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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內容摘要：(至多以一頁為原則)
為延續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計畫成功經驗與成效，依據宜蘭在地特性用電使用情形持續實
施節電基礎工作，爰提出本案內容摘述如下：
一、節電基礎工作：
(一)延續節電專責人力：延續本府過去節電專責人力，並針對能源管理及輔導業務需要，進
行本縣節電業務推動。
(二)指定能源用戶稽查：考量執行期程非夏季且執行期間較短，爰主要係聚焦執行本縣電器
零售商及大賣場標章標示查核輔導工作，至少完成 50 家次以上輔導稽查作業。
(三)召開民間諮詢會議及深化局處合作機制：透過本府 109 年成立「溫室氣體管制及能源轉
型推動小組會議」，邀集府內各局(處)、專家學者及民間組織代表等進行民間諮詢會議，
並研擬及檢討本縣能源治理，使本縣節能政策執行效果更臻完善。
(四)培訓地方節能志工：結合轄內大專院校社工系學生及弱勢能源福利資源，研擬完善節電
種子師資培訓制度，除延續本縣節電能量外，並兼顧弱勢關懷，完成培訓 15 名以上節能
志工。
(五)推動地方節電法制：盤點國內外節電成功經驗，依本縣在地用電情形，研提長期性能源
政策施政規劃及法制化工具，並強化本縣能源治理藍圖，例如用電大戶輔導及管理措施或
友善綠能發展措施等加強本縣能源治理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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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地制宜
(一)能源效率提升改善：輔導梨農自主改善或汰換冷凍(藏)設備，辦理農業部門參與式預算
工作坊 2 場次以上。另將研擬相關補助或汰換配套措施，預期於未來 3 年內完成 10 處以
上梨農實施冷凍(藏)設備節能改善，預估年節電約 7 萬 2,839 度。
(二)關懷能源弱勢族群：透過節能診斷、補助、募款等方式，協助弱勢家戶進行居家節能改
善，依設備耗能狀況全額或部分補助 1 級節能冰箱等，並協助診斷弱勢家庭老舊線路重
整，提供其用電安全及改善用電支出建議，預估完成 25 戶以上弱勢家戶診斷及補助，預
估年節電約 2 萬 5,150 度。
(三)納入在地資源共推：考量前項關懷能源弱勢族群補助經費上限，前項計畫支用經費原則
50%由本案補助經費支應，另 50%結合在地社福機構向民眾募款或其他方式支應。
(四)智慧用電應用推廣：旅宿(館)節能輔導改造：旅宿業為本縣前 3%用電大戶產業類別，規
劃輔導旅館業整體節能改造評估建議並輔導招牌、室內照明、抽排風與空調等改善，預估
年節電約 42 萬 2,375 度。
(五)創意降溫隔熱方案：展覽館舍節能示範改造，考量本縣觀光工廠及展覽館舍數量多並為
旅遊重點之特性，針對串聯蘭陽博物館、賞鯨及龜山島旅遊之重要觀光節點-烏石港驛站
(亦為環境教育場域)實施節能診斷、輔導與改造，成為轄內觀光館舍示範點，預估年節電
量約 4.88 萬度。
(六)地方節電氛圍營造：運用鄉鎮市層級節能績效榜實施節能競賽、研擬教案、培訓能源教
育志工結合國中小課程實施能源教育、維運與整合本縣節能及再生能源創能等資訊官方
網站、官方社群粉絲專業或廣播宣導等方式營造本縣節電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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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直轄市縣（市）節電夥伴節能治理與推廣計畫委員
審查意見回覆
申請單位：宜蘭縣政府
項次
審查意見
1
鑑於2050淨零碳排議題，已
廣為世界各國接受，宜蘭縣
110年延續過去三年之執行
實績，未將累積之經驗與能
量，轉化為執行效率提升所
隱含的投入資源下降及產
出提升，因之宜蘭縣的規劃
內容，心態及節電目標設
定，相對保守。

2

3

4

回復意見
謝謝委員指教，為因應國際情勢及2050淨零
碳排目標，本縣已規劃於第二階段(110~114
年)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重新調整與訂定
減碳目標，期能於2050年達成淨零碳排目
標。而依據101年~105年溫室氣體盤查結果，
本縣工業能源與製程佔總排放73.3%、住商
部門佔14.31%、運輸部門佔11.06%、農業及
廢棄物則佔1.33%，工業部門為本縣主要排
碳源。而住商部門部分，因易受氣溫、行為
模式改變(如 Covid-19疫情改變生活模式)、
電力排放係數等因素影響用電與碳排多寡，
因此本縣持續擴大服務標的與輔導範圍，如
弱勢家庭能源改善，由原先低收入戶家庭擴
及到原住民、新住民、邊緣戶等輔導，輔導
內容亦從冰箱、燈具汰換，擴大到居家設備
全面節能診斷與提供建議，希冀透過實質輔
導逐步達到住商部門節電目標。
謝謝委員指教，考量本年度新冠疫情影響，
並配合節電夥伴節能治理與推廣計畫核定
及計畫招標作業時程，爰本計畫原以110年
10月至12月為執行期程，修正計畫期程為
110年10月至111年4月底，並俟計畫核定通
過開始執行相關推動工作。

本計畫計設定17個查核點，
惟所有工項均集中於10-12
月執行，整體計畫的時間壓
力過大，建議計畫可於計畫
書審核通過後，立即開始執
行，以分散計畫資源的投入
需求，方便人力及經費的調
度。
計畫經費各分項工作宜列 謝謝委員指教，已補充各分項工作預估經費
出工作數量與單元估算方 如七、計畫經費。本計畫「基礎工作」部分
以人力費及雜支為主，爰將相關經費均分各
式，以了解合理性。
節電措施工作項目；另「因地制宜」部分，
已明列各工作項目經費預估數。
旅宿業、展館節能補助改善 謝謝委員指教，針對各單位節能補助改善
案，宜有配合款或參與示範 案，本縣均會就申請單位特性訂定補助原
者出資比例。
則，並規範補助比例，原則以不超過50%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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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5

6

7

8

9

審查意見

回復意見
合款作為補助上限。
宜蘭為重要旅遊景點，同時 謝謝委員指教，本計畫將設計客製化節能教
有不少展覽場館，此次計畫 育解說看板與拍攝改造成果短片於轄內展
亦有針對這些場館進行節 覽場館，以作為展覽場館節能宣導使用。
能改善及示範；為對廣大參
觀民眾有教育及宣導功能，
建議需配置適當的看板或
短片之呈現以讓觀光客在
無形中接受節能減碳教育
之宣導。
農業用電有大幅成長趨勢， 謝謝委員指教，本計畫輔導農業部門參與式
建議籌組專家團隊對冷凍 預算，由農民自行討論與決策，將邀請專家
冷藏系統進行節能改善輔 學者籌組專業團隊，針對農業所使用冷凍
導。
(藏)設備及農業使用相關用電設備(施)，提
供農民正確節能改善方法與輔導建議。
針對旅館業者進行節能改 謝謝委員指教，針對旅館業節能改善輔導，
善輔導，建議可以善用國內 本計畫將參考能源局提供「旅館業節約能源
ESCO 公協會已建立之規 技術手冊」規範及國內 ESCO 公協會建立之
範或量測驗證基準，以確認 M&V 文件量測驗證規範及方法執行，包含
改善成效。
照明系統、空調系統、鍋爐系統、熱泵系統
等，以確認達節能輔導成效。
因地制宜項目多為耗能設 謝謝委員指教，本計畫已規劃逐步輔導民眾
備汰換，可預期直接節電效 自主進行節能改善，透過整體空間場域及設
益，但理想上，這類補助與 備(施)診斷服務，以提供受診單位節電改善
示範的節電行為，應由民眾 建議，並製作成節能診斷報告提供參考。受
主動付出，而不是等待政府 診單位得依節能診斷分析內容，逐年分批進
補助。因此若要建設宜蘭成 行改造，達到自主節能效果。
為一個低碳城鎮，需要更多
政策引導，讓人民願意自主
積極採取節電作為，而政府
部門則需放更多心力在掌
握全縣能源供需與管理。
源夢大作戰之推動，3年來 謝謝委員指教，節能源夢大作戰活動係聚焦
參加的人及團隊越來越多， 以本縣轄內中小學師生為參與競賽對象，於
值得鼓勵，節電的數量越來 3年推動及宣導下，部分家庭在已達良好節
越少，表示有一群人已經節 電成效下，再進行大幅節電改善之效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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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審查意見
電到谷底，要鼓勵持續節電
且已經非常努力者該設計
相關的鼓勵辦法，讓節電變
成一種習慣。

10

參考先進國家經驗，加強節
電行為推力(nudges)設計。

11

建議本計畫各項工作或活
動與 SDGs 連結，亦即說明
符合哪一項 SDGs。

回復意見
限。惟為落實節電家庭保持良好節電習慣，
本案規劃針對校園能源教育課程，有別於以
往單向宣導式教學課程，調整以團康活動、
節電桌遊、互動模擬遊戲等方式，帶領學生
思考與認識能源節約重要性，將節能概念內
化到生活習慣，逐步產生節電行為推力效
果。
謝謝委員指教，為逐步產生節電行為推力效
果，除規劃教學課程、互動模擬遊戲及節能
行為分享等教學方式外，亦將結合本縣觀光
旅遊、低碳推動計畫等相關推動管道，研擬
以視覺化（Data visualization）方式製作導覽
所需資訊看板、結合 QR Code 連結各項節
能技巧教學網頁、運用實地示範點、導覽看
板與資訊網站等多元化推廣方式，達到節電
行為推力綜效。
謝謝委員指教，本計畫工作項目施作面向較
廣，例如執行弱勢能源福利工作，協助弱勢
家戶汰換老舊耗能冰箱為一級能效、老舊耗
能燈具、電路汰換等，落實 SDGs 第一項「消
除各地一切形式的貧窮」的「1.4、在西元
2030年前，確保所有的男男女女，尤其是貧
窮與弱勢族群，在經濟資源、基本服務、以
及土地與其他形式的財產、繼承、天然資源、
新科技與財務服務（包括微型貸款）都有公
平的權利與取得權。」細項目標。而農業部
門參與式預算工作，協助轄內農民對於農作
保存所需大型冷凍(藏)設備汰換、保養、使
用節能技巧輔導工作等，亦落實 SDGs 第二
項「消除飢餓，達成糧食安全，改善營養及
促進永續農業」的「2.4、在西元2030年前，
確保可永續發展的糧食生產系統，並實施可
災後復原的農村作法，提高產能及生產力，
協助維護生態系統，強化適應氣候變遷、極
端氣候、乾旱、洪水與其他災害的能力…。」
，
諸多計畫工作均為落實 SDGs 各項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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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概要
(一)計畫緣起
現今全球氣候劇烈異常，國際相關領域專家學者紛紛呼籲全球減少溫室氣體
排放及為全球暖化造成氣候變遷致災性實施合宜調適作為。國際上各地方政府、
科學家與環保團體發起氣候緊急狀態宣言，宣告人類已進入氣候緊急狀態
（Climate Emergency），須立即採取行動遏止氣候變化，以避免潛在環境破壞發
生。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民國 104 年 7 月 1 日公布施行溫室氣體減量與管理法(下
稱溫管法)，該法第 15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配合國家溫室氣體減量
目標規劃，藉此逐年降低我國溫室氣體排放量，著重於永續環境發展。

1.我國家溫室氣體減量目標規畫共分為三期減量目標
依據國家溫室氣體減量目標規畫共分為三期，第一期(107~109 年)較
基準年(94 年)減量 2%；第二期目標願景較基準年(94 年)減量 10%；第三
期目標願景較基準年(94 年)減量 20%(如圖一)。宜蘭縣政府(下稱本府)亦
依國家溫室氣體減量目標，擬定各階段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並實施滾
動式檢討與修正，藉以提升減量效益。

2.本府第一期成效超過目標值 3.8%並訂定第二期減碳路徑
本府據溫管法制定第一期(107~109 年)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總計
減碳量達 30.06 萬公噸 CO2e，較基準年減少 3.8%超標達成。為持續朝國
家減碳目標前進並考量本縣產業與排碳量特性，採積極性作法訂定宜蘭縣
未來減碳路徑、減量目標，相關方案經「109 年溫室氣體管制及能源轉型
推動小組第 1 次會議」後決議實施。

3.據本縣減碳路徑規劃並換算 114 年節電目標為 5,397 萬度
第二階段(110~114 年)宜蘭縣(下稱本縣)就能源部門(包含住宅及商農
林漁牧產業)減碳目標 5.6 萬公噸 CO2e，再扣除燃料使用後，其電力使用
產生溫室氣體減量目標為 4.1 萬公噸 CO2e，經換算(108 年電力排放係數
為每度電 0.509 公斤 CO2e)為 8,055 萬度。又據經濟部能源局「燃料燃燒二
氧化碳排放趨勢推估結果說明」資料顯示(如圖三)，114 年我國電力排放係
數每度電降至 0.394 公斤 CO2e；整體排放係數較現行減少 33%；故 114 年
本縣節電目標為 5,397 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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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前述所訂定總體減量目標，期望透過本計畫執行，延續過去本府推動節電
基礎能量，亦透過因地制宜各項措施，擘劃本縣中長期節電發展，也預期透過本
計畫完成 1%節電目標。

圖一 國家溫室氣體減量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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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屋頂太陽光電招租案

宜蘭縣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

再生能源

推廣再生能源補助計畫
清水地熱發電BOT+ROT

固污自動監測查核及維護
各類能源設施改善與管理

綠色產業

工業鍋爐汰換補助計畫
動態號誌時制控制

節約能源

住商節電行動

第一階段目標值為較基準年減量2%
實際執行30.06萬公噸計畫型減量
約3.8%超標達成

電動巴士
公車候車亭建置與維護及轉運站營運與管理
公車營運虧損補貼與電子票證優惠票差補貼

節能建築

推廣風景區採綠色運輸

綠建築專案

整合縣內公車路線路網及公車收費票價
汰除第1-2期大型柴油車並推第3期柴油車加裝濾煙器

綠色運輸

汰除二行程機車並推動電動二輪車
自行車道

配合推動獎勵休漁方案
輔導畜牧場沼氣再利用
國公有地造林及維運工作
冬山河流域綠美化
國中小一周一餐有機蔬食
新增有機友善耕作面積
友善耕作人才培育計畫

永續農業
提升資收量，供誘因補貼

資源循環利用
教育宣導

氣候變遷教育特色執行計畫

蘇澳區域性垃圾衛生掩埋

環保低碳寺廟及祭祀污染減量

農廢盤點再利用規劃評估

推動社區節能減碳策略

推動污水下水道用戶接管

宜蘭國際綠色影展、綠色博覽會環境教育設置

露燃及異味逸散源減量

推動各級機關、學校及公警事業機構落實綠色消費
結合地方政府、學校及民間推動氣候變遷環境教育
推動服務業環保標章

圖二 宜蘭縣溫室氣體執行方案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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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友善小農市集

圖三 我國能源結構轉型電力排放係數未來目標

(二)過去本縣住商節電成果簡述
本縣於 107~110 年間執行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計畫計三期，工作內容包含
節電基礎工作、設備汰換與智慧節電、因地制宜措施等 3 大面向；節能推動項目
不僅多元也具效益，以下簡述亮點工作之成果進行說明。其中設備汰換部分計補
助 6 套能源管理系統、2.7 萬餘盞(具)燈具即 1.3 萬餘台空調設備與 7 千餘台的電
冰箱，總計每年可節省 2,087 萬度用電量(如表一)。
此外，本縣也因應國際上能源弱勢議題，針對轄內弱勢家庭高額用電量，實
施若是能源福利計畫，透過志工協助訪視、專家實施節能診斷、再汰換燈具與冰
箱等方式，達成輔導與補助目的，值得一提的是，該計畫其中 50%費用來自於住
商節電共推計畫，另外 50%則來自於民間募款而得，不僅整合轄內民間、社福機
構與跨局處資源與經費，也因此跨界合作方式，讓節約能源成為多元化多領域所
關注之重要議題。共計 269 處弱勢家庭受惠，每年節電量約 15.8 萬度用電量(如
表二)。
在農業節能部分，採用參與式預算，邀集轄內三星地區蔥農透過能源教育訓
練、工作坊等方式，養成基礎用電知識，再透過專家節能診斷方式，讓農民掌握
與理解農作物冷凍設施耗電情形與改善作為，最後每一批次透過表決等方式，總
計節省 14.6 萬餘度年用電量(如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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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本縣政府住商共推節電行動計畫 1~3 期設備汰換補助成果
部門

補助類別

項目

補助數

服務業
服務業
服務業
服務業
服務業
住宅
住宅

一般空調
一般照明
一般照明
能管系統
能管系統
一般空調
電冰箱

(無)風管空氣調節機(kW)
辦公室照明燈具-T8/T9 螢光燈(具)
室內停車場智慧照明(盞)
51-800KW 能管系統(套)
800KW 以上能管系統(套)
家庭冷氣(臺)
電冰箱(臺)

單位節電量

節電量(度)

6,910
311.25 2,150,738
27,629
189 5,221,881
201
175.2
35,215
4
40,000
160,000
2
312,000
624,000
13,310
670 8,917,700
7,141
526 3,756,166
每年總節電量(度) 20,865,700

註：汰換設備單位節電量採能源局提供設備節電量推估。

表二 本縣弱勢能源福利計畫執行成果
年份
輔導數
107 年
42 戶
108 年
101 戶
109-110 年
126 戶
合計總數
269 戶
合計節電量(度)
每年總節電量(度)

冰箱
24 臺
95 臺
103 臺
222 臺
116,772

4 呎燈管
2 呎燈管
91 支
106 支
138 支
164 支
262 支
270 支
491 支
10,841
9,857
15 萬 8,116 度

燈泡
161 顆
341 顆
336 顆
838 顆
20,646

註：1.109-110 年計畫刻正執行中，故統計至 110 年 5 月 15 日。
2.各用電設備節電量推估與計算式如下：
(1)電冰箱：依據能源局建議之每台冰箱節電量為 526.0 度/度推估，節電量為 222 臺×526 度=116,772 度
(2)4 尺燈管：4 呎螢光燈管汰換為 4 呎 LED 燈管，由原本 40W 減少至 18W，假設每日使用 5 小時估算，單位節電量為
(40W-18W)×5hr/day×365day/yr÷1000w/kw=40.15kwh/yr。節電量為 270 支×40.15 度=10,841 度。
(3)2 尺燈管：2 呎螢光燈管汰換為 2 呎 LED 燈管，由原本 20W 減少至 9W，假設每日使用 5 小時估算，單位節電量為
(20W-9W)×5hr/day×365day/yr÷1000w/kw=20.075kwh/yr。節電量為 491 支×20.075 度=9,857 度。
(4)省電燈泡：23W 省電燈泡汰換為 9.5W LED 燈泡，由原本 23W 減少至 9.5W，假設每日使用 5 小時估算，單位節電
量為(23W-9.5W)×5hr/day×365day/yr÷1000w/kw=24.6375kwh/yr。節電量為 838 顆×24.6375 度=20,646 度。

表三 本縣三星地區農會參與式預算執行成果
年份
109 年
110 年
合計總數
合計節電量(度)
每年總節電量(度)

加裝冷凍
空氣門簾
35
1
36
31,536

壓縮機/散熱器 加裝微電腦電子
清洗保養
式溫度控制器
69
30
1
69
31
60,444
8,147
14 萬 5,679 度

汰換壓縮機、
冷排系統
13
13
45,552

註：1.輔導蔥農平均冷凍庫用電功率 2.0kw，假設每日運轉 12 小時。
2.各改善措施節電量推估如下：
(1)加裝冷凍空氣門簾：單位節電量=2.0kw×12hr/day×365day/yr×10%=876 度/年。節電量為 36 臺×876 度=31,536 度
(2)壓縮機/散熱器清洗保養：單位節電量=2.0kw×12hr/day×365day/yr×10%=876 度/年。節電量為 69 臺×876 度
=60,444 度
(3)加裝微電腦電子式溫度控制器：單位節電量=2.0kw×12hr/day×365day/yr×3%=262.8 度/年。節電量為 31 臺×262.8
度=8,147 度
(4)汰換壓縮機、冷排系統：單位節電量=2.0kw×12hr/day×365day/yr×40%=3,504 度/年。節電量為 13 臺×3,504 度
=45,552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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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著重於能源/節能教育向下扎根於轄內學童，包含透過與轄內環境教育中
心師資合作設計合宜教案/教材，再辦理教育志工培訓課程，更結合轄內國中小入
校宣講方式，達到能源/節能教育目的。更運用節能競賽方式，辦理節能源夢大作
戰計畫，邀請國中小學童組隊參與，透過彼此激勵與家人溝通等方式，達到節電
效果，而優勝隊伍則可獲得獎金，其獎金可用來一圓優勝隊伍學童夢想。該計畫
於 3 年夏季實施競賽，總計節省 21.0 萬度用電量(如表四)。
表四 本縣節能「源」夢大作戰活動執行成果
年份

隊伍數

參與人數

節電量

107 年

46

760

6.9 萬度

108 年

57

931

8.8 萬度

109 年

60

971

5.3 萬度

合計

21.0 萬度

(三)本階段節能輔導針對重點產業與能源大戶重點
過去執行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計畫(107~109 年)，就轄內住宅與商業部門實施
全面性的輔導與汰換補助工作，其成果如前所述相當豐碩，本府亦藉此掌握本縣
轄內重點產業用電概況等重要資訊與經驗。而本案延續過去成功經驗與做法，重
點式針對轄內觀光產業、農業與用電大戶，強化盤查、節能診斷、輔導與設備汰
換等力道，藉以提升整體節能效果，進而達到本縣節電目標。
107~109年
過去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3期計畫
全面輔導、全面補助、全面掌握
本階段
本案節電夥伴節能治理與推廣計畫
掌握重點標的、精準實施輔導
轄內重點產業：觀光、農業
用電大戶：家數最多產業優先輔導

住商部門

重點產業
用電大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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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縣觀光產業具節能潛力：輔導轄內公有展覽館舍作為示範
據本府主計處統計近年來本縣觀光人口持續成長，單年觀光人數計有
671 萬人次之多。另本縣礁溪鄉為我國著名溫泉旅遊勝地，依台灣電力公
司提供資料統計分析顯示，每人每日平均用電與本縣其他鄉鎮市相較最高
(如圖五)。這均顯示本縣觀光產業興盛，也因高用電量使其具節電潛力。
另據數據分析近年來本縣服務業年用電量(台電公司提供)顯示，105
至 108 年逐步攀升(如圖六)，惟自本府過去執行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計
畫，針對服務業、旅宿業等給予節能輔導及汰舊耗能設備補助等作為，促
使 109 年用電量下降，逐見觀光與服務業具節電潛力，本縣應持續就相關
產業特性實施節電輔導工作。
8.0

遊客人次 百(萬人次 )

6.0
4.0
2.0
0.0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圖四 近 10 年本縣每年觀光人次統計圖
5.5

5.2

人均用電量 度( 人
/

5.0

5.0

4.7

4.7

4.7

4.6

4.6

4.5

4.5

4.5
4.2

4.0
3.5

3.2

3.0

2.6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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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鄉

圖五 本縣各鄉鎮市每人每日平均用電直條圖

南澳鄉

壯圍鄉

蘇澳鎮

員山鄉

五結鄉

三星鄉

冬山鄉

羅東鎮

頭城鎮

宜蘭市

礁溪鄉

2.0

900
年用電量 百(萬度

880

)

820

860
840

800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圖六 本縣近年服務業年用電量趨勢圖
本縣過去孕育出許多世界級的一流大廠，包含旺旺集團、金車集團、
代工蜡筆大廠蜡藝實業等。而本府長期以來為不讓這些富饒多元資產消失，
積極鼓勵與推動，替轄內老產業重新尋根、復植；鼓勵轄內設立與發展出
具個別產業特色及創意人文觀光場域。此番激勵政策下，讓本縣成為為全
國觀光工廠與展覽館舍最多的觀光大縣(如圖七)。
就以本縣知名蘭陽博物館而論，不僅提供旅人認識蘭陽地區歷史脈絡，
更有烏石港驛站串聯賞鯨與龜山島遊程，此乃本縣經典觀光路線之一，每
年吸引 63.7 萬觀光人次的青睞，若能在公有且具代表性經典展覽館舍，
實施節能輔導與改善作為，可獲得高度節能效益與能源教育意涵。

全縣中小型展覽館、觀光工廠
超過99處為全國數量最多的觀光縣市

圖七 本縣全國擁有中小型展覽館舍、觀光工廠數量最多觀光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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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縣亦為農業大縣且近年農業用電具增長趨勢
依據台電公司所公告各縣市農業用電資料進行統計分析，本縣農業戶
均用電量為非六都農業縣市排名第二(如圖八)，亦為東部縣市(宜蘭、花蓮、
台東)排名第一。逐見本縣農業電力使用情形較其他縣市高，有其改善必要
性。另觀察本縣農特產，如享有盛名宜蘭三星蔥、上將梨與銀柳均需冷凍
冷藏設備加以保存，使得本縣農業具一定用電需求。再者，觀察近 3 年本
縣農林漁牧部門之用電量具成長趨勢(如圖九)，應為節能輔導重點產業類
別之一。

農業戶均用電量 度( 年
/

3,500
3,000
2,500
2,000
1,500
1,000

)

500
嘉義縣

花蓮縣

台東縣

彰化縣

屏東縣

宜蘭縣

雲林縣

0

圖八 我國 109 年非六都農業縣市農業戶均用電統計圖
年用電量 百(萬度

74

)

64

72
70
68
66
107年

108年

109年

圖九 近年來本縣農業部門用電量去增長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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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縣前 3%用電大戶：旅宿業用電量最大且家數最多優先輔導
依據 107 年台灣電力公司所提供行業別用電資料進行分析，本縣服務
業前 3%用電業者行業別，旅館業佔 28%最多(圖十、表五)，且家數亦最
多，且本計畫執行期間為冬季，更是本縣溫泉觀光客旺季，對於整體用電
負擔亦較為繁重，故本案規劃優先針對旅館業實施節能改善輔導，後續再
針對其他用電大戶之行業類別實施下階段改善輔導工作。

其他

旅館業

25%

28%

公務機構

教育訓練

7%
服務業
電信業
醫療保健
綜合商品
13%
8%
零售業服務業
9%

10%

圖十 107 年宜蘭縣服務業前 3%用電量業者行業別
表五 107 年宜蘭縣服務業前 3%用電量業者行業別用電量分析
行業別
家數
旅館業
26
陸上運輸業
3
醫療保健服務業
9
教育訓練服務業
12
綜合商品批發業
3
電信業
7
公務機構
6
綜合商品零售業
8
環境衛生及污染防治服務業
4
藝文服務業
2
儲配運輸物流業
1
娛樂業
2
倉儲業
2
人民團體
1
其他社會服務業
1
機電、電路及管道工程業
1
建築工程業
1
電視業
1
農、畜、水產品製造業
1

總契約容量
16,239
25,125
11,325
10,897
6,386
2,040
5,023
3,104
1,919
2,148
2,362
523
440
500
250
70
420
180
240

※關鍵詞：住商節電、能源貧窮、能源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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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電量
73,075,147
58,228,600
53,000,080
36,242,469
29,068,800
11,987,282
11,614,660
11,250,768
8,877,820
7,046,600
5,938,951
1,852,880
1,772,680
1,547,300
979,960
951,400
933,400
924,560
878,580

平均每家用電量
2,810,583
19,409,533
5,888,898
3,020,206
9,689,600
1,712,469
1,935,777
1,406,346
2,219,455
3,523,300
5,938,951
926,440
886,340
1,547,300
979,960
951,400
933,400
924,560
878,580

二、 計畫目標
(一)量化目標
本府透過辦理「109 年溫室氣體管制及能源轉型推動小組第 1 次會議」
，經專
家學者等研討，訂定 110~114 年第二期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減量目標，就住商
農林漁牧能源耗用部分，設定減量 5.6 萬公噸 CO2e，經換算扣除燃氣燃油後，預
估減少 82,514,732 度年用電量。而本案預估執行 3 個月與多項節能改善推動工
作，包含農業部門參與式預算工作坊、弱勢能源福利計畫、旅宿(館)節能輔導改
造及展覽館舍節能示範改造等工作，預期節電量總計 54 萬 8,885 度。

(二)質化目標
1.深化局處合作機制：配合本縣「宜蘭縣因應氣候變遷及能源轉型推動小組」
，
進行跨局處整合平台、市府跨局處分工，在整合行政資源平台下，不定期滾
動式檢討修正計畫執行方向，落實節電目標。
2.納入在地資源共推：結合轄內民間組織，導入民間力量成立常態節能培力。
3.推動地方節電法制：整合能源調查與分析，並規劃與研擬相關節能法制條
例，以建構本縣能源治理藍圖，達到長期性能源管理成效。
4.能源效率提升改善：透過節電技術輔導、推廣及示範活動，辦理農業部門
參與式預算工作坊，強化用戶節電投資誘因，推動農業永續經營。
5.深化校園能源科技教育知能：將永續發展理念與環境素養向下紮根，喚起
各校教職員生與社會對全球暖化及綠色能源科技議題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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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計畫內容與實施方法
本府延續 107~110 年宜蘭縣政府-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計畫(計 3 期)成功經
驗，並就其計畫執行成果基礎上，再持續精進與推動各項節能工作，以期能有效
提升地方能源治理與節能成效。規劃相關執行期間為 110 年 10 月至 111 年 6 月
底止，另實施工作內容如圖十一所示。

(一)節電基礎工作
1.延續節電專責人力
結合既有的因應氣候變遷及能源轉型推動小組成員，定期召開「溫室
氣體管制及能源轉型推動小組會議」
，並針對能源管理專業領域，成立節電
行動小組。由本縣工旅處擔任總稽核單位，並將設置輔導稽核團隊，針對
節電策略規劃、稽核管考、預算編列及行政溝通進行跨局處統籌。於計畫
執行期間，將統籌彙整各工作項目執行進度，稽查督導執行策略，確保相
關工程改善品質。
2.指定能源用戶稽查
考量到本案執行期間為 110 年 10 月至 111 年 4 月底止，非 20 類指定
能源用戶落實節電規定之輔導工作重點執行期間，故僅執行宜蘭縣電器零
售商及大賣場標章標示查核輔導工作。該輔導工作針對轄內 268 家業者，
至少完成 50 家次訪視輔導作業。惟本府延續上期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
計畫成果，優先針對已多次及未曾接受實施訪視業者實施輔導工作，藉此
讓轄內所有業者均能接受正確資訊並落實能源標示張貼(如圖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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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 市
( 節
)電夥伴節能治理與推廣計畫

節
電
基
礎
工
作

延續節電專責人力

延續縣市共推
住商行動計畫專責人力

指定能源用戶稽查

稽查電器零售商
及大賣場標章及標示

考量計畫非夏季執行故
20類指定能源用戶輔導暫不予執行。

溫室氣體管制及
能源轉型推動小組會議

本縣每年定期召跨局處會議
邀請專家學者與民間團體研商
跨局處節能減碳推動政策。

培訓地方節電志工

弱勢福利計畫
弱勢家戶輔導志工培訓

具成功經驗擬與轄內社工系學生合作
，結合所學知識且可培育節能人才。

推動地方節電法制

研擬本縣能源政策架構
研擬綠能/節能法制工具

應延續前期計畫在地能源研究並整合
各界意見擬本縣長期能源政策範疇與架構
且透過專家諮詢會議等程序取得各界認同。

能源效率提升改善

農業部門
參與式預算工作坊

延續前期計畫就三星區農民冷凍設施輔導
節能改善，前期為蔥農本期規劃梨農為主。

弱勢福利計畫

延續前期計畫透過50%募款為弱勢家庭汰換
冰箱、燈具，本期據經驗與效益再擴增定時
器與熱水瓶，並開放企業捐助節能電器等。

召開民間諮詢會議
深化局處合作機制

關懷能源弱勢族群

因
地
制
宜

納入在地資源共推
智慧用電應用推廣

旅宿(館)節能輔導改造

創意降溫隔熱方案

展覽館舍節能示範改造

地方節電氛圍營造

鄉鎮市層級節電績效榜
辦理中小學節能宣導活動
維運節電網及官方粉絲頁
廣播宣導

旅館業為本縣能源大戶，除追蹤過去建置能管
系統後續能源數據進行分析外，亦針對中小型
旅館業實施節能診斷與改善工作。
考量本縣觀光工廠及展覽館舍數量多並為旅遊重點之特性，
針對串聯蘭陽博物館、賞鯨及龜山島之觀光節點-烏石港驛站
實施節能診斷、輔導與改造，成為轄內觀光館舍示範點。

圖十一 宜蘭縣節電夥伴節能治理與推廣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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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人員現場查核作業

▲安定器內藏式螢光燈泡標示

▲電鍋已張貼能源分級標示

▲標示被遮蔽(已輔導改善)

圖十二 優先已多次及未曾接受業者優先實施標章標示查核輔導工作

3.召開民間諮詢會議
宜蘭縣政府為因應行政院環保署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氣候變遷行
動綱領及相關上位計畫，成立「宜蘭縣因應氣候變遷及能源轉型推動小組」
，
作為宜蘭縣溫室氣體減量及調適執行方案、能源轉型之專責組織，以有效
整合能源、運輸、建築、環保、農業、產業等六大部門領域人力及經費，
達成全面性推動及建立各單位間橫向聯繫機制之目的。另也召開定期跨局
處會議(本計畫預計召開 1 場次)，不僅與有關單位共同研議相關能源政策
外，更視研討議題需要性，邀請該領域專家學者、在地民間組織(如社區發
展協會、民間團體等利害關係人)代表與會，共同整合各界意見，讓政策執
行更臻完善(如圖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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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深化局處合作機制
本縣執行縣市共推住商節電 3 期計畫，即透過前項「宜蘭縣因應氣候
變遷及能源轉型推動小組」會議平台進行政策與資源溝通整合。包含透過
整合與溝通方式，與本府農業處與地方農會合作，運用農業部門參與式預
算工作，讓轄內三星地區蔥農大型冷凍設備完成節能改善；另與本府社會
處、民政處、各鄉鎮市公所與轄內社福機構-愛加倍關懷協會合作，完成弱
勢能源福利計畫。

5.培訓地方節能志工
延續本縣執行共推住商節電 3 期計畫-弱勢能源福利計畫節能志工培
訓。過去培訓退休人士、轄內大專院校社工系在學學生，擔任弱勢家戶訪
視節能志工。依據過往經驗，社工系學生對於弱勢家戶輔訪為該學生所養
成重要專業之一，更是未來若投入本職重要工作；此外弱勢貧窮新興議題
與弱勢家戶所面的重要課題更為社工系學生最感興趣。因此，規劃延續 110
年執行經驗，持續與轄內大專院校學生結合，作為弱勢家戶輔訪志工，對
於未來弱勢能源議題人才培育亦有一定效果(詳細規劃參閱弱勢能源福利
計畫)。

圖十三 本縣因應氣候變遷及能源轉型推動小組跨局處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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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推動地方節電法制
針對縣市共推住商節電 3 期計畫，執行成及調查資料，實施在地能源
研究分析，並就其結果研提本縣長期能源政策範疇與架構，並整合專家學
者、轄內民間組織代表各界意見，相關政策必須透過前項會議平台取得各
界認同。另針對長期性能源政策施政，研擬相關條例，包含針對轄內用電
大戶逐步節能之管理工具、或友善本縣綠能發展條例等，以逐步建構為本
縣能源治理藍圖，達到長期性能源管理成效。

(二)因地制宜
1.能源效率提升改善：農業部門參與式預算工作坊
本縣執行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計畫期間，透過跨局處合作方式(圖十
四)，評估轄內農業部門節能需求，包含五結鄉農會、冬山鄉農會及南山蔬
果合作社。經過相關評估，三星鄉蔥農(約 160 餘戶)、上將梨農(約 70 餘
戶)、銀柳農(約 40 餘戶)冷凍設備實施節能改善最符合計畫效益(圖十五)，
其中又以蔥農佔最大宗故優先輔導。
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計畫，實施農業部門參與式預算，經三星地區
農會全體蔥農戶共同表決，於 109 年以冷凍冷藏設備節能健檢、設備清洗、
裝設塑膠簾防止冷氣外洩節能改善優先執行工作。再於 110 年針對老舊耗
能壓縮機實施汰換。109 至 110 年間總計完成 36 臺加裝冷凍空氣門簾、69
臺壓縮機/散熱器清洗保養提高效能、31 臺加裝微電腦電子式溫度控制器，
以及 13 臺老舊耗能冷凍壓縮機進行汰換工作，計 90 戶農戶受惠，已完成
超過半數蔥農冷凍(藏)設備用電改善作業。
而本府規劃延續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計畫，針對三星鄉農會上將梨
農(約 70 餘戶)，列為下階段優先實施農業部門參與式預算工作坊對象，該
工作坊除調查上將梨農冷凍設備耗能情形、給予正確冷凍設備節能知識並
調查與研討下階段優先實施冷凍空調改善工作。

工旅處

圖十四 農業部門參與式預算合作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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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 農業部門參與式節能輔導對象評估結果

參與式預算計畫說明

提案討論

交流討論意見

投票表決

圖十六 三星地區農會參與式預算節能改善補助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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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關懷能源弱勢族群：弱勢能源福利計畫
弱勢能源福利計畫執行 3 年收到良好成效，輔導名單主要來自低/中低
收入戶家庭(社會處、社福團體舉薦)、新住民(移民署舉薦)、邊緣戶(民政處
舉薦)等；透過節能診斷、補助、募款等方式，協助弱勢家戶進行居家節能
改善，依據設備耗能狀況免費提供 1 級節能冰箱與節能燈具汰換，並協助
用電安全與老舊線路重整或更換，藉此改善弱勢家戶用電支出問題。
(1)弱勢家戶輔導志工培訓(同前述培訓地方節能志工)
結合佛光大學環境社會學課程場次與佛光大學社工系 高淑芬
老師合作，結合學生課程專業，培訓學生作為弱勢家戶輔導志工，
再由本計畫執行人員陪同進入家戶實習輔導，達到學以致用與弱勢
家戶關懷目的。課程總計 2 天(8 小時)進行，並培訓 28 位學生志工，
執行成果如圖十七。

弱勢能源福利計畫說明

節能診斷輔導教學

愛加倍過去執行案例說明

互動教學

圖十七 結合佛光大學社工系學生培訓弱勢家戶輔導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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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弱勢家戶輔導訪視作業
本縣輔導弱勢家戶節能改善，除提供免費居家節能診斷服務外，
更針對其居家用電安全及線路重整與汰換評估作業。再結合佛光大
學社工系學生擔任志工，可讓社工系學生發揮所長進入弱勢家戶輔
導與關懷，計畫人員人員則提供專業節能診斷服務，讓訪視輔導過
程更臻順利。
(3)弱勢家戶冰箱、燈具、熱水瓶汰換及增設節能定時器作業
針對輔導訪視及診斷確認有改善必要之弱勢家戶，提供老舊線
路重整、汰換一級能效冰箱、汰換為 LED 燈具，累計 269 弱勢家
戶已節省 15 萬 8,116 度用電。另就計畫執行經驗，有許多弱勢家戶
因生活需求，均有能效不佳熱水瓶或開飲機，規劃擬增加一級能效
熱水瓶汰換已及增設節能定時器，藉以大幅節省整體用電量。

佛光大學社工系學生擔任志工

用電量高於同區 223%

冰箱側邊散熱管為保持空間散熱

插座用電輔載過高

圖十八 結合佛光大學社工系學生擔任志工辦理弱勢家戶訪視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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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弱勢能源福利計畫深受好評與媒體報導
民視異言堂專訪結合宜蘭「環保，還我呼吸權」主題，於 110 年 1 月
4 日播出，並以今年度本縣輔導弱勢家戶親身感受進行分享與採訪，引起
民眾共鳴。另今周刊以「環保由愛出發 宜蘭縣弱勢能源福利計畫」為主題，
刊登計畫簡介與成果，讓民眾瞭解弱勢家庭使用二手電器造成用電量上升
的惡性循環問題，以及協助改善其能源支出與生活經濟方法說明。

民視異言堂弱勢家戶專訪

今周刊-宜蘭弱勢能源福利計畫專刊

圖十九 弱勢能源福利計畫深受好評與媒體報導

3.納入在地資源共推
由於縣市共推節電計畫針對弱勢能源補助冰箱僅提供 1 萬元，為能讓
計畫美意更臻完善，也為喚起民眾對於能源議題重視，特別於轄內社福機
構-愛加倍關懷協會合作，向民間各界募款，藉以整合在地民間資源，共同
推動弱勢能源福利計畫。依據計畫執行經驗統計，補助弱勢家戶汰換為一
台一級能效冰箱，50%經費由計畫經費支應，另外 50%則由轄內民間企業
或個人捐助。合作單位愛加倍關懷協會，更於自有社群粉絲頁分享願意曝
光弱勢家戶的節能故事，作為募款之用(如圖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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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 結合在地社福團體向民眾募款支持弱勢能源福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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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智慧用電應用推廣：旅宿(館)節能輔導改造
本縣礁溪鄉旅館家數為全縣最多(106 家)，另觀察各行政區每人每日用
電量，礁溪鄉為 5.2 度，亦為全縣最高(宜蘭市 5 度為第二人均用電高之鄉
鎮市)。爰此，108 年度本縣針對轄內最大觀光商圈-礁溪，實施招牌燈具節
能改造與減盞輔導，完成傳統霓虹燈 15 座、傳統投射招牌照明 6 座及傳
統照明燈箱 33 座改造，年節電量約 75,361 度。109 年度更擴大至全縣業
者(包含旅宿業等)實施建物屋頂隔熱、綠化與招牌汰換工作，並完成 45 座
招牌、6 處綠牆/綠屋頂改造，總綠牆面積達 344m2。
本縣 110 年度規劃針對民宿、旅館者建築內用電設備、照明設備、空
調設備進行整體性節能減碳評估服務，經由效益分析協助業者增設時序控
制裝置、汰換/改善老舊耗能設備，抑或改變使用習慣等行為達到節能目標。
另亦可鼓勵建置太陽光電系統遮陽與綠能發電；藉此診斷及效益評估提升
商圈業者朝向低碳觀光商圈方式，達到永續營造目的。

(1)就參與計畫旅館民宿業實施節能診斷與綠能發電評估效益分析
針對參與業者，協助實施「節能診斷」
，並提供整體性節能減碳評
估服務，經由效益分析提升業者汰換或改善老舊耗能設備，抑或改變
使用習慣等行為達到節能目標。另也針對綠能發電及公民電廠新興議
題，協助商圈旅宿業或大型賣場等空間，評估建置綠能發電等經濟與
節能效益。

(2)輔導業者實施招牌燈具、室內照明、抽排風與空調等時序控制或汰
換輔導實作
A.加裝時間控制，調整或設定抽排風使用時間
若有大型抽排風機且有 2 台以上時，應錯開啟動降低尖峰用電
量減少用電支出。此外，可透過 CO2 偵測儀量測，確認人潮尖峰時
段，依據 CO2 濃度調整排風扇開啟頻率與時間，藉此達到節能減碳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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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樓層錯開啟動，降低尖峰用電需量，減少用電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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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一 抽排風機運轉時間及頻率設定

B.空調系統控制冷房啟動與溫度管理
空調室內溫度設定在 26℃以上，並搭配電風扇循環，可有效減
少用電量。民宿旅館業可透過鎖定空調最低溫度為 24 度，避免房客
進門後將冷氣開至最低 18 度；另可透過採插房卡取電方式，設定啟
動房間內電器範圍，達到用電控制目的。

C.各類空間換裝 LED 節能燈具與感應裝置
針對各區域空間照明需求，依據 CNS 國家標準規範設計，提供
合適照度需求，並汰換為節能 LED 節能燈具設備。此外，部分場所
若不經常有人出入，則可設置人體感應裝置自動開啟，減少無人活
動空間不必要的電力浪費。

-23-

5.創意降溫隔熱方案：展覽館舍節能示範改造
考量本縣觀光工廠及展覽館舍數量多並為旅遊重點之特性，若能針對
指標性且可提供能源教育場域之公有展覽館舍，實施節能診斷、輔導與改
造工作，則能成為轄內觀光館舍節能示範點，提供轄內私有館舍或觀光工
廠學習仿效。
據統計每年蘭陽博物館受到 63.7 萬名遊客青睞，多數遊客參觀後，直
接步行 500 公尺至「烏石港驛站」(環境教育場域)，再搭船賞鯨豚並至龜
山島觀光遊憩。該館舍提供遊客中心功能及環境教育學習、深化在地知識、
發展觀光遊憩等功能，並作為推展環境教育環境監測、志工培訓、成果展
示基地。同時也是賞鯨、衝浪、飛行傘活動等活動的起點，107 年烏石港
轉運站(烏石港驛站前)設立啓用後，客運、公車、小自車、賞鯨船、腳踏車、
步行等交通工具在此自由轉換。
「烏石港驛站」儼然成為串聯蘭陽博物館週
邊觀光旅遊重要節點，若該館舍能夠實施完整節能診斷、輔導與改善，可
提供高效益節能成效外，亦有一定程度能源教育受眾數。
然而該館舍建築基地面積約 1.6 萬平方公尺，樓地板面積 2,565 平方
公尺，於 93 年落成，運用「透明盒子」設計概念，延伸室內視野與兩側新
舊烏石港水面疊合，曾獲美國照明協會「2006 國際照明建築設計獎」
。也
因館舍均採透明玻璃，提供良好的採光及展覽空間與加值功能；但也因透
明玻璃讓太陽熱輻射進入館舍致使用電量較高。若能針對一般透明玻璃改
造為 Low-E 低輻射玻璃並結合薄膜型透光太陽光能系統模組，達到有效
隔熱且提供小量再生電力生產多重效果，預估年節電量約 5 萬度。

圖二十二 本縣烏石港驛站具遊客中心與環境教育中心等多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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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節能減碳診斷輔導及改善
針對展覽館舍進行減碳診斷工作，透過具相關減碳經歷之專家，
運用適當科學儀器量測，蒐集建築基本資料如室內照明照度、空調系
統運作狀況、西曬牆面溫度等，釐清與分析館舍耗電源頭，作為節能診
斷參考及改造效益分析之用。各類科學儀器量測與運用方式說明如後。
A.運用照度計量測室內照明是否充足
依據 CNS 國家標準規範，每一個場所依其不同使用目的，均有
其合適照度來配合實際需要。若照明太亮或太暗除可能影響眼睛健
康，亦會造成不必要的能源浪費。應採用照度計輔助，協助進行公
共空間照明數據蒐集，優先採用自然採光再透過汰換傳統 T8 燈管、
鎢絲燈、鹵素燈等傳統耗能燈具為 LED 燈具並搭配燈具減盞方式，
達到節能最大效益。

圖二十三 燈具汰換搭配減盞照度數據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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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運用熱顯像儀蒐集建築西曬牆面溫度數據
太陽輻射熱主要是以近紅外線的方式照射屋頂、牆面、鋪面及
窗戶，建築材料吸收熱量後，再以遠紅外線形式慢慢放熱至空間。
由於近紅外線可輕易穿透玻璃，而遠紅外線則不易穿透玻璃，故開
窗率大的建築物在白天很容易吸收太陽輻射熱，但卻不易散熱，因
此造成建築空調冷氣負荷極高。而若降低建築物牆面開窗率，又可
能造成採光與通風不足問題。因此，可透過擬採熱顯像儀輔助，針
對建築物牆面、玻璃等吸熱狀況進行量測，蒐集各項面因日照吸熱
所造成溫度差異與面積，藉此提供減碳改造建議方向。

圖二十四 107-108 年輔導西曬牆面隔熱改善設計案例

圖二十五 運用熱顯像儀量測建築牆面、建築開口布受熱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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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築隔熱及綠化
建築物頂樓普遍有日曬嚴重問題，由於長時間曝曬導致吸熱過
多，進而增加頂樓空調使用量。若能減少建築牆面與窗戶太陽熱能
吸收量，則可有效降低室內溫度及減少空調能源消耗。
A.空地綠化、綠牆/綠屋頂建置
透過在屋頂種植植物使其葉面覆蓋遮陽，葉面積指標(Leaf area
index, LAI)愈高遮陽作用愈好，能反射及吸收太陽輻射。另具蒸散作
用，熱量隨著水蒸發而飄散。而土壤層(含其孔隙)亦具備隔熱及散熱
(水份蒸發)的功能。
B.屋頂塗佈隔熱漆或鋪設隔熱材
隔熱漆劃分為 3 種阻隔型、反射型及輻射型隔熱塗料；前者係
通過塗料自身高熱阻來達到隔熱目的，也就是降低基材熱傳導，中
者又稱日光熱反射塗料，是在鋁基反光隔熱塗料的基礎上發展而來，
對紅外線和熱性可見光(太陽光線產生熱量的主要部分)有效的反射，
使材料表面溫度不受輻射致熱而上升，大多是用在建築體外牆和頂
面甚至是玻璃窗或者玻璃牆。反射型隔熱塗料通常是選擇合適的樹
脂、金屬、或金屬氧化物、填料及生產工藝，製得高反射率塗層，
反射太陽光來達到隔熱目的。後者則是與上述兩種塗料不同，此類
塗料的作用機理是通過輻射的形式把建築物吸收的日照光線和熱量
以一定的波長發射到空氣中，阻擋了熱能傳遞，減少了建築得熱量，
從而達到隔熱效果。亦可透過鋪設黑紗網、低密度石磚等方式達到
隔熱效果。
C.西曬牆面塗佈隔熱漆或鋪設隔熱材
西曬牆面除可塗佈上述隔熱漆外，亦可在混凝土內牆加上木板
或矽酸鈣板，中間填充岩棉、玻璃纖維板。岩棉價格便宜、透氣性
佳，可讓熱空氣在裡頭穿梭，不易進到室內；木質纖維板則等於在
外牆多加了一層隔膜，可遮陽、降低熱傳導。當然也可以採用回收
玻璃製成的隔熱磚實施鋪設。台灣新竹春池玻璃，則運用回收玻璃
與水泥等混合製成，具高度隔熱、隔音及耐火效果，此舉亦可在節
能之餘達到資源循環再利用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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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窗戶加裝遮陽板、百葉窗簾或隔熱紙
若窗戶屬西曬窗則可使用外遮陽板，如鋁百葉等，亦可用不透
光的黑紗網、竹簾、草蓆取代，設置外遮陽，就可減少 70%熱輻射
傳導入建築物室內。由於牆面隔熱效果較窗戶佳，故西曬牆面不建
議開窗，抑或在窗戶貼附高於 50%可見光穿透率及低於 0.5 遮蔽係
數隔熱紙，最具隔熱效果。

建築節能改善1：綠屋頂(牆)建置 建築節能改善2：
屋頂(牆)塗隔熱漆或鋪隔熱材
塗抹隔熱漆
約60%熱能被反射
約37%熱力被阻隔

屋頂種植植栽、可食地景
不僅賞心悅目、隔熱亦可食

建築節能改善3：
窗戶加遮陽板、百葉窗或隔熱紙

加裝百葉窗，可減少熱傳透率
又可自由調整光源進光量節省用電

圖二十六 建築節能改善被動式隔熱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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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地方節電氛圍營造
為有效營造地方節電氛圍，規劃延續過去成功經驗，運用鄉鎮市層級
績效榜、辦理中小學能源教育宣導課程、維運節能專網與官方粉絲團、廣
播宣導等 4 種方式進行節電氛圍營造。

(1)鄉鎮市層級績效榜
本縣延續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計畫成功經驗，公告「宜蘭縣鄉
鎮市節電績效榜」競賽規則，以本縣所轄 12 處鄉鎮市公所為競賽單位，
競賽範圍為鄉鎮市所轄之表燈非營業用戶為對象，並依台電公告之售
電量計算鄉鎮市節電狀況進行評比計分。節電績效排行前 4 名依競賽
原則公告於蘭陽橋頭及環保局網站最新消息，藉此不斷喚起民眾節能
意識。

圖二十七 109 年第 3 季鄉鎮市節電績效榜刊登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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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辦理中小學能源教育宣導課程
110 年初本縣已完成辦理中小學能源教育宣導課程相關前置作業，
包含招募能源教育志工，研擬能源教育課程教案「古今相照」及「Renew
A Bean 再生豆」
；以及辦理能於教育志工培訓課程。值得一提的是，課
程教案授課方法均採培養學生能源素養教學方式，減少「宣講」增加學
生獨立「思考」模式進行。課程共分 2 部分，相關說明如下。
A.課程 1：氣候發緊急，能源來救急
由工研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懂能源團隊)搭配政大民主創新與
治理中心共同帶領，先以宣講模式向學生說明台灣能源發展與結構
以及優缺利弊，再以「換位思考」模式引導學生透過角色扮演方式，
模擬地主、綠能開發商、NGO、政府、工商界人士、一般民眾等不
同觀點，最後透過討論與各方論點相互提出新論點與回覆對方訴求，
共同激盪能源政策議題。
B.課程 2：能源素養就醬教
由武荖坑環境教育中心設計教案，依學生學齡分為 2 套。第一
套適用對象為國小 1~3 年級學生，運用「古今相照」與「搶救北極
熊大作戰」進行課程帶動，讓學童瞭解人類生活方式的演進與能源
使用發展的歷程的關係，以及深刻瞭解地球暖化對生活的影響。第
二套適用對象為國中小 4~9 年級學生以「Renew A Bean 再生豆」引
導學生思考再生能源與非再生能源差異與我們合適何種能源進行討
論。
由於種子講師回饋新教案因採「能源素養」教學模式，有別以往
「宣講型」課程，與一般教學習慣上有較大差異。投入校園教學之能源
教育志工(多為退休教師)，除經由前述培訓後，亦透過「授課演示」、
「授課檢核」等方式把關，確認其教學成效符合課程設計，方能安排
教學操作。相關前置作業業已完成，規劃延續此經驗、教案與志工等，
持續安排國中小課程相互結合實施操作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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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八 工研院綠能所角色扮演換位思考課程流程

圖二十九 工研院綠能所角色扮演換位思考課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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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身課程引導

▲發電類型與優劣思考

▲古今相照能源教育教案

▲搶救北極熊大作戰

▲Renew A Bean 再生豆能源教育教案

▲我國能源結構趨勢說明

圖三十 武荖坑環境教育中心能源素養就醬教課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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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維運節能專網與官方粉絲團
本縣規劃延續弱勢能源福利計畫專網，並整合轄內能源相關資訊，
包含再生能源設置、節能知識與技巧等，成立宜蘭能源專網，另也透過
持續發布社群粉絲團等方式，不定期發布各類節能活動、節能技巧等，
均有相當的觸擊率。

(4)廣播宣導
運用廣播宣導方式，宣導弱勢家戶能源福利計畫、居家節能技巧
與知識及再生能源設置宣導等，製作 30 秒廣播宣導帶於計畫執行期間，
選擇本縣高收聽率 2 處廣播電台，播放節電相關宣導內容，共 100 檔
次以上，以達到節電宣導之成效。

圖三十一 宜蘭縣弱勢能源福利計畫專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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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二《商業會健走活動》節電宣導觸及人數分析

圖三十三 能源弱勢輔導計畫觸及人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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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預期效益評估
工作
分項

節電措
施

對象及推動作法

預期效益

備註
(如效益評估指標)

對象：宜蘭縣政府

延續節電
專責人力

作法：設置輔導稽核團隊，針對節電

稽查督導各項執行策

策略規劃、稽核管考、預算編列及行

略，確保相關改善品質。

-

政溝通進行跨局處統籌。
服務業部門全面落實節

指定能源
用戶稽查

對象：服務業

電工作，逐步影響民眾

作法：建立稽查流程，針對轄內 268

行為改變。輔導宜蘭縣

家電器零售商及大賣場標章標示進

電器零售商及大賣場標

行查核輔導工作。

章及標示，預定輔導 50

-

家次。
統籌及掌握節電計畫之

節電
基礎
工作

召開民間
諮詢會議

執行進度，召開 1 場次

對象：宜蘭縣政府、NGO

作法：由環保局成立節電行動小組， 民間諮詢會議，整合各
進行垂直整合與水平溝通。

-

界意見，讓政策執行更
臻完善。

深化局處
合作機制
培訓地方
節能志工

進行跨局處間的平行溝

對象：宜蘭縣政府
作法：由環保局成立節電行動小組，
進行垂直整合與水平溝通。

通及節電設備汰換、輔
導等相關資源整合，以

-

求效益最大。

對象：NGO、學校、企業

規劃成立居家輔導團

作法：與在地組織合作，依據合作對

隊，吸引民眾加入節電

象性質成立節電小組。

行列。

-

對象：宜蘭縣政府、NGO
作法：針對長期性能源政策施政，規

推動地方
節電法制

劃與研擬相關條例，包含針對轄內用
電大戶逐步節能之管理工具、或友善
本縣綠能發展條例等，以逐步建構宜
蘭縣能源治理藍圖，達到長期性能源
管理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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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提本縣長期能源政策
範疇與架構，並規劃與
研擬相關節能法制條
例。

-

工作
分項

節電措
施

對象及推動作法

預期效益

備註
(如效益評估指標)

對象：農業部門
作法：規劃輔導與汰換梨農相關能源

能源效率
提 升 改
善：農業
部門參與
式預算工
作坊

設備補助金(如冷凍冷藏設備節能健
檢、設備清洗、裝設塑膠簾、加裝除

輔導梨農冷凍冷藏設備

霜定時器、汰換壓縮機/冷排等)，補

汰換，平均一年約節電

助 3 分之 2 為原則，每戶最高上限 7

72,839.4 度；惟本計畫

萬元；辦理農業部門參與式預算工作

為參與式預算發想討論

坊，開放農業部門發揮節能創意，向

階段尚無節電量。

本案申請節能補助金，經本案評估節

以縣市共推節電計
畫三年補助蔥農經
驗推估，補助 2 年共
節省 14 萬 5,679 度，
平均 1 年約節電 7
萬 2,839.4 度。

電潛力及可行性，預定於 111 年度給
予 10 處農業部門節電措施補助。
以每換汰換 1 臺冰

因地
制宜

關懷能源
弱 勢 族
群：弱勢
能源福利
計畫

對象：低/中低收入戶、邊緣戶、新住

箱、1 個熱水瓶、1 盞

民等

輕鋼架燈計，節電量

作法：透過節能診斷、補助、募款等

分別為冰箱 526 度、

方式，協助弱勢家戶進行居家節能改

熱水瓶 291 度、燈具

善，依據設備耗能狀況免費提供 1 級

年節電量約 25,150 度

189 度，合計每戶節

節能冰箱、節能燈具、熱水瓶汰換及

電 1,006 度，假設 25

增設節能定時器，並協助用電安全與

戶項目全補助，節電

老舊線路重整或更換，藉此改善弱勢

量共計 25,150 度。

家戶用電支出問題。

(526+291+189) 度 ×
25 戶=25,150 度。

對象：在地社福團體、企業、一般民

納入在地
資源共推

眾
作法：透過結合在地社福團體，向民
間各界募款，藉以整合在地民間及企
業資源共同推動。

結合在地社福團體、企
業、一般民眾共同募集
資源，改善 25 戶弱勢家

-

庭能源問題。
經調查本縣住商用
電前 3%旅館業年用

智慧用電
應 用 推
廣：旅宿
(館)節能
輔導改造

電量為 281 萬 583

對象：民宿、旅館業

度，假設透過時序控

作法：輔導旅館民宿業進行整體節能
改造評估建議，並協助進行招牌燈
具、室內照明、抽排風與空調等時序

制調整、設備汰換補
年節電量約 422,375 度

助等，減少每戶 1%
用電推估，輔導 15

/定時控制或汰換補助，以減少照明

戶，年節電量達

與空調等用電時間。

422,375 度。
2,810,583 度×1%×15
戶=422,375 度。

創意降溫
隔 熱 方

對象：公有展覽館舍(如烏石港驛站)
作法：針對串聯蘭陽博物館、賞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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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節電量約 48,800 度

以冷氣機(100kW)夏
月期間(6~9 月)每日

工作
分項

節電措
對象及推動作法
預期效益
施
案：展覽 龜山島旅遊之重要觀光節點-烏石港
館舍節能 驛站(亦為環境教育場域)實施節能
示範改造 診斷、輔導與改造，成為轄內觀光館

備註
(如效益評估指標)
運轉 12 小時計算，
設建置建築隔熱可
減少 1/3 空調運轉時
數，並以改善 1 處計

舍示範點，預估年節電量約 4.8 萬度

算，推估節電量約
4.88 萬度。
100kW × 12 hr/day ×
122day/yr÷3= 48,800
度
對象：參與本案宣導活動之民眾

定時器每個每日可

作法：宣導講座/活動期間，設計住宅

地方節電
氛圍營造

節電 0.72 度，以 200

節電習慣改善方案，民眾從現場實驗
了解各種節電作為，除了汰換設備以

年節電量約 52,560 度

外，也有不花錢/花小錢有大成效的

天=52,560 度。

器宣導品 1 只。

54 萬 8,885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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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60 度。
0.72 度×200 個×365

作法，並宣導定時器使用與提供定時

預期節電量總計

台計算，每年可節省

五、 後續節電規劃
(一)本縣設定 114 年節電目標為 5,397 萬度年用電量並建構能源治理藍圖
據本縣因應氣候變遷及能源轉型推動小組於 109 年第二次召開「溫室
氣體管制及能源轉型推動小組會議」決議本縣因應國家減碳政策而訂定之
減碳路徑，短期規劃設定 114 年能夠針對住商農林漁牧能源耗用部分減量
5%，經換算扣除燃氣燃油並納入我國規劃 114 年電力碳排放係數等因子，
預估減少 5,397 萬度年用電量。另透過盤點、調查等方式掌握轄內電力使用
情形與趨勢，並結合再生能源推動、節能輔導措施等工具，建構本縣能源治
理藍圖，藉以達成本縣能源轉型與溫室氣體減量之目的。
(二)運用數據分析持續滾動式檢討持續執行與精進節能政策
定期運用數據分析並實施滾動式檢討方式，掌握轄內產業能源使用特
性及類型等，研提與評估節能改善作為及效益，並針對當下已實施之節能策
略實施成效追蹤，適時修正以提升成效。另也須依循前項本縣能源治理藍圖，
就未來推動規劃與實務需求，制定法制化工具。例如友善再生能源設置條例、
巨量耗能用戶節能改善激勵辦法等。
(三)針對轄內用電大戶實施節能輔導改善措施
針對據轄內各單位用電情形，就一定用電量(現以前 3%用電量為範疇)
之行業別與單位，實施實地盤查掌握其能源耗用情形，並運用節能診斷方式，
輔導業者改善並適時運用補助、法制化工具等，敦促業者投入節能改善作業。
另也須視各行業類別家數多寡與用電量設定優先順序，分階段實施輔導作
為，逐步削減能源大戶無效用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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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工作進度規劃
(一)節電基礎工作
節電措施

延續節電
專責人力

指定能源
用戶稽查

工作
進度規劃查核點
比重（％）

10%

110年
12月

2月

4月

查核點

*1

-

*2

累計進度規劃(%)

5%

查核點進度說明

10月

111年

10%

*1：確立節電計畫推動策略
*2：滾動式檢討並提出後續節電推動策略。

查核點

*3

*4

*5

累計進度規劃(%)

5%

10%

30%

*3：節能輔導團回訓。

30%
查核點進度說明

*4：電器零售商及大賣場標章標示查核及宣導作業完成15家。
*5：電器零售商及大賣場標章標示查核及宣導作業完成50家。
節電稽查輔導查核結果彙整及統計分析。

召開民間
諮詢會議

深化局處
合作機制

10%

查核點

-

-

*6

*7

累計進度規劃(%)

-

-

5%

10%

查核點進度說明

*6：彙整國內外節電策略與本縣節電推動成果及數據分析
*7：依據計畫議題召開節電小組會議。

查核點

-

-

*8

*9

累計進度規劃(%)

-

-

5%

10%

10%

*8：透過跨局處平台合作推動本縣因地制宜節電行動。

查核點進度說明 *9：辦理跨局處平台會議進行政策與資源溝通整合(預計辦理1
場次)。

培訓地方
節能志工

20%

查核點

-

*10

*11

累計進度規劃(%)

-

5%

20%

查核點進度說明

推動地方
節電法制

20%

合計

100%

-

*10：規劃培訓工作坊課程與對象
*11：辦理弱勢家戶志工培訓工作坊1場次。

查核點

-

*12

累計進度規劃(%)

-

5%

-

*13
20%

*12：蒐集國內外相關能源治理法規案例

查核點進度說明 *13：研提本縣長期能源政策範疇與架構，並規劃與研擬相關
節能法制條例。

累計進度 (%)

-

-39-

20%

50%

100%

(二)因地制宜
工作
節電措施 比重 進度規劃查核點
（％）
能源效率提
升改善：農
業部門參與
式預算工作
坊
關懷能源弱
勢族群：弱
勢能源福利
計畫

納入在地資
源共推

智慧用電應
用推廣：旅
宿(館)節能
輔導改造
創意降溫隔
熱方案：展
覽館舍節能
示範改造

地方節電氛
圍營造

110年

111年

10月

12月

2月

4月

查核點

-

*1

*2

*3

累計進度規劃(%)

-

2%

5%

10%

10%

6月

*1：啟動農業參與式預算執行。

查核點進度說明 *2：辦理1場次農業參與式預算工作坊。
*3：辦理2場次農業參與式預算工作坊，並提出參與式預算計畫書。

查核點

-

*4

*5

*6

累計進度規劃(%)

-

2%

15%

20%

20%

*4：確認輔導單名單。

查核點進度說明 *5：執行家戶訪視累計25戶。
*6：完成設備汰換與更新累積25戶、辦理記者會。

10%

查核點

-

*7

累計進度規劃(%)

-

2%

查核點進度說明

-

*8
10%

*7：與社福團體簽屬合作備忘錄
*8：進行計畫訊息發布向民間、企業等各界募款

查核點

-

*9

*10

*11

累計進度規劃(%)

-

5%

13%

30%

30%

*9：公告輔導補助辦法。

查核點進度說明 *10：節能輔導累積達15家。
*11：實施節能改造累積達15家。

查核點

-

*12

*13

*14

累計進度規劃(%)

-

2%

10%

20%

20%

*12：篩選與評估輔導對象。

查核點進度說明 *13：完成展覽館舍節能診斷、輔導與評估。
*14：完成實施節能改造。

查核點

-

*15

*16

*17

累計進度規劃(%)

-

2%

5%

10%

10%

*15：更新蘭陽橋頭績效排行；完成校園能源課程規劃。

查核點進度說明 *16：辦理5場次節電教育宣導課程。
*17：辦理10場次節電教育宣導課程；播放節電廣播100檔次。

合計

100%

累計進度 (%)

15%

-

-40-

50%

68%

100%

七、 計畫經費
7.1 人事費明細表
無

7.2 經常支出中人事費以外各項費
經費單位：千元
工作
分項

節電措施
延續節電
專責人力
指定能源用戶稽查

基礎
工 作 - 召開民間諮詢會議
外包
費 深化局處合作機制
培訓地方節能志工
推動地方節電法制

用途、說明及計算方式

計畫
經費

延續推動節電方案(專責人力、指定能源用戶稽查、
深化局處合作機制、推動地方節電法制)，並滾動式
檢討並提出後續節電推動策略。人事及行政業務費
1,581 千元。
成立節能能輔導團，依據稽查流程辦理現場查核輔
導。至少完成 50 家次以上輔導稽查作業。經費與
人事費相同不重複編列。
依據計畫議題結合民間、學者召開節電小組會議 1
場次，總經費 30 千元。
延續過去節電行動小組，進行垂直整合與水平溝
通。經費與人事費相同不重複編列。
與在地學校、組織合作，依據合作對象性質成立節
電小組。完成培訓 15 名以上節能志工，總經費 30
千元。
蒐集歷史用電資料進行能源使用分析，研提本縣長
期能源政策範疇與架構，規劃與研擬相關節能法制
條例。經費與人事費相同不重複編列。

1,641

自籌 其他機
款 關補助

0

0

0

0

能源效率提升改
宣導說明會、講師、餐費、行政雜費、場地費，總
善：農業部門參與 經費 40 千元。本案僅辦理工作坊，無編列設備補
助費。
式預算工作坊
弱勢家戶訪視輔導、節能評估、冰箱/燈具/熱水瓶

關懷能源弱勢族
汰換、定時器安裝、老舊線路重整補助，計 25 處，
群：弱勢能源福利 汰換補助費 500 千元、輔導費 25 千元，；另辦理
1 場次宣傳暨成果記者會 50 千元，總經費 575 千
計畫

元
因地
結合在地社福團體、企業、一般民眾共同募集資源
納入在地資源共推
制宜進行電力、空調、照明等設備診斷與汰換，邀請專 3,359
外 包 智慧用電應用推
費 廣：旅宿(館)節能 家學者先進行節能評估診斷提供建議，再依據評估
效益進行輔導改造，計 15 處，改造補助 1,275 千
輔導改造
元、診斷費 225 千元，總經費 1,500 千元

創意降溫隔熱方
案：展覽館舍節能
示範改造
地方節電氛圍營造

邀請專家學者先進行建築採光與隔熱節能評估診
斷提供建議，並以建築隔熱、綠化優先進行輔導改
造，改造補助 950 千元、診斷費 50 千元，總經費
1,000 千元
辦理辦理中小學能源教育宣導課程、鄉鎮市節電績
效榜、專網維運、廣播宣導等，總經費 244 千元

合計

7.3 其他經費財源
無
-41-

5,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