃
煤或燃氣火力發電機組無法如期運轉，則未來就有可能面臨缺電危機。
在 104 年「全國能源會議」中，與會各方對於節電的議題上有一致的
共識。特別是在核四封存、現存核電廠面臨除役，可能因此造成我國電力
供給缺口的情況下，為了避免在可預見未來發生缺電風險的情況下，必須
從需求面著手，採取有效的需求節流措施。
經濟部表示缺電風險是所有國人都無法避免，必須面對的嚴肅課題。
因此民眾應該重新思考，從降低需求入手。經由改變用電的行為與態度，
讓節電成為生活的一部分，藉此突破長期以來，用電量隨著經濟成長而不
斷增加的慣性現象。
根據台電公司公布全國 106 年售電資料，新竹市平均用電量為 13.77
度/人天，僅次於台北市，究其原因，與城市規模、人口數及人口平均年齡
等各項條件有關。而且由於民眾對於能源需求越高，一旦發生限電危機，
勢必嚴重影響民眾日常生活。101 年 4 月韓國首爾地方政府與民間團體啟
動一個全面性的城市能源旗艦計畫─「減少一座核電廠」
（One Less Nuclear
Power Plant, OLNPP）
，打算大幅削減能源消耗、提高城市的能源自主率。
在兩年之後，成功寫下一頁能源新政，電力等消耗量都變成負成長，顯見
能源轉型工作由政府與民間充分合作是最好的方法。
市府從民國 99 年開始配合政府政策由「政府機關及學校四省專案計
畫」
、
「能源用戶訂定節約能源目標及執行計畫規定」與「104 年度智慧節
電標竿計畫」
，到 105 年及 106 年的「政府機關及學校節約能源行動計畫」
與「直轄市縣(市)節電策略建構與推廣示範補助計畫」等，市府訂定節電
目標與策略，及擘劃未來節電藍圖，期由與中央攜手合作積極發展節能措
施，讓本市節電措施推廣有更完整的輪廓與方向。
新竹市 104 年獲經濟部經費補助，推動「新竹市智慧節電計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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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總節電 1,993.1 萬度，節電率達 0.96%，位居全國第三高，其中機關部
門節電 1,057.5 萬度，節電率達 3.51%，位居全國第三高，住宅部門節電
1,975.2 萬度，節電率達 2.11%，位居全國第一高，而服務業用電量成長
1,039.7 萬度，增加 1.24%，顯示服務業推動節電仍有努力空間。整體而
言，節電績效相當亮眼。而 105 年在住宅方面，為能提供市民深度了解自
身家庭用電情況，本市推出「智慧化家庭用電健檢與改善示範」免付費服
務，可以省去以往需由專業人員親自到府現場診斷的傳統做法，省時又方
便，於雲端系統即可依用戶特性分析用電行為，提供用電管理方案。市府
更結合民間產業，積極推動多項宣導及輔導活動，亦推動降低建物外殼溫
度以減少空調用電、訪視輔導 158 餘處能源用戶及冷氣不外洩，汰換
23,736 盞傳統路燈為 LED 燈節電 1,007 萬度，其節電效率達 65% ， 在 服
務業暨農業部門夏季戶均節電率達 2.78%，節電量達 1,320 萬度，相當於
24 座青青草原或 3 座十八尖山的 1 年吸碳量，亦於 105 年經濟部「夏月．
節電中」縣市競賽再次取得分組競賽冠軍。
夏季期間戶外宣傳活動，結合超商提供獎勵活動，活動期間有超過 8.4
萬人關掉電源走出戶外，市府更持續配合各項政策並積極推動多項宣導及
輔導活動，期間總節電 2,781 萬度，節電率達 3.16%，位居全國第三，住
宅部門夏季期間節電率達 5.87%，節電量達 2,388 萬度，更於 106 年經濟
部「夏月．節電中」縣市競賽獲得分組競賽冠軍。
然節電工作為長期政策，為了延續市府施政理念，建立科技健康城市，
讓整體施政有所依循，未來將滾動式管理本市節電政策與藍圖之建構，全
力推動新竹市「縣市住商節電行動計畫」，從機關、住宅及服務業 3 方面
著手，透過稽查輔導、宣導訓練、汰舊獎勵補助、用電管理及能源教育等
工作事項，配合研訂地方能源管理自治辦法，秉持全民參與精神，讓民眾
一起落實節電行動，達到機關、民生及服務業等部門節電目標，為實現《環
境基本法》明文規定的「非核家園」，付諸實際行動。
（一）城市特色
本市無論是自然環境、社會條件、科技與產業及其他配合條件等因
素均適合推動綠色城市。本市轄區範圍不大，交通便捷，屬於小而美的
城市型態，可推動之綠色措施豐富且多樣性，打造為科技綠色城市極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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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力。
1. 自然環境
新竹市位於台灣北部，屬亞熱帶型氣候，依據歐文生等人在台灣
太陽能設計之日射量研究中，將台灣 26 個測候站劃分為六個區域，
進行日射量特徵之探討，結果指出臺灣北部及東北部地區之月平均日
射量以夏季較具發電潛力，有利於設置太陽能相關設施，如太陽能發
電系統紓解夏季尖峰負載，或太陽能熱水器節省傳統電力使用。
本市地形平坦，面積不大，適合推動綠色交通及低碳運具之使用，
包括電動機車、電動自行車或電動巴士等，可結合網路科技提供大眾
運輸即時行駛狀況，以及了解交通運行情況，打通交通瓶頸點，行車
更順暢，打造本市成為小而美之綠色交通示範城市。
2.社會條件
本市因擁有新竹科學園區、工業技術研究院，以及清華大學、交
通大學等一流學府，高科技產業之從業人口比例高，市民之消費水準
在全國各縣市名列前茅。此外，本市民眾平均知識水準高，對於生活
環境品質之要求高，民意監督嚴格。市府在推動低碳/綠色/節能等相
關政策時，容易獲得民眾支持，另民意之監督亦可帶給政府機關各項
方案措施推行之動力，並務本落實。
根據教育部及本市教育處最新統計，設於本市之校園共 67 所，
學生人數合計有 113,862 人，其中高中職以上之學校合計 21 所，若推
動校園節能減碳將具有環境保護、節省經費與教育宣導等多重效果。
近幾年來，安定器內藏型螢光燈泡（即俗稱之省電燈泡）及 LED
已逐漸成為住宅、商業與工廠照明主流，在採用各種低耗能照明產品
技術下，推動照明節能之效益相當可觀。
本市於 105 年 1 月宣布 LED 路燈示範城市計畫完工，將全市公
有道路高耗能的傳統式水銀燈汰換成 LED 燈，目前 LED 路燈比率占
全市路燈的七成，每年為新竹巿節省電費約 3,435 萬元。同時，新竹
市也引進智慧監控系統，可迅速掌握路燈故障資訊進行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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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技與產業
新竹科學園區綠能相關產業發達，公司林立，其中太陽光電與
LED 照明產業為全世界生產重鎮，因此在推廣綠能打造綠色城市的應
用資源可謂獨步全台。此外，新竹地區因早期玻璃產業的發達，導致
燈具等照明產業的興盛亦領先全國，因此對推動省能照明設備有先天
上的地緣優勢，產業界的配合亦將較為順暢。
4.其他配合條件
為了讓新竹市智慧節電計畫順利推動，市府已於 104 年 6 月成立
「新竹市智慧節電計畫推動小組」
，由林智堅市長擔任召集人，沈慧虹
副市長擔任副召集人，新竹市環境保護局局長擔任執行秘書，邀集產
業發展處等業務權責機關，針對所屬管轄場所，全面推動智慧節電措
施，並依各局處權責與業務職掌，針對機關部門、住宅部門及服務業
部門進行分工。此外，本市有為數眾多且歷史悠久之環保團體，社區
組織動員能力強大，可投入推動低碳城市各項工作之人力充沛。
本市擁有豐沛產學研資源，工研院及清大、交大、中華大學、元
培科大等研發能量高，可提供全方位相關技術支援，本市將成為全國
最亮眼的節能示範櫥窗。
（二）新竹市政府歷年綠能節電推動成果
新竹市雖然因為地形關係，具有發展風力發電的優勢，然因受限於
設置地點選擇問題，目前以推動太陽光電設施為主。太陽光電發展是各
縣市首重推動綠能政策，雖然本市位於北部地區日照條件不如中南部，
為落實陽光綠能政策，提高本市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設置量，由公部門率
先做起，促進市管公有房地有效利用並增加收益，有效利用市管公有房
地閒置空間，落實陽光綠能公舍。
新竹市轄區內學校包括世界高中、育賢國中、民富國小等已設置太
陽能光電系統，均正常運轉中，增加綠色能源供應。除此，新竹市目前
已有多所中小學採用綠能屋頂，以民富國小游藝館為例，學校將該棟建
築屋頂變成花園，加上太陽能電板，還可調節空氣品質與降溫，根據校
方表示由於現在學校教室內大多增設投影機等影音設備，學校電費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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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採用綠能屋頂之後，每 2 個月大約可減少 3 萬元之電費。
為順利推動「新竹市市管公有房地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標租作
業」
，市府成立「太陽光電政策推動小組」
，積極配合中央永續能源政策，
開發綠色新能源。市府產業發展處訂定「新竹市市管公有房地設置太陽
光電發電系統標租管理辦法」
，於 105 年 3 月 22 日經新竹市議會通過，
未來採公開招標的方式將市管公有房地出租。目前市管公有房地設置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建置作業於 106 年 4 月 23 日啟動，由厚聚能源公司
負責執行。
市管公有房地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建置作業，現階段將先針對
本市國中小學進行評估及建置，初估設置面積約 7 萬 5,000 平方公尺，
目標於年底前完成施作 3.5MWp（百萬瓦）系統設置量。未來預估每年
平均發電量 390 萬度、年均減碳 2,033 公噸，相當於 17 萬棵樹木年均
減碳量，年減碳量等同於 5.5 座大安森林公園。產業發展處表示，此次
標租作業，初估 20 年可為市府帶來約 6,400 萬元租金收入，參與設置
學校可獲租金收入 50%獎勵金，將可運用於強化校園能源教育、節能減
碳改善及公有財產修繕等，一舉數得。
為推動太陽能產業、吸引更多企業及市民參與，市府產業發展處
105 年推出「新竹市創業便利貸」專案，針對太陽光電業者，最高可貸
1,200 萬元，條件全台最優；106 年 4 月更修正專案條例，成為全國第
一個小額貸款（60 萬元以下）可免除審查的縣市，申貸流程及時間加
快一倍，提高申請意願，力挺新竹市中小企業及綠能產業發展。
再者，市府工務處於 106 年 1 月 19 日公告實施「新竹市既有建築
物屋頂設置太陽光電設施辦法」
，明訂建築物屋頂設置太陽光電設施，
於符合規定條件下，得免計入屋頂突出物面積及建築物高度。市府推動
太陽光電「三枝箭齊發」
，期盼帶頭落實節能減碳，讓環境永續發展。
新竹市為鼓勵民眾及響應，105 年起市政府與工研院合作推出「智慧化
家庭用電健檢與改善示範平台」
，鼓勵新竹市一般家庭用戶申請加入，
運用雲端、大數據分析家庭用電資訊，提供示範參與住宅用戶用電分析
與家庭重點節能建議，誘使其產生自發性節能意識，進而改變用電行
為，目前共計約 591 戶參加。根據上年度參加用戶用電資訊來看，其平
均月用電量較全市用電戶最高降低 3.6%，顯見透過自主性用電管理確
8

實達到一定的節電成效。
（三）歷年節能推動成果
因應氣候變遷議題，世界各國紛紛推動節能減碳綠色施政，近年來
本市積極推動各項節能減碳計畫，並辦理相關節能宣導活動或措施，分
別說明如后。
1.新竹市低碳節能社區補助計畫
為推動低碳永續家園，新竹市環保局近年來不斷推行社區與村里
補助，申請補助項目包含生態綠化、設備節能、低碳運具、資源循環
與再生能源等，申請內容包含更換節能設備、雨水回收系統、環境綠
美化、低碳運具充電設備及太陽光電設施設置等。103~105 年環保局
辦理優良社區評比與獎勵，連續三年已針對新竹市轄內 36 處社區進
行節能減碳改善輔導。
2.成立新竹市節能減碳輔導團
有鑑於節能減碳的重要性與日俱增，為推廣更多關於節能減碳之
知識，自 99 年起本市即邀集國內能源管理專長之專家學者，籌組成
立新竹市節能輔導團，並設立節能減碳專線 0800-200-835 提供民眾各
種節能減碳與能源相關諮詢服務。節能輔導團每年提供各公私立場所
申請節能減碳現場診斷及輔導服務，自 99 年至 106 年輔導家數達 200
處，輔導項目主要包含以下幾項：
(1) 電力系統：
確認社區是否訂定契約容量並每年檢視合理性、功率因數現
況及是否有改善空間並運算最佳契約容量提供給受輔導對象，達
到最佳省能節約效果。
(2) 照明系統：
針對地下停車場、景觀照明、公用路燈、逃生指示燈、公共會
議室或閱覽室及樓梯間照明等項目燈管使用狀況及改善汰換空間
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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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空調系統：
針對空調設備之規格及效率評估，並探討冷氣使用及維護狀
況與相關控溫設施是否設置合宜。
(4) 公用系統：
包含停車場抽排風合理化運轉控制、電梯自動化管理模式及
關閉長時間不使用之電器與設備等。
(5) 水資源管理：
包含是否使用省水器材裝置、雨水及中水回收再利用情形等
項目評估。
(6) 資源回收、綠建築及隔熱：
巡檢輔導項目包含智慧型電力/空調監控系統建置、使用綠色/
再生建材、資源分類回收、外遮陽設置、屋頂鋪設隔熱層及屋頂/
牆面綠化等。
3.家庭雲端用電健檢平台
105 年起市政府與工研院合作推出「智慧化家庭用電健檢與改善
示範平台」
，鼓勵新竹市一般家庭用戶申請加入，運用雲端、大數據分
析家庭用電資訊，提供示範參與住宅用戶用電分析與家庭重點節能建
議，誘使其產生自發性節能意識，進而改變用電行為，108 年約有 700
戶參加。根據上年度參加用戶用電資訊來看，其平均月用電量較全市
用電戶約低 3%，顯見透過自主性用電管理確實達到一定的節電成效。
4.能源教育推動
自 105 年度起辦理「節電小天使養成教育」
，以全市國小中年級
學生為對象，安排節電教育課程，期透過學校教育，將節電意識帶入
家庭；除節電課程推廣外另舉辦節電知識擂台賽、節能繪本研習成果
展及太陽能手作 DIY 課程等，透過多元方式達到節電教育扎根。
5.節能減碳宣導及推廣
本市住宅部門用電站本市總用電量約 45%，夏季期間也是用電尖
峰期，為有效減少家庭用電，舉辦大型戶外親子活動，吸引市民攜家
帶眷走出戶外，減少民眾居家耗電；其次自 105 年持續辦理區里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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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及志工培訓，每年皆約有 1 萬人次高參與率，每場培訓市長皆親
自至現場與各位分享節能並現場傾聽本市節能需求。
6.能源關懷計畫
依本市低收入戶數資料，約有 1,672 戶，自 107 年起變分批協助
申請燈具補助，107-108 年已完成 600 戶補助，期間共汰換 3,103 盞
各式燈具及 4,510 顆燈泡，每年可減少 40.9 萬度，相當每年約可省下
約 126 萬元/電費。
（四）本市售電資訊
根據台電公司提供資訊，新竹市 108 年用電量（不含工業用電），
人均用電量為 13.16 度/人天，位居全國第二高，僅次於台北市（15.24
度/人天）
。本市每年人口成長率約為 1.01%，雖 97 年至 98 年美國發生
次級房貸危機及雷曼兄弟倒閉等金融海嘯事件，我國經濟亦受波及，惟
新竹市公司及商業登記家數仍持續增加，至 107 年底已達 3 萬 1,383
家，人均用電量偏高原因可能為本市流動人口較高，有一定比例外縣市
人口在本市任職；108 年統計遷入人數多於遷出人數 2,039 人，月出生
人口數多於死亡數 1,129 人，人口增加數為 3,168 人，人口總增加率為
7.06‰。，亦造成本市用電量增多，此也可由本市服務業用電量僅次於
六都看出（表 1）
，住宅部門用電全國排名第 11，機關部門用電全國排
名第 8，農林漁牧部門全國排名第 16。
另外，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與新竹市政府主計處公布 107 年「縣
市家庭收支重要統計指標」資料顯示，新竹市每戶擁有家庭現代化設
備（電視、冷暖氣機、行動電話、機車等）數量均屬偏高。雖然新竹
市 107 年每百戶用擁有電器數下降趨勢，在全國占比下家用電腦與冷
暖氣機擁有數仍是全國第一，彩色電視亦是排名第一。此三樣電氣設
備均是現在家庭必用設備，容易因為使用習慣而影響用電時數，同時
也呼應本市戶數增加，相對家用電器設備亦也增加。隨著科技進步，
電氣設備日新月異，再加上對生活品質要求提高，家庭的用電量與日
俱增，也耗費了大量能源，更因針對家戶進行用電宣導。有此可知本
市示民眾之生活水準要求較高，此亦可能為本市人均用電量較高之原
因。統計本市 108 年 1 月至 12 月住宅用電、服務業用電、農林漁牧
11

用電及機關用電佔比分別為 44.18%、43.89%、0.46%及 10.83%，新竹
市用電量佔全國 2.26%。(如圖 1)。
機關用電(機關+
包燈+學校)
10.83%

108年新竹市住商部門用電佔比比率

農林漁
牧
0.46%

住宅部門
43.89%
服務業部門
44.81%

圖 1 新竹市各部門用電佔比（108/1~108/12）
表 1 全國各縣市各類售電資訊（108/1~108/12）
A.住宅部門

B.服務業部門
A.用

縣市
A.售電量(度)

電
佔比

8,219,340,375
5,189,347,405
4,520,130,285
5,719,660,354
3,759,494,167
5,501,115,415
879,892,057
1,168,682,865
990,258,806
2,314,406,646
847,462,653
1,307,171,707
870,995,939
1,585,742,574
389,110,291
631,662,068
699,852,666
966,248,020
509,963,112
173,928,003
112,202,230
16,819,401
46,373,487,039

55.51
35.25
50.81
47.81
51.93
49.69
50.99
55.4
57.53
52.42
52.29
52.37
51.98
46.96
49.15
47.44
58.28
44.81
47.81
48.76
45.49
35.45
48.8

(機關+包燈+學校)

佔比

C.售電量(度)

(%)
5,886,957,116
8,050,299,297
3,725,528,846
5,347,110,328
2,602,692,375
4,382,384,877
632,139,047
780,319,101
560,470,025
1,365,609,166
536,727,555
628,065,740
386,546,448
825,976,603
292,473,932
509,465,182
415,857,664
946,425,255
478,556,080
128,837,095
88,804,292
19,903,528
38,591,149,552

39.76
54.69
41.88
44.7
35.95
39.58
36.63
36.99
32.56
30.93
33.12
25.16
23.07
24.46
36.94
38.26
34.63
43.89
44.86
36.12
36
41.95
40.61

D.農林漁牧

C.用

B.用電
B.售電量(度)

(%)
新北市
台北市
桃園市
台中市
台南市
高雄市
宜蘭縣
新竹縣
苗栗縣
彰化縣
南投縣
雲林縣
嘉義縣
屏東縣
台東縣
花蓮縣
基隆市
新竹市
嘉義市
澎湖縣
金門縣
連江縣
合計

C.機關用電

電
佔比

D.用電
D.售電量(度)

4.52
9.97
6.74
6.04
6.81
8.48
8.42
6.69
8.12
6.1
8.09
6.83
8.84
6.78
10.47
12.41
7.06
10.83
6.62
13.9
17.63
22.36
7.37

(A+B+C+D)

縣市用
電佔比

29,662,534
9,661,420
48,630,704
172,253,294
383,370,525
246,681,611
68,246,260
19,145,624
30,573,573
464,639,742
105,244,264
389,958,866
269,619,201
735,317,586
27,087,597
24,934,831
162,832
9,935,655
7,387,197
4,308,280
2,118,020
109,354
3,049,048,970

0.2
0.06
0.54
1.43
5.29
2.22
3.95
0.9
1.77
10.52
6.49
15.62
16.09
21.77
3.42
1.87
0.01
0.46
0.69
1.2
0.85
0.23
3.2

14,805,579,657
14,717,616,194
8,894,449,832
11,962,180,693
7,238,512,304
11,069,903,982
1,725,582,724
2,109,393,783
1,721,058,853
4,414,297,749
1,620,546,217
2,495,848,008
1,675,354,237
3,376,253,870
791,624,431
1,331,273,760
1,200,736,491
2,156,315,370
1,066,596,709
356,679,174
246,615,204
47,440,894
95,023,860,136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定期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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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669,619,632
1,468,308,072
600,159,997
723,156,717
492,955,237
939,722,079
145,305,360
141,246,193
139,756,449
269,642,195
131,111,745
170,651,695
148,192,649
229,217,107
82,952,611
165,211,679
84,863,329
233,706,440
70,690,320
49,605,796
43,490,662
10,608,611
7,010,174,575

佔比

合計

15.58
15.48
9.36
12.58
7.61
11.64
1.81
2.21
1.81
4.64
1.7
2.62
1.76
3.55
0.83
1.4
1.26
2.26
1.12
0.37
0.25
0.04
100

表 2 新竹市各類逐月售電資訊（108/1~108/12）
月份

住宅用電

1月
67,884,777
2月
61,414,056
3月
69,042,223
4月
60,739,075
5月
73,143,630
6月
72,315,243
7月
94,257,755
8月
100,912,665
9月
125,144,044
10 月
94,667,419
11 月
84,535,418
12 月
62,191,715
合計 966,248,020
百分比
44.18%

服務業用電

農林漁牧用電

66,955,620
61,463,444
67,731,254
70,455,179
79,500,272
83,701,014
92,622,136
95,135,237
93,243,359
86,517,833
78,799,616
70,300,291
946,425,255
43.89%

695,292
710,398
688,885
772,625
791,455
860,297
887,340
1,048,300
995,927
943,474
817,978
723,684
9,935,655
0.46%

機關用電
(政府+包燈+學校)
16,809,388
13,764,721
17,525,947
18,925,186
21,158,036
21,891,106
22,102,225
21,272,462
22,000,704
21,256,306
18,873,920
18,126,439
233,706,440
10.83%

合計(A+B+C)
152,345,077
137,352,619
154,988,309
150,892,065
174,593,393
178,767,660
209,869,456
218,368,664
241,384,034
203,385,032
183,026,932
151,342,129
2,156,315,370
100%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定期公布

（五）新竹市節電藍圖及策略建構
自 105 年度起本府開始透過能源使用盤點調查，掌握本市歷年用
電資訊分析，瞭解用電變化情形及能源使用特性，並配合市政發展計畫
與國家節能方針與政策，完成制定「智慧節電策略建構計畫」
，訂定本
市短中長期節電目標及節電策略，並就節電推動制度與組織籌劃分工
事項，整體規劃新竹市節電藍圖，以利本市節電工作之長遠推動。
規劃方式除依據本市近年來用電量變化趨勢，亦綜合評估環境背
景調查及本市節電潛力分析結果，並參考國內其他研究報告之用電量
成長推估參考文獻。然而因為 106 年度台電公司依能源局提供之各類
別列管電號清單進行分類統計及地方及中央機關包含高中職以下學
校，重新調整公布各縣市用電資訊，所以本計畫乃於 106 年度計畫書中
修正本市節電計畫，改以 105 年用電量為基準，設定民國 108 年、111
年及 115 年之本市近、中、長期節電目標，並調整採用階段目標值。
1.本市節電管理目標
係依據本府 106 年之「新竹市智慧節電策略建構計畫」成果，以 105
年用電量為基準，並在 106~115 年機關部門每年維持用電零成長、住宅
部門採計 110 年人口成長率估算用電成長量、服務業部門以平均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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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率 1.5%估算、農業部門每年維持用電零成長的推估情境下，規劃修正
採用階段目標值，近程（106~108 年）
、中程（109~111 年）各以累計節
電率 2.7%為節電管理階段目標。長期則考慮隨著政策推動逐年落實程度
及節能技術成熟度，實際節電空間將會逐漸受限，因此規劃長程
（112~115 年）以累計節電率 2%為階段目標。如此一來，目標年（115 年）
用電量可以維持基準年（105 年）水準（2,208 百萬度）
。
本期計畫進一步檢視以 105 年用電量作為計算基準，106 及 107 年
實際節電率各為 0.92%(節省 2,059 萬度)及 0.92%(節省 2,065 萬度)，共
計節省 4,124 萬度電，預期 108 年可達近程(106-108 年)累計節電率
2.7%(節省 6,041 萬度)階段目標。
依據「新竹市智慧節電策略建構計畫」成果，短期(106-108 年)節電
率 2.7%=0.7%(106 年)+1%(107 年)+ 1%(108 年)；中期(109-111 年)節電
率 2.7%=0.7%(109 年)+1%(110 年)+ 1%(111 年)；長期(112-115 年)節電率
2.0%。故本市推估經濟部能源局縣市共推為期三年計畫(107-109 年)目標
之節電率為：1%(107 年)+ 1%(108 年)+ 0.7%(109 年)=2.7%

新竹市總節電管理目標

百萬度

自然成長
管制目標

2,900
2,700
2,500
2,300

2,208

2,295
2,235

105年

108年

2,349
2,228

2,370
2,205

2,100
1,900
1,700
1,500
111年

115年

圖 2 新竹市總節電管理目標
2.本市近中長程節電策略與措施
在執行政策與行動方案方面，將就現況與目標之差距進行了解並
掌握環境變化趨勢，研擬策略與行動方案，目前規劃從環境面實質節
能改善推動、自治法規訂定、節能教育推廣宣導、社會面及凝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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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綠能研發及推廣等五大面向著手。
新竹市近程（106~108 年）節電策略著重於節電宣導及技術輔導
層面，改變民眾用電習慣，透過節電競賽等獎勵活動，落實節電生活；
中程（109~111 年）節電策略著重於場所用電管理，鼓勵裝設用電管
理系統，及建築物設置綠屋頂或綠牆，並評估增設綠能系統；長程
（112~115 年）節電策略著重訂立本市能源管理法規，要求達一定規模
（建築面積或用電量）之用電場所，必須裝置綠能系統，強制要求達到
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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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竹市節電藍圖
經由前述之目標訂定及策略研擬，初步規劃之新竹市節電藍圖概
要如圖 3。
願景
「政府帶頭」
、
「產業參與」
、
「建築節能」、
「民眾自發」為行動主軸，落實全民節電
風潮與文化。

目標
 節電率訂定短、中、長期，相對基準年（105 年）節電率目標
短期
108 年

中期
111 年

2.7 %

2.7%

長期
115 年
2%

 其他附加指標：戶均用電量、人均用電量減少
政策方向與主要行動
 環境實質面改善與推動（經濟誘因）
 政府建物耗能設備汰換
 節能技術診斷與服務
 社區及企業 ESCO 方式推動節能改善

 自治法規修訂
 產業節能自治條例
 建築物節能獎補助

 節能教育推廣與宣導
 社區節能講堂
 節約能源教室
 學校節約能源教育推廣

 社會面及合作夥伴
 產業節能志工合作平台，協助社區提供資源
 建立社區及公民團體參與機制

 綠能研發及推廣
 新竹市既有建物屋頂設置太陽光電設施辦法
 綠能設置獎補助辦法

圖 3 新竹市節電藍圖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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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目標
本計畫將延續本市節約能源政策，推動機關、民生及服務業節電工作，
計畫目標如下：
（一） 推動「新竹市政府智慧節電計畫推動小組」運作，參與經濟部節電相
關工作共 4 場次。
（二） 落實新竹市節電藍圖內容，延續既有推廣措施及 策 略 ， 以 達 成 本 市
107-109 年整體節電 2.7%工作目標。
（三） 延續智慧節電計畫與夏月節電成果，投入集合式住宅、服務業用電戶
用電資訊調查與分析。
（四） 輔導服務業落實節電規定轄內 20 類指定用戶 1,500 處，10 處服務業進
行能源診斷，稽查電器商品標章及標示 100 處，包含大賣場至少 10 處。
（五） 透過「新竹市節能輔導團」，提供民生用電場所節能技術諮詢與診斷
服務，達成節能績效。
（六） 藉由學校節能教育宣導活動及培訓課程，加深學校師生對節電之瞭解，
進而影響家庭用電行為，辦理國小或國中學生節能繪本研習 3 場次，
節電綠能參訪活動 1 場次及節電營隊 10 場次，以達到節電之目的。
（七） 辦理 10 場次結合非營利組織或環境友善團體，辦理區里節電志工（如
里長及里幹事或環保志工）培訓課程及里鄰節電宣導活動 10 場次，提
供節電知識、生活節電方法，建立節電觀念、節電意識，以協助推廣
節電措施，發展地方節電組織。
（八） 結合產官學研資源，透過公民參與與機制 1 場次節電工作坊，成立地
方節電組織。
（九） 提供住宅、辦公及營業場所耗能設備汰換獎勵補助，包含協助弱勢家
庭照明汰換累計 300 戶，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十） 辦理節電宣導、節電獎勵或競賽等相關活動，營造全民節電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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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推廣綠色能源，研訂設置使用獎勵辦法，降低台電公司供電需求。
（十二）推廣建築節能技術，利用植栽綠化或外遮陽等方式，降低建築外牆溫
度，減少使用空調設備。

三、 計畫內容
（一）節電基礎工作
本分項工作之「服務業落實節電規定稽查輔導」
、
「辦理新竹市節電輔
導服務」
、
「節能教育推廣活動」
、
「辦理區里、社區住宅培訓及節電推廣活
動」、「結合公民參與與機制成立地方節電組織」；等子項工作，將整合智
慧節電主題網站及節電輔導服務的節電計畫窗口等平台，建置追蹤評估介
面，除可以區隔各項節電措施效益外，也能明確針對推動對象進行後續改
善輔導作業。
1. 推動「新竹市政府智慧節電計畫推動小組」運作
(1) 依市府各局處業務權責，結合局處人力資源，成立「新竹市智慧節
電推動小組」
，統籌辦理本市節電相關工作。
(2) 配合經濟部相關節能政策，協調市政府各局處綜理節能業務推動
相關事項，並統合辦理各局處計畫之進度與控管作業。
(3) 每季定期召開推動小組會議（由市府秘書長層級以上長官出席），
並視計畫執行進度及業務推動狀況，邀集相關局處召開臨時會議。
(4) 申請經濟部節電相關計畫補助經費，規劃與執行節電政策，並檢討
分析推動效益。
(5) 持續經營智慧節電主題網站，公告本市每月用電資訊及其他相關
資訊，定期彙整本市推動節能成果，並檢討執行成效。
(6) 定期就所轄區域推動之節電措施、創新節電手法、節電成效及本市
用電資訊等文章與民眾互動，刊登於本市智慧節電網站或市政相
關網站。
2.落實新竹市節電藍圖與推動措施
(1) 定期更新本市用電資訊，並作為強化節電藍圖內容之參考。
(2) 更新新竹市社會經濟背景資料，以確實掌握能源之使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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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落實新竹市節電藍圖內容，除延續既有並視現況調整推廣措施及
策略，以達成本市 107-109 年整體節電 2.7%工作目標。
3. 調查本市能源使用資訊，分析節電潛力空間
(1) 定期蒐集彙整台電公司公布用電資訊，掌握本市用電變化情形。
(2) 以問卷針對設備汰換對象(如機關、學校、服務業)進行用電分析，
並將調查成果予以統計分析，提供本市節電推動政策研擬參考。
(3) 機關、住宅、服務業及農業進行用電分析，並考量人文因子、商業
活動、本市環境及社會經濟活動等特性，分析影響用電因子，分別
給予相對的節電建議。
(4) 盤點新竹市各機關過去各項節能政策成果資料。
4.研訂本市低碳節能相關規範
(1) 針對本市用電特性，透過地方規範，加強能源使用管理。
(2) 研訂綠色能源設置使用或建築節能獎補助辦法，鼓勵民間投入能源開
發使用，減少能源使用及依賴度。
(3) 提供建築及社區節能獎補助經費，改善環境，減少能源使用。
5. 服務業落實節電規定稽查輔導
(1)查核並宣導轄內 20 類指定能源用戶之營業場所，依能源管理法第
八條規定，室內冷氣溫度不低於 26℃及冷氣不外洩、禁用白熾及
鹵素燈泡等項目，並輔導商家改善及追蹤改善情形。
(2) 全程預計辦理 5,200 戶輔導 20 類指定能源用戶落實節電規定訪視
作業，稽查全市約 240 家電器零售商及約 24 家 14 大賣場的能源
效率分級標示及節能標章產品之標示稽查等工作，並輔導商家改
善及追蹤改善情形。
6.辦理新竹市節電輔導服務
(1) 持續運作「新竹市節電輔導團」
，遴聘節約能源技術面向（例如電
力、空調、照明、建築等）專業人員擔任「新竹市節能輔導團」顧
問，接受節能診斷申請及提供節能改善諮詢服務。
(2) 持續運作 0800 受話方付費電話，作為本市智慧節電計畫專線，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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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節能診斷申請及提供節能諮詢服務。
(3) 持續運作節電計畫窗口，接受節電計畫之各項問題意見回應及解
答。
(4) 篩選本市能源用戶，主動進行能源診斷，並提出改善建議書供場所
參考。
7.節能教育推廣活動
(1) 規劃學校能源互動式課程及結合學校推廣能源教育，提升學生能
源素養，促進家庭改變用電行為（如校園創意節電競賽、節電教育
活動、節能繪本製作等）
，活動內容包含再生能源、節電及節能減
碳相關。於活動完成後，針對推廣成果加以評析說明。
(2) 節電教材建構：由學校辦理節能相關實務或節能繪本製作研習，透
過課程設計，讓家長與學童可以一起參與，翻轉家庭用電行為，建
立正確生活節能觀念邀請居民及家長共同參與體驗。
(3) 辦理節電綠能參訪（太陽能、風力、機械能轉動能發電）
，邀請本
市國小自然領域、環境種子教師參與，融入學校環境教育課程。
(4) 舉辦節電繪本製作及成果發表會、親子節電營隊等，提升節能學童知
能。
8.辦理區里、社區住宅培訓及節電推廣活動
(1) 結合非營利組織或環境友善團體，辦理區里節電志工（如里長、里
幹事或環保志工）培訓課程。
(2) 利用公務車輛或大眾交通運具推廣節電觀念。
(3) 製作節能減碳相關宣導文宣品，內容以推動節電具體作法為主。
9. 結合公民參與與機制成立地方節電組織
(1) 結合產官學研，透過公民參與與機制，成立地方節電工作團隊。
(2) 舉辦公民參與提案論壇或工作坊，透過方案構思、提案討論及審
核，彙整本市節能推動方案，於新竹市智慧節電計畫推動小組工作
會議提報，納入本市未來推動策略。
（二）因地制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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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電工作為長期政策，為延續市府施政理念，因應本市人口出生率
高、平均所得高及平均年齡最低之城市特質，加上地方經濟發展活絡，
導致民生用電逐年成長。為改變能源使用慣性，因此預計加強節電觀念
宣導推廣，並且透過硬體改善，直接降低本市用電量。因此在因地制宜
方面，將以設備補助汰換、擴大節電宣導、能源管理技術人才培訓等面
向著手：
1.啟動能源關懷計畫
依本市低收入戶數資料，本市共有 1,673 戶，本市研擬補助原
則及申請文件供低收入戶申請，第三期持續協助 300 戶申請補助，
且視情況主動訪查以提高申請率；並依申請需求提供燈具汰換補助
服務。
預期每戶經汰換傳統日光燈具後並經重新調整燈具配置及數
量，以 LED 燈具更換後節能效率估算，其燈具與前一期用電相較
可節省 50%用電量。為實踐全民節能省電之理念，並讓本市弱勢家
庭共同投入行動行列，將協助弱勢家庭汰換舊式燈具，裝設省電節
能照明設備，以擴大節約能源效益。
2.節電全方位 全民總動員
考量節能宣導工作，首重環境氛圍之建構，淺移默化於民眾日常
生活，始可有效促進民眾落實節能工作。
(1)社區住宅、里鄰節電總動員
本市住宅部門用電約占本市總用電量（不含工業部門用電）之
45%，夏季期間也是用電尖峰期，為有效減少家庭用電，市府近年
來配合市府業務，倡導健康休閒風氣，舉辦大型戶外親子活動，吸
引市民走入戶外，除可增進親子關係外，也可以減少民眾居家耗電。
其次，有鑑於 107 年度所辦理的區里節能推廣 42 場，共 12,055
人次高參與率，預計未來結合非營利組織或環境友善團體，持續辦
理里、鄰長志工培訓及校園或社區節電闖關宣導，形成全民節電風
潮，第二期計畫辦理 24 場區里節能推廣，約有 8,238 人次參與。
除了節能知識培訓、多元推廣活動，特別注重民眾參與機制，每場
培訓皆由市長親自至現場與各位志工分享節能並現場傾聽本市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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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需求。
 舉辦大型戶外節電宣導活動。
 辦理里鄰志義工節電宣導及培訓活動。
 辦理校園或社區節電闖關巡迴宣導活動。
 印製節電文宣。
 製作節電宣導媒體廣告。
(2) 住商能源管理技術人員及省電職人培訓
根據過去節電宣導經驗發現，一般場所發生能源使用管理不佳
情形，主要是因為缺乏能源管理專業人員，部分場所將能源管理委
由機電公司代管，惟受限於該公司技術人員之服務量能，通常不易
落實能源管理，大多僅止於設備故障排除為主，另一方面過去節電
宣導常以里為單位，卻發現常受限於節電宣導講師人數有限，部分
民眾則透過政府或社區宣導的場合來吸收節電知識，為此，將邀請
專業能源講師針對水電或機電從業人員、大樓管理人員、各機關學
校工友或總務人員、環境教育志工及一般民眾等，舉辦能源管理人
員及省電職人培訓課程，增加用電場所及一般家庭住宅節電、能源
管理等各項技能，並邀請有意願擔任省電職人種子教師強化本市節
電能量，同時可以結合本市設備獎補助措施，媒合能源用戶，提升
服務量能量。
 舉辦能源管理技術人員培訓課程 1 場。
 舉辦省電職人培訓或複訓課程 1 場。
 建立能源管理人員及省電職人資料庫，媒合各級單位場所提供
服務。
 辦理節電推廣活動。
(3) 辦理家電補助申請作業一式
住宅家電補助作業，包括整體補助作業流程、廢機汰舊機制(含
廢機回收作業）
、申請案件之收件、審查、撥款、退件、案件進度
及追蹤查核抽檢等標準作業程序。因民眾對於家電補助申請案件非
常踴躍，同時為使民眾可即時了解申請進度及審核結果，除以電子
郵件及電話通知外，將運用簡訊通知申請者，如：不合格案件之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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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件通知處理、審核結果及撥款進度等簡訊通知，以各別通知提高
申請者即時了解案件的進度，並可減少過多的諮詢電話並提高申請
進度處理效率。

四、 執行組織架構
新竹市政府為順利推動「新竹市政府智慧節電計畫」，特組成「新竹
市政府智慧節電計畫推動小組」
（以下簡稱推動小組）
，由林智堅市長擔任
召集人，沈慧虹副市長擔任副召集人，新竹市環境保護局局長擔任執行秘
書，邀集產業發展處等業務權責機關，依業務職掌，針對所屬管轄場所，
全面推動智慧節電措施，定期彙整本市推動節能成果，於新竹市智慧節電
計畫推動小組工作會議提報，並檢討執行成效。
另於本計畫執行期間，籌組「新竹市節電輔導團」，遴聘節約能源技
術面向（例如電力、空調、照明、建築等）專業人員擔任「新竹市節能輔
導團」顧問，接受節能診斷申請及提供節能改善諮詢服務。
其節能技術輔導團，結合在地產官學研資源，透過公民參與與機制或
能源諮詢會議，提供本市節電政策規劃與執行相關意見，並經彙整後提報
每季節電計畫工作小組會議中。

圖 4 新竹市政府智慧節電計畫推動小組
同時依照本市各局處權責與業務職掌，針對機關部門、住宅部門及服
務業部門進行分工(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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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新竹市智慧節電計畫」權責分工一覽表
權責單位

機關
住宅
本市暨所屬
行政處 一二級機關
及中央機關
公私立大專
教育處
院校
路燈、公園
工務處 等公共照明
管理單位
民政處
各里、鄰
社福機構管
社會處
社區發展協會
理單位

服務業

產業
發展處

百貨公司、零售式量販店、連鎖超級市場、
餐館、服飾品零售店、美容美髮店、書及文
具零售店、眼鏡零 售店、鞋類零售店、鐘錶
零售店、一般旅館、汽機車 零件配備零售
店、布疋零售店、家具零售店、家飾品 零售
店、珠寶及貴金屬製品零售店、藥品及醫療
用品 零售店、運動用品器材零售店、玩具與
娛樂用品零售 店、音樂帶及影片零售店、電
腦及其週邊設備、軟體 零售店、通訊設備零
售店、視聽設備零售店、汽機車 零售店、花
卉零售店、飲料店、便利商店、化妝品零 售
店、電器零售店

城市
行銷處
衛生局
交通處

觀光旅館
各醫院
停車場管理
單位

財政處

大眾運輸場站及轉運站
銀行、證券商、郵局

集合式住宅管
理單位
環保局 統籌計畫管理推動
都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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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計畫經費

表 4 全程計畫經費需求表
科

目

節電基礎工作
因地制宜措施
小 計
總計

配

分
第1期
6,000
8,691.781
14,691.781

經
費 ( 仟元 )
第2期
第3期
6,000
6,000
8,691.781
8,955.168
14,691.781
14,955.168
44,338.730

備註：總計為基礎工作及因地制宜經費。

六、 預期成果及效益
（一） 掌握新竹市用電趨勢，精進節電策略與藍圖，強化本市推動能源政策
之方針，加速達成建構科技健康城市。
（二） 協助市府各局處執行機關、住宅及服務業部門節電工作，達到本市近
中長期節電政策目標。
（三） 運用節能觀念宣導、設備汰換及智慧能源管理系統，提高設備能源使
用效率。
（四） 由區里、社區著手，將節電觀念深植於市民心中。藉由培訓村里節電
志工，擴充政府機關執行量能，強化社區推廣層面及人力素質，結合
全民參與執行，塑造全民節電氛圍。
（五） 辦理校園能源教育課程，強化學童能源使用素養，將節能習慣帶進居
家生活做起。
（六） 針對能源用戶提供節能技術輔導及用電診斷，加速產業落實綠色生產。
（七） 以 105 為用電量計算基準，預期計畫全期可達成本市整體節電率為
2.7%目標；未來每季定期檢視節電目標實際達成率，針對各項節電工
作進行滾動式檢討及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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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全程計畫預期成果及效益表
計畫期別
節電工作

第1期

第2期

(107 年 3 月 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 (108 年 1 月 1 日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第3期
(109 年 1 月 1 日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

1. 掌握新竹市用電趨勢，精 1. 掌握新竹市用電趨勢，精 1. 掌握新竹市用電趨勢，精

進節電策略與藍圖，強化 進節電策略與藍圖，強化 進節電策略與藍圖，強化
本 市 推 動 能 源 政 策之 方 本 市推 動 能 源政 策 之方 本 市 推 動 能 源 政 策 之 方
針，加速達成建構科技健 針，加速達成建構科技健 針，加速達成建構科技健
康城市。
康城市。
康城市。
2. 藉由培訓村里節電志工， 2. 藉由培訓村里節電志工， 2. 藉由培訓村里節電志工，
擴充政府機關執行量能， 擴充政府機關執行量能， 擴充政府機關執行量能，
強 化 社 區 推 廣 層 面及 人 強 化社 區 推 廣層 面 及人 強化社區推廣層面及人力
節電
力素質，結合全民參與執 力素質，結合全民參與執 素質，結合全民參與執行，
基礎工作
行，塑造全民節電氛圍。 行，塑造全民節電氛圍。 塑造全民節電氛圍。
3. 辦理校園能源教育課程， 3. 辦理校園能源教育課程， 3. 辦理校園能源教育課程，
強化學童能源使用素養， 強化學童能源使用素養， 強化學童能源使用素養，
將 節 能 習 慣 帶 進 居家 生 將 節能 習 慣 帶進 居 家生 將節能習慣帶進居家生活
活做起。
活做起。
做起。
4. 針 對 能 源 用 戶 提 供節 能 4. 針 對能 源 用 戶提 供 節能 4. 針對能源用戶提供節能技
技術輔導及用電診斷，加 技術輔導及用電診斷，加 術輔導及用電診斷，加速
速產業落實綠色生產。
速產業落實綠色生產。
產業落實綠色生產。

1. 配合市府各項活動，推廣 1. 配合市府各項活動，推廣 1. 配合市府各項活動，推廣
節約能源觀念。
節約能源觀念。
節約能源觀念。
2. 照顧弱勢家庭，協助換裝 2. 照顧弱勢家庭，協助換裝 2. 照顧弱勢家庭，協助換裝
因地制宜
節能照明，兼顧節約能源 節能照明，兼顧節約能源 節能照明，兼顧節約能源
措施
及社會福利。
及社會福利。
及社會福利。
3. 推廣使用節能設備，減少 3. 推廣使用節能設備，減少 3. 推廣使用節能設備，減少
耗電量。
耗電量。
耗電量。
1. 以第 1 期計畫節電預期 1. 以第 2 期計畫節電預期 1. 以第 3 期計畫節電預期工
工作效益，預計總節電
工作效益，預總節電量
作效益(表 9)，預總節電
量為 1,968.66 萬度。
為 1,032.75 萬度。
量為 1,032.75 萬度。
2. 另以 105 年為整體用電 2. 預計 108 年節電率為。 2. 以 105 年為整體用電量
量 220,804 萬度為計算基 (1,032.75 萬度/220,804 萬 220,804 萬度為計算基
準，預計 107 年節電率
準，預計 109 年節電率為
度)*100%=0.47%。
(1,032.75 萬度/220,804 萬
預計節電 達 0.89%。
3. 第一期設備汰換與智慧
度)*100%=0.47%，累計節
效益
(1,968.77 萬度/ 220,804
用電因工作展延至 108
電率為 1.83%。
萬度)*100%=0.89%。
年 12 月 31 日，節電率
3. 第二期設備汰換與智慧用
為。(1,030.61 萬度
電工作自 109 年 1 月始，
/220,804 萬
該項工作節電量，將於第
度)*100%=0.47%。
三期工作結束後併入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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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第三期計畫
一、 承諾節電目標
本計畫將延續本市節約能源政策，推動機關、民生節電工作，計畫目
標如下：
（一） 推動「新竹市政府智慧節電計畫推動小組」運作，參與經濟部節電相
關工作。
（二） 落實新竹市節電藍圖內容，延續既有推廣措施及策略，以達成本市整
體節電 1%工作目標。
（三） 延續智慧節電計畫與夏月節電成果，投入集合式住宅、服務業用電戶
用電資訊調查與分析。
（四） 輔導服務業落實節電規定，稽查電器商品標章及標示。
（五） 透過「新竹市節能輔導團」，提供民生用電場所節能技術諮詢與診斷
服務，達成節能績效。
（六） 藉由學校節能教育宣導活動及培訓課程，加深學校師生對節電之瞭解，
進而影響家庭用電行為，達到節電之目的。
（七） 辦理區里志工與社區居民教育宣導或培訓活動，提供節電知識、生活
節電方法，建立節電觀念、節電意識，以協助推廣節電措施，發展地
方節電組織。
（八） 結合產官學研資源，透過公民參與與機制，成立地方節電組織。
（九） 提供辦公及營業場所耗能設備汰換補助，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十） 辦理節電宣導、節電獎勵或競賽等相關活動，營造全民節電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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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節電基礎工作
本分項工作之「服務業落實節電規定稽查輔導」
、
「辦理新竹市節電輔
導服務」
、
「節能教育推廣活動」
、
「辦理區里、社區住宅培訓及節電推廣活
動」、「結合公民參與與機制成立地方節電組織」；等子項工作，將整合智
慧節電主題網站及節電輔導服務的節電計畫窗口等平台，建置追蹤評估介
面，除可以區隔各項節電措施效益外，也能明確針對推動對象進行後續改
善輔導作業。
（一）節電稽查輔導
1. 稽查輔導服務業落實節電規定如表 6 所示
2. 辦理服務業節電交流
舉辦服務業節電交流，邀請本市能源用戶，參與節電宣導推廣
活動以及節電論壇或研討會，預計辦理 3 場次，預計 70~80 人次參
與。
3.辦理新竹市節電輔導服務
(1) 接受節能診斷申請及提供節能改善諮詢服務。
(2) 篩選本市能源用戶，主動進行能源診斷並提出改善建議書供場所
參考，預計輔導 10 處。

表 6 稽查輔導服務業落實節電工作對照表
服務業落實節
電規定稽查輔
導工作項目

目標對象

「指定能源用戶應
輔導 20 類指定能 遵行之節約能源規
源用戶落實節電 定」指定的 20 類能
規定
源用戶，約 1,500 戶
。

稽查全市電器零 新竹市市內電器零
售商標章及標示 售業業者，約 90 戶

查核輔導方式

團隊組成

針對市內的指定能源
用戶，依各區數量比例
抽樣稽查，內容為查核
及宣導 20 類服務業節
電手法、冷氣不外洩、
禁用鹵素燈泡及白熾
燈泡、發送節電廣宣品
，針對不符節能規定
特定用戶進行輔導及
改善追蹤作業。
針對市內的電器零售
業業者，依各區數量

成立節電訪視工作
小組，成員包括：長
期熟悉中央能源政
策及技術並具豐富
經驗的優良財團法
人及具備空調、照
明及電力系統之節
能技術的大專院校
師生或 ESCO 廠商
人員。
成立節電稽查工作
小組，成員包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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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業落實節
電規定稽查輔
導工作項目

目標對象
。

新竹市轄區內百貨
公司、大潤發、愛買
、特力屋、全國電子
稽查全市 14 大賣
、燦坤 3C、順發 3C
場標章及標示
、大同 3C、全聯福
利中心等大賣場，
約 10 戶。

查核輔導方式

團隊組成

比例抽樣稽查，內容
為現場查核全市電器
零售商標章及標示並
針對不符合業者進行
輔導及改善追蹤。

府人員，長期熟悉
中央能源政策及技
術並具豐富經驗的
優良財團法人及具
備空調、照明及電
力系統之節能技術
的大專院校師生或
ESCO 廠商人員。
成立節電稽查工作
小組，成員包括：市
府人員，長期熟悉
中央能源政策及技
術並具豐富經驗的
優良財團法人及具
備空調、照明及電
力系統之節能技術
的大專院校師生或
ESCO 廠商人員。

針對市內的 14 大賣場
業者，依各區數量比
例抽樣稽查，內容為
臨場稽查全市 14 大賣
場標章及標示並針對
不符合業者進行輔導
及改善追蹤。

註：20 類服務業為為觀光旅館、百貨公司、零售式量販店、超級市場、便利商店、化粧品零
售店、電器零售店、銀行、證券商、郵局、大眾運輸場站及轉運站、餐館、服飾品零售店
、美容美髮店、書籍文具零售店、眼鏡零售店、鞋類零售店、鐘錶零售店、一般旅館及
汽、機車零件配備零售店等)

（二）在地能源使用情形研究
1. 調查本市能源使用資訊，分析節電潛力空間
(1) 目的：分析新竹市在地特性用電戶的用電特性，如空調系統、照
明、冷凍冷藏、加熱、電梯等設備。
(2) 研究方式：
 定期蒐集彙整台電公司公布用電資訊，掌握本市用電變化情形。
 針對機關、住宅、服務業及農業進行用電分析，並考量人文因子、
商業活動、本市環境及社會經濟活動等特性，分析影響用電因子，
分別給予相對的節電建議。
2. 住商部門設備汰舊換新意願調查
(1) 目的：針對本市各部門進行用電分析，並分析用電力消費變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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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電增減成因， 問卷題項將依用戶類型（服務業、機關、學校）及
常見設備項目（如：冷氣機、家電設備…等）
、能源使用行為、節
能措施落實情形、節能困難及所需政府支援措施進行調查。
(2) 研究方式：以問卷針對設備汰換對象(如機關、學校、服務業)進行
用電分析，並將調查成果予以統計分析，提供本市節電推動政策研
擬參考。
（三）專責組織與人力建置
1. 推動「新竹市政府智慧節電計畫推動小組」運作
(1) 依市府各局處業務權責，結合局處人力資源，持續運作「新竹市智
慧節電推動小組」，統籌辦理本市節電相關工作。
(2) 配合經濟部相關節能政策，協調市政府各局處綜理節能業務推動
相關事項，並統合辦理各局處計畫之進度與控管作業。
(3) 每季定期召開推動小組會議（由市府秘書長層級以上長官出席），
定期彙整本市節能成果，檢討執行進度及業務推動狀況，必要時邀
集相關局處召開臨時會議。
(4) 申請經濟部節電相關計畫補助經費，規劃與執行節電政策，並檢討
分析推動效益。
(5) 持續經營智慧節電主題網站，公告本市每月用電資訊及其他相關
資訊，定期彙整本市推動節能成果。
(6) 定期就所轄區域推動之節電措施、創新節電手法、節電成效及本市
用電資訊等文章與民眾互動，刊登於本市智慧節電網站或市政相
關網站。
2.落實新竹市節電藍圖與推動措施
(1) 定期更新住宅及服務業用電資訊，作為強化節電藍圖內容之參考。
(2) 更新新竹市社會經濟背景資料，以確實掌握能源之使用特性。
(3) 落實新竹市節電藍圖內容，延續既有推廣措施 及策略，以達成本
市 108 年整體節電 1%工作目標。
3.研訂本市地方強制性或獎勵之節電相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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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針對本市用電特性、地方規範，加強能源使用管理。
(2) 研訂綠色能源設置使用或建築節能獎補助辦法，鼓勵民間投入能源開
發使用，減少能源使用及依賴度。
(3) 提供建築及社區節能獎補助經費，改善環境，減少能源使用。
(4)配合經濟部各項獎勵競賽活動研擬本市獎勵辦法，如配合夏月節電
競賽辦理節電抽獎等節電獎勵加碼活動等。
（四）節電志工組織合作
1. 結合非營利組織或環境友善團體，辦理區里節電志工（如里長及里幹
事或環保志工）培訓課程，預計辦理 10 場，預計參與約 3,000 人次。
2. 利用平面、廣播或電視等進行本市推動節電措施媒體行銷作業，配合
市府相關活動，發布節能活動議題新聞，使民眾了解市政推動績效，
預計 3 場次節電觀念或活動推廣，約可達 10,000 人次以上。
(1) 包含：預計活動主舞台設計、創意打卡點佈置、記者會、網路媒體
宣傳(新竹市新鮮事臉書專頁，臉書 Banner 製作、片頭製作、宣傳
推播)、網路媒體宣傳(提供藝人宣傳影片，於新竹市新鮮事臉書專
頁宣傳播)、平面媒體宣傳(自由時報、中國時報、地方版廣告及全
十版面等)、戶外宣傳廣告(羅馬旗、公車候車亭廣告)等行銷方式。
(2) 以上為第一期及第二期基礎節電及因地制宜之媒體行銷成果之執
行方式，今年度 109 年大型節電宣導活動之實際辦理方式，將依
據專案委託案合約工項為主，成果報告將於第三期基礎節電及因
地制宜報告呈現。
3. 利用公務車輛或大眾交通運具推廣節電觀念或活動，預計 3 場次。
(1) 包含：預計公務車體(新竹客運或國光客運)設計宣傳、車輛檔次安
排及動線規劃或設計節電帆布條等宣傳。
(2) 以上為第一期及第二期基礎節電及因地制宜之車輛行銷成果，
今年度 109 年公務車輛之節電宣導實際辦理方式，將依據專案委
託案合約工項為主，成果報告將於第三期基礎節電及因地制宜
報告呈現。
4. 製作節能減碳相關宣導文宣品，內容以推動節電具體作法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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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民參與
1. 結合產官學研，透過公民參與與機制，成立地方節電工作團隊。
2. 舉辦公民參與提案論壇或工作坊，透過方案構思、提案討論及審核
，彙整本市節能推動方案，於新竹市智慧節電計畫推動小組工作會
議提報，納入本市未來推動策略，預計 30~50 人次參與。
（六）節約能源教育與推廣
1. 結合學校推廣能源教育，提升學生能源素養，促進家庭改變用電行為
（如：節能繪本製作研習營、節電小天使養成教育、校園創意節電競
賽、節電藝文活動等），活動內容包含再生能源(以現有再生能源校
舍為例)、節電及節能減碳相關。於活動完成後，針對推廣成果加以
評析說明，預計參與人數約 80~100 人次。。
3. 辦理節電綠能參訪（太陽能、風力、機械能轉動能發電），邀請本市
國小自然領域、環境種子教師參與，融入學校環境教育課程(參加對
象為教師)，預計參與人數約 20~25 人次。。
4. 舉辦節電營隊活動，鼓勵各校學生組隊參加，藉由做中學、學中做，
多樣互動教具及結合有趣的闖關遊戲，學習節電技巧，提升節能學童
知能，預計辦理 10 場次，預計參與人數約 150~200 人次。

三、 因地制宜措施
節電工作為長期政策，為延續市府施政理念，因應本市人口出生率高、
平均所得高及平均年齡最低之城市特質，加上地方經濟發展活絡，導致民
生用電逐年成長。為改變能源使用慣性，因此預計加強節電觀念宣導推廣，
並且透過硬體改善，直接降低本市用電量。因此在因地制宜方面，將以能
源關懷、擴大節電宣導、能源使用管理及強化設備汰換補助推廣三大面向
著手，因此擬定以下三大方案。
1.能源關懷 節電無死角
依本市低收入戶數資料，本市共有 1,672 戶，本市將研擬補助原
則及申請文件供低收入戶申請，第一、二期共計補助共 600 戶照明燈
具汰舊換新服務，第三期將持續協助 300 戶申請補助，且視情況主動
訪查以提高申請率；並依申請需求提供燈具汰換補助服務。
32

預期每戶經汰換傳統日光燈具後並經重新調整燈具配置及數量，
以 LED 燈具更換後節能效率估算，其燈具與前一期用電相較可節省
50%用電量。為實踐全民節能省電之理念，並讓本市弱勢家庭共同投
入行動行列，將協助弱勢家庭汰換舊式燈具，裝設省電節能照明設備，
以擴大節約能源效益。
2.節電全方位 全民總動員
考量節能宣導工作，首重環境氛圍之建構，淺移默化於民眾日常
生活，始可有效促進民眾落實節能工作。
本市住宅部門用電約占本市總用電量（不含工業部門用電）之
45%，夏季期間也是用電尖峰期，為有效減少家庭用電，市府近年來
配合市府業務，倡導健康休閒風氣，舉辦大型戶外親子活動，吸引市
民走入戶外，除可增進親子關係外，也可以減少民眾居家耗電。
其次，有鑑於 107 年度所辦理的區里節能推廣，共 12,055 人次高
參與率，預計未來結合非營利組織或環境友善團體，持續辦理里、鄰
長志工培訓及校園或社區節電闖關宣導，形成全民節電風潮，第三期
計畫預計辦理 10 場區里節能推廣，約有 6,500 人次參與，除了節能知
識培訓、多元推廣活動，特別注重民眾參與機制，每場培訓皆由市長
親自至現場與各位志工分享節能並現場傾聽本市節能需求。
 舉辦大型戶外節電宣導活動。
 辦理里鄰志義工節電宣導及培訓活動 10 場次。
 辦理校園或社區節電闖關巡迴宣導活動。
 印製節電文宣。
 製作節電宣導媒體廣告。
3.能源使用管理及強化設備汰換補助推廣
(1)能源管理技術人員及省電職人培訓
根據過去節電宣導經驗發現，一般場所發生能源使用管理不佳情
形，主要是因為缺乏能源管理專業人員，部分場所將能源管理委由機
電公司代管，惟受限於該公司技術人員之服務量能，通常不易落實能
源管理，大多僅止於設備故障排除為主，另一方面過去節電宣導常以
33

里為單位，卻發現常受限於節電宣導講師人數有限，部分民眾則透過
政府或社區宣導的場合來吸收節電知識，為此，將邀請專業能源講師
針對水電或機電從業人員、大樓管理人員、各機關學校工友或總務人
員、環境教育志工及一般民眾等，舉辦能源管理人員及省電職人培訓
課程，增加用電場所及一般家庭住宅節電、能源管理等各項技能，並
邀請有意願擔任省電職人種子教師強化本市節電能量，同時可以結合
本市設備獎補助措施，媒合能源用戶，提升服務量能，2 場次培訓或
複訓預計 30~40 人參與。
 舉辦能源管理技術人員培訓課程 1 場。
 舉辦省電職人或複訓培訓課程 1 場。
 建立能源管理人員及省電職人資料庫，媒合各級單位場所提供服
務。
 辦理節電推廣活動。
(2)強化設備汰換補助推廣
住宅家電補助作業，包括整體補助作業流程、廢機汰舊機制(含廢
機回收作業）
、申請案件之收件、審查、撥款、退件、案件進度及追蹤
查核抽檢等標準作業程序。因民眾對於家電補助申請案件非常踴躍，
同時為使民眾可即時了解申請進度及審核結果，除以電子郵件及電話
通知外，將運用簡訊通知申請者，如：不合格案件之退補件通知處理、
審核結果及撥款進度等簡訊通知，以各別通知提高申請者即時了解案
件的進度，並可減少過多的諮詢電話並提高申請進度處理效率。
 辦理家電補助申請作業一式。
 結合環保志工推廣設備汰換補助申請。
 家庭雲端用電健檢推廣 50 戶。
因應新冠肺炎期間，將配合政府防疫政策，並遵照因應疫情相關集會
規定辦理方式及調整執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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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預定工作進度
（一）節電基礎工作

表 7 節電基礎工作預定工作進度表
進度
(%)

工作比
重 (%)

推動項目

查核點
累計預定進度

第三期(109年3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
109年
3月
6月
9月
12月
*1
*2
*3
10%
20%
25%

*1-1 提供民眾節能諮詢服務及接受節能診斷申請。

*2-1輔導及現場訪視宣導轄內20類指定能源用戶之營業場所累計
辦理共800處。
*2-2 稽查轄內累計辦理共75家電器零售商及5家大賣場販售商品
節能標章及標示。

節電稽查
輔導

25%

查核點
進度說明

*2-3 舉辦服務業節電交流活動辦理共2場，邀請本市能源用戶參
與節電宣導推廣。
*3-1 篩選本市能源用戶共10處，主動進行能源診斷，並提出改善
建議書供場所參考。
*3-2 輔導及現場訪視宣導轄內20類指定能源用戶之營業場所累
計辦理共1,500處。
*3-3 稽查轄內累計辦理共90家電器零售商及10家大賣場販售商
品節能標章及標示。
*3-4 舉辦服務業節電交流活動累計辦理共3場，邀請本市能源用
戶參與節電宣導推廣。

查核點
累計預定進度

*4
1%

*5
2%

*6
3%

*7
5%

*4 蒐集彙整台電公司公布109全年度及第1季用電資訊，掌握本市用
電變化情形。
*5-1調查本市能源使用資訊，分析節電潛力空間。
*5-2將本市機關學校納入雲端用電健檢平台。
*6-1 蒐集彙整台電公司公布109年第2及第3季用電資訊，掌握本市用
電變化情形。

在地能源使
5%
用情形研究

查核點
進度說明

*6-2 盤點新竹市各機關過去各項節能政策成果資料並分析對本
市用電影響效益。
*7-1 蒐集彙整台電公司公布109第4季用電資訊，掌握本市用電變化
情形。
*7-2 以問卷方式針對設備汰換對象(如機關、學校、服務業)進行
用電分析及研擬策略。
*7-3 針對機關、住宅、服務業及農業進行用電分析，並彙整109年
度電力消費變化原因。

35

進度 (%)

工作比
重 (%)

推動項目

查核點
累計預定進度

第三期(109年3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
109年
3月
6月
9月
12月
*8
*9
*10
*11
2%
5%
10%
15%

*8-1 推動「新竹市政府智慧節電計畫推動小組」運作，召開推動
小組工作會議1場。
*8-2 結合局處人力資源，持續運作新竹市節電推動小組，統籌辦
理本市節電相關工作。
*8-3 經營智慧節電主題網站，定期公告本市每月用電資訊及其
他相關成果。
*9-1 推動「新竹市政府智慧節電計畫推動小組」運作，召開推動
小組工作會議累計辦理2場。

專責組織與
15%
人力建置

*9-2 持續經營智慧節電主題網站，定期公告本市每月用電資訊及
其他相關成果。
查核點
進度說明

*9-3 檢討本市地方強制性規範或獎勵相關工作推動成效。
*10-1 推動「新竹市政府智慧節電計畫推動小組」運作，召開推動
小組工作會議累計辦理共3場。
*10-2 持續經營智慧節電主題網站，定期公告本市每月用電資訊
及其他相關成果。
*10-3 檢討本市節電藍圖及推動措施執行成效。
*11-1 推動「新竹市政府智慧節電計畫推動小組」運作，召開推動
小組工作會議累計4場。
*11-2 持續經營智慧節電主題網站，定期公告本市每月用電資訊
及其他相關成果。
*11-3檢討本市地方強制性規範或獎勵相關工作推動成效。
*11-4 檢討本市節電藍圖及推動措施執行成效。

*12
10%

查核點
累計預定進度

*13
20%

*14
30%

*12 利用公務車輛或大眾交通運具推廣節電觀念或活動1場次。
*13-1 結合非營利組織或環境友善團體，辦理區里節電志工(如里
長、里幹事及環保志工)培訓課程預計辦理累計共7場。
*13-2 持續利用平面、廣播或電視等進行本市推動節電措施媒體
行銷作業1場次。

節電志工
組織合作

30%

查核點
進度說明

*13-3 利用公務車輛或大眾交通運具推廣節電觀念或活動，累計2
場次。
*13-4 製作節能減碳相關宣導文宣品。
*14-1 結合非營利組織或環境友善團體，辦理區里節電志工(如里
長、里幹事及環保志工)培訓課程預計辦理累計共10場。
*14-2 持續利用平面、廣播或電視等進行本市推動節電措施媒體
行銷作業，累計2場次。
*14-3 利用公務車輛或大眾交通運具推廣節電觀念或活動，累計3
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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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 (%)

工作比
重 (%)

推動項目

第三期(109年3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
109年
3月
6月
9月
12月
*15
3%

查核點

公民參與

10%

節約能源
15%
教育與推廣

合

計

100%

累計預定進度
查核點
進度說明

累計預定進度
(%)

10%

*15 結合產官學研，透過公民參與與機制，成立地方節電工作團隊。
*16 舉 辦公民參與提案論壇或工作坊，提出本市節能推動方案，
辦理1場。

*17
5%

查核點
累計預定進度
查核點
進度說明

*16
10%

*17 舉辦節電綠能參訪活動1場。

*18
10%

*19
15%

*18 辦理節電營隊10場。
*19 舉辦節能繪本製作研習3場，提升節能學童知能。

13%

35%

73%

100%

〔註〕各工作項目每季須規劃一個查核點，執行單位得視實際執行期程彈性調整本表。
說明：累計預定進度(%)為每個計畫分項工作累計預定進度的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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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地制宜措施

表 8 因地制宜措施預定工作進度表
進度
(%)

工作比重

(%)

推動項目

第三期(109年3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
109年
3月
6月
9月
12月
*1
*2
*3
10%
20%
30%

查核點

啟動能源關
30%
懷計畫

累計預定進度
查核點
進度說明

*1 弱勢家庭及社福機構用電需求調查統計。
*2 弱勢家庭照明汰換累計250戶。
*3 弱勢家庭照明汰換累計300戶。

*4
25%

查核點
累計預定進度
*4

*5
35%

*6
50%

印製節電文宣。

社區住宅、
*5-1 結合環境志工，辦理區里及社區節電推廣活動7場。
里鄰節電總 40%
查核點進度說 *5-2 舉辦大型戶外節電宣導活動2場。
動員
明

*5-3 製作節電媒體宣導品。

*5-4 校園或社區節電闖關巡迴宣導8場次。
*6

結合環境志工，辦理區里及社區節電推廣活動累計共10場。

*7
10%

查核點
累計預定進度

能源使用管
理及強化設
30%
備汰換補助
推廣

*7 辦理家電補助申請作業一式。

計 100%

*9
20%

*8-1 舉辦能源管理技術人員培訓共1場。
查核點
進度說明

*8-2 舉辦省電職人培訓或複訓課程共1場。
*8-3 結合環保志工推廣設備汰換補助申請。
*8-4 家庭雲端用電健檢推廣50戶。
*9

合

*8
15%

累計預定進度
(%)

建立能源管理人員及省電職人資料庫，媒合各級單位場所
提供服務。

0%

45%

70%

100%

〔註〕各工作項目每季須規劃一個查核點，執行單位得視實際執行期程彈性調整本表。
說明：累計預定進度(%)為每個計畫分項工作累計預定進度的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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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期成果與效益

表 9 第三期計畫節電工作預期效益
工
作

節電措施

對象及推動作法

預期效益

1. 節 電 稽 (1) 輔導及現場訪視宣導轄內 (1) 輔導轄內 20
查輔導
20 類指定能源用戶之營
類指定能源
業場所 1,500 處，依能源
用戶之營業
管理法第八條規定，室內
場所遵守能
冷氣溫度不低於 26℃及
源管理法規
冷氣不外洩、禁用白熾及
定，減少用電
鹵素燈泡等項目。
量。

備註
(如節電量評估方式)
(1) 以訪視用戶平均達每
月每戶用電三百三十
度推估，假設每戶每月
節電約 10％(以整數 30
度計)，預計訪視業者
約計 1,500 家，估計可
節電：

(2) 稽查轄內 90 家電器零售 (2) 透 過 節 電 交
30 度/戶/月 X 1,500 戶
商及 10 家大賣場販售商
X 12 月=54 萬度。
流活動，分享
品節能標章及標示符合規
節 電 優 良 作 (2) 推估每處零售業及 大
定。
法。
賣場每月節電 300 度，
估計可節電：
(3) 舉辦服務業節電交流，邀 (3) 輔 導 改 善 一
請本市能源用戶，參與節
般場所用電
300 度/月 X 100 家 X
電宣導推廣活動以及節電
管理。
12 月= 36 萬度。
論壇或研討會。
(3)推估每處每月節電 250
(4)接受節能診斷申請及提供
節能改善諮詢服務。

度，預計輔導 10 處，
估計可節電：

節
(5) 篩選本市能源用戶，主動
250 度/月 X 10 家 X
電
進行能源診斷，並提出改
12 月= 3 萬度。
基
善建議書供場所參考。
礎
工 2. 在 地 能 (1)定期蒐集彙整台電公司公 (1) 藉 由 用 電 資 併入其他工作項目計算節
作
源使用
布用電資訊，掌握本市用
訊公開，讓民 電量。
情形
電變化情形。
眾一同關心
能源問題。
(2) 針對機關、住宅、服務業
及農業進行用電分析，並 (2) 掌 握 本 市 用
釐清電力消費變化原因。
電變化情形。

(3)盤點本市各機關過去各項
節能政策成果資料並分析
對本市用電影響效益。
(4)以問卷針對設備汰換對象
(如機關、學校、服務業)進
行用電分析。
3. 專 責 組 (1) 配 合 經 濟 部 相 關 節 能 政 (1) 研 訂 本 市 地
織與人
策，協調市政府各局處綜
方強制性節
力建構
理節能業務推動相關事
電規範。
項，並統合辦理各局處計 (2) 規 劃 與 執 行
畫之進度與控管作業。
節電政策，並
(2) 召開推動小組會議（須市
檢討分析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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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本市機關及民生總
用電為 220,804 萬度，預
估節電量計算：
(1)近 2 年(106-107 年)整
體用電量與 105 年比
較，平均節電率為：

工
作

節電措施

對象及推動作法

預期效益

府副秘書長層級以上長官
動效益。
出席）
，並視計畫執行進度 (3) 成 立 專 責 單
及業務推動狀況，邀集相
位辦理節電
關局處召開臨時會議。
業務。
(3) 研訂本市地方強制性節電或獎 (4) 發 布 年 度 節
勵節電相關規範。
電訊息，並檢
(4) 持續經營智慧節電主題網
討分析本市
站，定期公告本市每月用
執行效益。
電資訊及其他相關成果。 (5) 依 照 本 市 節
(5) 更新新竹市社會經濟背景
電藍圖分期
資料，以確實掌握能源之
推動。
使用特性。
(6) 提 供 政 策 執
(6) 落 實 新 竹 市 節 電 藍 圖 內
容，延續既有推廣措施
及策略，以達成本市 108
年整體節電 1%工作目標。

行之強制性，
並提出獎補
助誘因，鼓勵
民眾一同參
與節電政策。

4. 節 電 志 (1) 結合非營利組織或環境友 (1) 結 合 人 員 培
工組織
善團體，辦理區里節電志
訓及節電推
合作
工(如里長、里幹事及環保
廣活動，讓民
志工)培訓課程。
眾加深瞭解
節電重要性，
(2) 結合環境志工，辦理區里
建構節電氛
及社區節電推廣活動，加
圍，形塑全民
深鄰里鄉親節電教育，透
節能風氣。
過節電影片及有獎徵答寓
教於樂的方式，讓參與里 (2) 協 助 本 市 深
入學校或社
民在日常生活中更瞭解與
認識節電的行動，建構節
區及家庭等
電氛圍，讓節電的意識與
執行節電宣
重要深植民心，形塑全民
導推廣工作，
節能風氣。
加強省電妙
招及低碳生
(3) 利用平面、廣播或電視等
活概念，散佈
進行本市推動節電措施媒
省電種子，將
體行銷作業，配合市府相
節電意識落
關活動，發布節能活動議
實於民眾的
題新聞，使民眾了解市政
生活。
推動績效。
(4) 利用公務車輛或大眾交通 (3) 利 用 媒 體 行
銷作業，使民
運具推廣節電觀念。
眾了解市政
(5) 製作節能減碳相關宣導文
推動績效。
宣品，內容以推動節電具
(4) 加 強 宣 導 本

體作法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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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如節電量評估方式)
(0.92%+0.93%)/2=
0.925%
108 年預估可節電
10%
0.925%/10=0.093%
(2)總用電量 220,804 萬度
X 0.093%＝約 205.35
萬度。

105 年本市機關及民生總
用電為 220,804 萬度，預
估節電量計算：
(1)近 2 年(106-107 年)整
體用電量與 105 年比
較，平均節電率為：
(0.92%+0.93%)/2=
0.925%
108 年預估可節電
10%
0.925%/10=0.093%
(2)住宅用電量 99,799 萬
度 X 0.093%＝92.8 萬
度

工
作

節電措施

對象及推動作法

預期效益

備註
(如節電量評估方式)

市設備汰換
及智慧用電
補助，以增加
汰換率。
5. 公 民 參 (1) 結合產官學研，透過公民 (1) 結 合 各 界 人 併入其他工作項目計算節
與
參與與機制，成立地方節
力及資源，強 電量。
電工作團隊。
化地方節電
工作團隊量
(2) 舉辦公民參與提案論壇或
能。
工作坊，透過方案構思、
提案討論及審核，彙整本 (2) 透 過 公 民 參
市節能推動方案，於新竹
與機制，提供
市智慧節電計畫推動小組
本市未來推
工作會議提報，納入本市
動策略。
未來推動策略。
6. 節 約 能 (1) 規劃學校能源互動式課程 (1) 結 合 校 園 環 105 年本市機關及民生總
源教育
及結合學校推廣能源教
境教育課程， 用電為 220,804 萬度，預
與推廣
育，提升學生能源素養，
將 節 電 知 識 估節電量計算：
促進家庭改變用電行為
帶入家庭，改 (1)近 2 年(106-107 年)整
(如：節能繪本製作研習、
變家庭用電
體用電量與 105 年比
體驗營、節電小天使養成
習慣。
較，平均節電率為：
(0.92%+0.93%)/2=
教育等)， 活 動 內 容 包 含 (2) 強 化 學 校 節
0.925%
再生能源、節電及節能減
能教育師資
108 年預估可節電
碳相關。於活動完成後，
及教案，利用
10%
針對推廣成果加以評析說
寓教於樂方
0.925%/10=0.093%
明。
式，教導學生 (2) 機 關 及 住 宅 用 電 量
(2) 辦理節電綠能參訪(太陽
認識能源管
122,794.7 萬 度 X
能、風力、機械能轉動能
理之重要性。
0.093%＝114.2 萬度
發電)，邀請本市國小自然 (3) 藉 由 做 中 學
領域、環境種子教師參與，
學中做，多樣
融入學校環境教育課程。
互動教具及
(3)舉辦親子節電營隊活動，
結合有趣的
鼓勵各校學生組隊參加。
闖關遊戲，學
習節電技巧，
提升節能學
童知能。
因
地
制
宜
措
施

1. 啟 動 能 協助 300 戶弱勢家庭汰換舊 擴大節約能源效 以低收入戶平均達每月每
源 關 懷 式燈具，裝設省電節能照明 益，並兼顧弱勢 戶基本用電一百一十度推
計畫
設備，以擴大節約能源效益。 家庭福利服務。 估，假設每戶每月節電約
10％(以整數 10 度計)，全
年補助汰換 300 戶，估計
可節電：
10 度/戶/月 X 300 戶 X 12
月=3.6 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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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節電措施

對象及推動作法

預期效益

備註
(如節電量評估方式)
(1) 105 年本市機關及民生
總用電為 220,804 萬度，
設籍人口為 440,717 人，
預計 25 萬人參加戶外
宣導活動，預估節電量
計算：

2. 社 區 住 (1) 舉辦大型戶外節電宣導活 (1) 透 過 宣 導 活
宅、里
動。
動，吸引民眾
鄰 節 電 (2) 辦理里鄰志義工節電宣導
走入戶外，減
總動員
少家庭用電。
及培訓活動 10 場。
(3) 校園或社區節電闖關巡迴 (2) 結 合 里 鄰 人
力資源，強化
宣導活動 8 場次。
家庭節電宣
總節電量 220,804 萬度
(4) 印製節電文宣。
導工作。
÷ 440,717 人
X
(5) 節電宣導媒體廣告。
250,000 人 X 8 小時
(3) 透 過 里 長 協
X2 場 / 8,760 小 時 ＝
助動員及宣
228.8 萬度
傳，鼓勵市民
共 同 參 與 節 (2)近 2 年(106-107 年)整
電政策。
體用電量與 105 年比
較，平均節電率為：
(4) 藉 由 多 元 互
(0.92%+0.93%)/2=
動闖關遊戲
0.925%
方式扎根節
108 年預估可節電
電知識教育。
10%
(5) 透 過 媒 體 廣
0.925%/10=0.093%
告，呼籲民眾 (3) 105 年本市住宅部門用
響應節約能
電為 96,858 萬度，預估
源。
節電量為；住宅用電量
96,858 萬度 X 0.093%
＝90 萬度
(4) 105 年本市機關及民生
總用電為 220,804 萬
度，預估節電量計算：
總用電量 220,804 萬度
X 0.093%＝205 萬度
3. 能 源 使 (1) 舉辦住商能源管理技術人 (1) 透 過 省 電 職 併入其他工作項目計算節
用管理
員培訓課程 1 場。
人培訓課程， 電量。
及 強 化 (2)舉辦省電職人培訓或複訓
強化民眾節
設備汰
電知識。
課程 1 場。
換 補 助 (3) 建立能源管理人員及省電 (2) 建 立 本 市 能
推廣
源省電職人
職人資料庫，媒合各級單
資料庫，提供
位場所提供服務。
各級單位場
(4)辦理家電補助申請作業一
所服務。
式。
(5) 結合環保志工推廣設備汰 (3) 協 助 本 市 深
入學校或社
換補助申請。
區及家庭等
(6) 家 庭 雲 端用 電 健檢 推 廣
執行節電宣
50 戶。
導推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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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節電措施

對象及推動作法

備註
(如節電量評估方式)

預期效益
加強省電妙
招及低碳生
活概念，散佈
省電種子，將
節電意識落
實於民眾的
生活。
(4) 為 使 民 眾 可
即時了解申
請進度及審
核結果，如：
補件文件、審
核結果及撥
款進度等簡
訊通知，以各
別通知提高
申請者即時
了解案件的
進度，並可減
少過多的諮
詢電話並提
高申請進度
處理效率。
(5) 結 合 志 工 協
助推廣設備
汰換補助作
業。
(6) 藉 設 備 汰 換
補助申請，邀
請民眾加入
雲端健檢平
台，經由比較
其他家庭的
數據，檢討改
變用電習慣。

預期
節電量總計

1,032.75 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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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計畫經費
（一）經常支出中人事費各項費用

表 10 人事費明細表
單位：（仟元）

人力
項目
機關人力
約聘雇員
合
計

薪水

加班

人事費需求

-

130
130

130
130

備註: 1.全程申請人事經費合計新臺幣 17 萬元整，屬於節電基礎工作項目。
2.第一期人事費為新台幣 1 萬元整，第 2 期人事費為新台幣 3 萬元整，3
期人事費預估為新台幣 13 萬元整，故全程計畫人事費為新台幣 17 萬
元整。
（二）經常支出中人事費以外各項費用

表 11 除人事費外之其他經常支出費用表
單位：(仟元)

預算數（仟元）
工作

節電措施

用途、說明及計算方式

1.輔導及現場訪視宣導指定能源用戶之營
業場所。
2. 稽查電器零售商及大賣場標章及標示。
3.舉辦服務業節電交流活動。
節電稽查輔
4.籌組「新竹市節電輔導團」，篩選本市
導
能源用戶，主動進行能源診斷，並提出
節電基
改善建議書供場所參考。
礎工作
5. 設立 0800 受話方付費電話及節電計畫
窗口。

1.定期蒐集彙整台電公司公布用電資訊。
在地能源使
2. 於本市多媒體平台逐月揭露用電資訊，
用情形研究
提供民眾查詢。

44

全程經費 本期經費 自籌款

其他機關
補助

5,100

2,000

0

0

900

300

0

0

預算數（仟元）
工作

節電措施

用途、說明及計算方式

全程經費 本期經費 自籌款

其他機關
補助

1.召開推動小組會議。
2.研訂地方強制性節電規範。
專責組織與
3.成立新竹市節電專案辦公室，統籌辦理 2,910
900
0
0
人力建置
本市節電相關工作。
4.經營智慧節電主題網站。
1. 辦理區里節電志工培訓課程 10 場次。
2. 利用平面、廣播或電視等進行媒體行銷
作業。
節電基 節電志工組
5,400
1,500
0
0
織合作
3.利用垃圾車及資源回收車等推廣節電觀
礎工作
念。
4. 製作節能減碳文宣品。
1.結合產官學研，成立節電工作團隊。
公民參與
1,120
370
0
0
2.舉辦公民參與提案論壇或工作坊。
1.辦理節能繪本研習 3 場次。
節約能源教
2.辦理節電綠能參訪。
2,400
800
0
0
育與推廣
3.親子節電營隊 10 場次。
啟 動 能 源 關 協助 300 戶弱勢家庭裝設省電節能照明設
10,500
3,300
0
0
懷計畫
備。
1.舉辦 2 場大型戶外節電宣導活動。
2.結合環境志工，辦理區里及社區節電推
社區住宅、里
廣活動累計共 10 場。
鄰節電總動
12,838.73 4,855.168
0
0
3.校園或社區節電闖關巡迴宣導 8 場次。
員
4.印製節電文宣。
因地制
5.節電宣導媒體廣告。
宜措施
能 源 使 用 管 1.住商能源管理技術人員培訓課程 1 場。
理 及 強 化 設 2.舉辦省電職人培訓或複訓課程 1 場。
備 汰 換 補 助 3. 建立能源管理人員及省電職人資料庫，
媒合各級單位場所提供服務。
推廣
3,000
800
0
0
4.辦理家電補助申請作業一式。
5.結合環保志工推廣設備汰換補助申請。
6. 家庭雲端用電健檢推廣 50 戶。
備註：1.節電基礎工作第三期經費(仟元)：5,870+130(人事費)=6,000；全程經費(仟元) ：
17,830+170(人事費)=18,000。
2.因地制宜第三期經費(仟元)：8,955.168；全程經費(仟元)：26,388.73

（三）其他經費來源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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