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轄市縣（市）節電夥伴補助申請計畫書

( )

直
轄
市
縣
市
節
電
策
略
建
構
與
推
廣
示
範
補
助
計
畫
作
業
申
請
計
畫
書
高
雄
市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一
年
七
月

高雄市節電策略建構與節電推動工作計畫

計畫期間：自 111 年 9 月 1 日至 112 年 6 月 30 日

申請機關名稱：高雄市政府
申請機關地址：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 2 號
聯絡人：孫佩霞
聯絡電話：07-3368333#5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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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節電夥伴補助作業申請計畫資料表
申請縣市

高雄市

計畫執行單位

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計畫名稱 高雄市節電策略建構與節電推動工作計畫
計畫
主持人
計畫
聯絡人

姓名
廖泰翔
電話 (07)3368333#5240
姓名
孫佩霞
電話 (07)3368333#5118

職稱
傳真
職稱
傳真

e-mail
手機
科員
e-mail
(07)3305432 手機
局長

doris122@kcg.gov.tw

通訊地址：(802)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 2 號

計畫內容摘要
其他補助
經費來源
執行期程

□自籌款，金額
(仟元)
□其他機關補助，機關名稱
，金額
自 111 年 9 月 1 日起至 112 年 6 月 30 日止，計 10 個月

(仟元)

計畫內容摘要：本計畫為延續 107 至 109 年執行「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計畫」及刻正執行
「節電夥伴計畫」之量能，同時協助高雄市綠電推動專案小組-「以節能服務模式加速節電低碳
行動計畫」任務目標，將節電作業向上提升至市府層級，持續推動節電事宜，進行滾動式檢討
作業目標。規劃針對節電基礎工作與因地制宜等項目，進行相關執行工作。在節電基礎工作的
部分，主要包括專責組織與人力建置、能源消費調查研究、民間參與、公部門機關學校能源調
查與節電輔導及節電稽查輔導與分析等；因地制宜的部分，主要包括節電志工培育與節能宣導、
節電教育宣導、節約能源技術示範與推廣及成果發表會等。透過上述之執行工作，期望透過本
計畫之執行相關成果，藉此深入了解高雄市能源數據與用電特徵，建構能源及節電策略目標，
藉此落實高雄市節能政策推動及管理制度。同時結合當前高雄市既有資源，例如環保體系和村
里體系等志工群，期許本市節能志工團隊可以擴大正向影響力，提升全民節能觀念與落實節電，
使高雄市得以全面強化提升地方能源治理能力。另外，規劃節約能源示範推廣場域，以及辦理
高雄在地化的節電推廣等相關活動，將議題廣泛且艱澀的能源治理成果，推廣至高雄各階層，
擴增高雄市民參與意見交換的管道，營造全民參與節電以及愛與關懷的社會氛圍，接續打造高
雄市未來推動地方能源治理所需的各項基礎，加速高雄市能源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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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直轄市縣(市)節電夥伴節能治理與推廣計畫
委員審查意見回覆
審查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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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回覆

宜增加公民參與、抑制尖峰用 感謝委員意見。高雄市過去執行三年縣市共推住商
電策略。
節電計畫極力推廣公民團體參與，為擴大過去執行
成果量能，延續「由上而下」的社會參與活動形式，
商圈公民參與活動以轄內服務業為主，邀集服務業
店家共同參與，期擴大精進辦理，規劃不同對象與
層面(如結合人文或產學等)攜手合作，提供執行建
議或經驗分享，彙集相關經驗及執行方式，共同擴
散節電效益。本提案針對公民參與部分規劃參與式
預算，透過相關活動之辦理提升服務業廠商節電之
意願，相關成功經驗也可複製到相同業別之廠商，
以達到抑制尖峰用電的成果。另透過節約能源技術
示範與推廣和相關節電教育宣導活動中，如藉由社
區診斷活動，由節電團隊及志工協助評估導入建築
外牆隔熱、遮陽、屋頂綠化及冷氣機清洗，降低建
築物熱負荷及減少冷氣用電量，將因應高雄高溫之
氣候條件，進行強化冷氣使用與創新隔熱降溫之技
術，藉由住商部門各個層面來抑制尖峰用電。
建議針對炎熱的天候設計策 感謝委員意見。夏月電力耗用為全年的高峰期，本
略，例如旅宿業導入熱泵獎 市目前針對住商業別推動ESCO專案撰寫服務，協
勵；一般住宅隔熱貼、遮陽及 助用電量較大且有改善意願者，專案量身訂做節能
清洗冷氣獎勵等。
設備改善之建議，期望可減輕夏月整體用電之負
擔。另在節約能源技術示範與推廣和相關節電教育
宣導活動中，如藉由社區診斷活動，由節電團隊及
志工協助評估導入建築外牆隔熱、遮陽、屋頂綠化
及冷氣機清洗，降低建築物熱負荷及減少冷氣用電
量，將因應高雄高溫之氣候條件，進行強化冷氣使
用與創新隔熱降溫之技術，藉此抑制高雄尖峰用
電。
109年有設下兩年內建置8 萬 感謝委員意見。智慧電表裝設目標乃本府推動之重
戶智慧電表之目標，請補充說 點工作項目，透過智慧電錶的裝設可讓用戶了解自
明達成狀況；同時如何善用智 身電力使用情況，也有助於市府制定相關能源政策
慧電表的各項功能來協助節 之參考，根據台電資料顯示，統計至110年12月31日
能目標之推動。
高雄市已布建131,300具，智慧型電表搭配通訊系
統(含通訊網路)及電表資料管理系統組成，除可記
錄用戶用電情形、定時回傳電表資料外，亦可取代
人工抄表。針對用電部分進行監測，讓使用者了解
使用電量的狀況，及契約容量是否有超約，進行省
II

電自我診斷改善用電效率，達到節能減碳的目的，
未來將持續推動，期望盡早完成相關目標。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
(https://ami-meter.taipower.com.tw/views/home.php)

在節電志工培訓及提供各項
資訊有甚多投入，請補充說明
市府如何結合志工擴大節能
之推動，同時達成哪些具體成
效。
4

市府過去在導入ESCO模式推
動節能改善已有初步成效，建
議未來能更進一步結合ESCO
專業廠商持續強化這項工作。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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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亮點為推動公部門及相
關機構導入能源服務業
(ESCO)，以績效保證專案擴大
節 能 效 果 ( 預 估 可 省 1316
萬度電節)，但此案占逾九成

感謝委員意見。志工方面除節電志工外，亦結合環
保局志工辦理節電志工培育及交流會議期透過靜
態及動態分享，交流培養志工情誼與分享志工服務
經驗，引導志工更積極向外推動節能減碳工作擴大
正向影響力。藉由志工各有其專長，有台電認證的
居家節電達人、說故事媽媽等，透過節電宣導活動
的辦理可使其發揮專長，進而促進志工們仿效交
流，節電志工立下示範。另如結合跨局處合作辦理
(如本市工務局「高雄市優良公寓大廈評選活動」
、
環保局「高雄市低碳永續家園建構推動計畫」)，像
是建築隔熱、屋頂綠化等皆為節能範圍，擴大節電
志工社區診斷效益，同時達到資源整合便利性。
感謝委員意見。過去在小港醫院、中山大學、高雄
郵局及義大皇家酒店等多單位推動節能有成，刻正
執行之夥伴計畫辦理ESCO說明會中亦邀請台灣能
源技術服務產業發展協會、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
會、成功案例之單位及ESCO專業廠商共同出席，
業者對於ESCO相關疑慮皆可現場提供建議，亦藉
由先前成功案例分享，促使業者欲執行ESCO績效
保證專案更有信心，針對導入ESCO專案有潛力及
意願單位，媒合推動落實專案，未來也會持續精進
辦理，以擴大推廣節電效益。
感謝委員意見。績效保證專案之預期效益係依過去
執行計畫之實際案例節電量進行估算，以義大皇家
酒店為例，每年可節省2,190,752度電，完成6件
ESCO專案，預計共計節省1,314萬度電；參考委員
意見，檢視111年上半年完成6案之節能績效保證申
III

節電量，比例似乎過重，可在 請案之撰寫，其中包含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國立科
年度內檢視。
學工藝博物館、美麗四季汽車旅館、健仁醫院、三
信家商與旅捷商務旅館，預計可協助單位汰換或新
設相關空調系統、燈具、電熱水器與太陽能板等設
備，整體案件規模將近七千萬元(補助經費占2成左
右)，估計約可每年省下2,635,401度電，希望可以藉
此號召更多機關單位一起投入。若未來6件ESCO專
案皆為較大型之商場，期未來持續朝此方向進行推
廣，以達節電目標。
節省用電量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
美麗四季汽車旅館
三信家商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健仁醫院
旅捷商務旅館

3,000,000
2,500,000

129,451

2,000,000

874,017

1,500,000

1,000,000

325,297
251,792

500,000

776,4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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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經費估算過高，宜檢示其
合理性(如參訪僅半天經費估
算需30萬元、說明會半天估算
需24萬元)

278,400

感謝委員意見。為使活動辦理更深入，本計畫每場
次將以多元推廣方式辦理，如以行動劇搭配闖關遊
戲等方式，推廣民眾節電。另經費配比乃依照過往
相關辦理之活動預算編列(如請明華園將節電概念
融入劇本，推廣予民眾)，活動性質與規模均為預算
編列的考量之一，本計畫辦理各項活動所需經費已
進行調整，如P.49「經常支出中人事費以外各項費」
請委員參考。
親子音樂會沒有經費估算，是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規劃辦理校園能源教育宣導
否此年度不執行?
2場次，參與對象年齡層自幼兒園至高中，從小扎
根，將節能知識根深柢固。可透過結合本市公共教
育場所(如科工館等)，結合其自有資源與專業，加
深加廣其觸及對象，規劃辦理如親子音樂會或節能
青年大使選拔等活動，將節電概念融入其中，因近
年受疫情影響，屆時視疫情情況適度規劃。
節電目標可再積極，並與城市 感謝委員意見。節電推廣與環保議題本就環環相
淨零目標路線圖連結。
扣，淨零碳排為目前環境政策之核心，相關業務均
圍繞於淨零碳排執行，而110年開始本市在節電的
推廣教育中，也將淨零碳排納入宣導重點，目的是
讓更多的民眾了解進而起身投入。各工作項目皆延
續過去執行量能擴大精進辦理，以擴散節電效益，
未來將持續精進擴大推廣，朝向2050年淨零碳排前
IV

節電教育宣導的經費比重高，
建議應導入節能行為科學推
力，才可望達成節電目標

10

建議加強淨零與節電/能連結
的宣導與推廣。

11

示範計畫應更具前瞻性與擴
散性。

12

進。
感謝委員意見。節電教育宣導包含校園能源教育宣
導、服務業參與式預算執行及整體活動廣宣設計，
校園能源教育宣導從小扎根，將節能知識根深柢
固，可透過結合本市公共教育場所(如科工館等)，
結合其自有資源與專業，加深加廣其觸及對象；服
務業參與式預算執行配合節電基礎工作之民間參
與，其設計規劃與辦理提案說明宣導會後，將辦理
評選、執行與頒發獎勵金等作業流程，擴大聯合附
近區域，提出有助服務業區域發展與節能推廣之宣
導示範活動，如結合市場或市集聯合辦理相關節能
推廣活動，帶動消費經濟之餘，亦可提高市民關注
本市節能政策與宣導推廣之用心；整體活動廣宣設
計透過多元化媒體方式進行宣導，最主要的重點即
為透過廣宣擴大參與階層與受眾，眼球經濟的科技
時代，圖像是點閱率的關鍵，目前社群網站於政策
行銷則是屬於電子化政府的一環，政策行銷的關鍵
乃透過有效的策略或方法，促進內外部顧客對研擬
中或已形成之公共政策產生共識或共鳴的動態過
程，以提升政策成功的機率並利於政策目標之達
成。
感謝委員意見。節電推廣與環保議題本就環環相
扣，淨零碳排為目前環境政策之核心，相關業務均
圍繞於淨零碳排執行，而110年開始本市在節電的
推廣教育中，也將淨零碳排納入宣導重點，目的是
讓更多的民眾了解進而起身投入。在本計畫的各項
說明會中，加入輔導宣導內容，如能源技術服務
(Energy Service Company，ESCO)、公民電廠、淨零
碳排及ESG等相關節電議題，並說明最新相關能源
管理規範及能源轉型相關議題，使參與對象能更了
解政策走向。
感謝委員意見。本市長期執行節電推廣計畫，累積
相當厚實之執行經驗，計畫辦理過程中均考量近程
中程及長程之規劃，不但跨領域辦理如歌仔戲節能
推廣等具創新的活動，也持續辦理校園推廣與社區
推廣等，可將相關知識擴散至校園或是家庭中的活
動，針對回饋良好的活動也會持續精進辦理。各工
作項目皆延續過去執行量能擴大精進辦理，以擴散
節電效益，如規劃校園能源教育宣導活動，辦理如
親子音樂會或節能青年大使選拔等活動，透過結合
本市公共教育場所(如科工館等)，結合其自有資源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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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專業，加深加廣其觸及對象；服務業參與式預算
執行配合節電基礎工作之民間參與，其設計規劃與
辦理提案說明宣導會後，將辦理評選、執行與頒發
獎勵金等作業流程，擴大聯合附近區域，提出有助
服務業區域發展與節能推廣之宣導示範活動，如結
合市場或市集聯合辦理相關節能推廣活動，帶動消
費經濟之餘，亦可提高市民關注本市節能政策與宣
導推廣之用心。
能源弱勢關懷的方案很有意 感謝委員意見。能源弱勢關懷為本市長期執行之重
義，建議可再配置更多的資 點，因此長期編列相關預算執行，未來也將針對相
源。
關單位結合辦理，並評估是否納入民間單位之力
量，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族群。為延續過去執行量
能，能源弱勢關懷結合社會局進行跨局處合作或相
關基金會辦理，進行雙向勾稽，以提供真正需要幫
助者，藉此做為一個拋磚引玉的手段，讓未來相關
計畫推動時可吸引更多的企業或民眾來協助這些
能源弱勢民眾或團體。也藉由導入節電志工力量，
由本計畫協同節電志工，針對弱勢家庭等族群進行
節約能源教育宣導等相關活動，藉此宣導節能知識
以及改變用電消費行為，建構及擴展高雄地方節電
氛圍。另為有更多經費挹注於能源弱勢關懷，於本
計畫中將「能源弱勢關懷」此工作項目刪除，獨立
以本市獲得之激勵競賽獎金做為能源弱勢關懷之
經費來源，以獲更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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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概要
高雄市經過三年的節電計畫執行推動，成果豐碩：(1)自 107 年起
至 109 年間推動汰換老舊冰箱節電計畫，市府率先辦理「住宅部門」冰
箱補助。(2)107 年高雄市首創結合台灣銀行辦理「LED 共同供應契約」
汰換 T8/T9 燈具，直接運用供契下單採購，降低辦理採購壓力及減輕
市庫財政負擔。(3)配合中央執行相關節電計畫，榮獲 107 年村里節電
競賽全國第一名。(4) 107 年執行「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計畫」成效良好，
獲中央讚賞及認同，成功爭取經濟部補助經費(金獎)，各項節電措施，
使得高雄市 110 年住商節電率達六都第一，顯示高雄市長期積極投入
節約用電與提高能源效率的推動有成。
本計畫乃延續高雄市執行「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計畫」及「直轄
市縣(市)節電夥伴計畫」之成果，主要針對節電基礎工作與因地制宜等
項目進行規劃。期望深入了解高雄市能源數據與用電特徵，研擬能源及
節電策略目標，藉此落實高雄市節能政策推動及管理制度，同時協助高
雄市綠電推動專案小組之節電目標及相關任務，以「節能服務模式加速
節電低碳行動計畫」為目標，進行滾動式修正。
於節電基礎工作中，規劃參與對象包含公部門機關學校及服務業。
民間參與預計辦理參與式預算說明會，說明相關規則，期能藉由集思廣
益，激盪出創新之節電手法；公部門機關學校進行能源調查與節電輔
導，帶領高雄市落實節能以達風行草偃之效；而服務業除召開節電暨稽
查輔導說明會以利店家了解節電相關法規及措施，藉由查核以落實節
電目標，亦透過商圈結合不同層面辦理相關節電措施，以擴大節電效
益。
於因地制宜中，規劃節電志工培育、節電教育宣導、節約能源技術
示範與推廣及成果發表會等四大項。節電志工培育持續藉由課程吸收
知識，並結合本市工務局或環保局進行社區診斷，將知識化為行動。節
電教育宣導包含校園及服務業活動，服務業活動為參與式預算之成果
展現，期透過宣導活動促使節電認知的傳達。節約能源技術示範與推廣
規劃如說明會、參訪及媒合申請等措施協助業主深入瞭解能源服務模
式(Energy Service Company, ESCO)。
※關鍵詞：節電策略、民間參與、E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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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標
(一) 現有節電工作推展摘要
107 年至 109 年期間及刻正執行「節電夥伴計畫」結合中央主導及
地方共推措施，中央主導包含「政府帶頭」
、
「產業響應」及「全民參與」
三大主軸，地方協力共推措施包含「節電基礎工作」
、
「設備汰換」及「因
地制宜」，建構全民節電氛圍，逐步節約用電。
高雄市深耕節電基礎工作及因地制宜，多年來推出各式節能宣導
方案及相關措施，包含節電稽查輔導、在地能源使用情形研究、專責組
織與人力建置、節電志工組織合作、民間參與住商節電推廣活動等，策
略性地自機關學校部門擴散到住宅部門。
於節電基礎工作中，對象為公部門機關學校及服務業。公部門機關
學校進行能源調查與節電輔導，提供機關改善建議，使機關達節電目
標；而服務業藉由查核以落實節電目標，並透過能源消費研究綜合評析
整體數據以及各用電影響因子之間的關聯性，深入探討高雄市用電特
色、節電成效與未來可能節電做法，規劃高雄市節電策略，以利進行滾
動式調整。
於因地制宜中，辦理節電志工培育、節電教育宣導、節約能源技術
示範與推廣等三大項。節電志工培育持續藉由課程吸收知識及實地執
行宣導活動，將知識擴散至民眾。節電教育宣導包含校園及服務業活
動，服務業活動為結合商圈及傳統戲劇辦理宣導活動，不分年齡階層，
寓教於樂住商同樂；校園活動透過彩繪及節電趣味體驗營，讓參加的學
童及家長皆可吸收不同領域之知識。節約能源技術示範與推廣規劃辦
理說明會、參訪及媒合申請等措施，協助業主深入瞭解能源服務模式。
辦理相關措施外，同時極力推廣節能教育活動，能源教育的推動向
來為高雄市所重視，針對校園進行多場次的能源教育推廣活動，獲得在
地學童好評，將生硬的節能源資訊轉化為多樣性且有趣方式呈現，向下
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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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預期目標
高雄市已於 109 年 10 月 27 日啟動「高雄市綠電推動專案小組」
且陸續召開工作會議，並以「漁電共生專區優先示範推動」
、
「公私有
房舍推展光電屋頂計畫」
、
「以節能服務模式加速節電低碳行動計畫」
、
「學校建築物綠能規劃及智慧用電」及「高雄市轄區內電廠友善降載」
等 5 大任務編組列為推動目標；其中「以節能服務模式加速節電低碳
行動計畫」為目標，並延續 107 至 109 年執行「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
動計畫」及「直轄市縣(市)節電夥伴計畫」之成果量能，將節電作業向
上提升至市府層級，持續推動節電事宜，並視作業方向，持續進行滾
動式檢討目標。
本計畫配合上述節電目標及相關任務，規劃相關執行工作項目，
計畫架構圖如圖一所示，預期節電效益 2,635,401 度(詳細計算方式如
P.39-42 四、預期效益評估 ESCO 推廣及媒合 2,635,401 度)，期藉由本
計畫之相關執行成果，協助高雄市地方能源治理及加速能源轉型。
辦理相關節電措施同時亦達到 SDGs 永續發展目標之精神，「可
負擔的潔淨能源 (7：Affordable and Energy)」、「合適的工作及經濟成
長(8：Decent Work And Economic Growth)」、
「工業化、創新及基礎建
設(9：Industry,Innov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
「減少不平等(10：Reduced
Inequalities)」、「永續城鄉(11：Sustainable Cities and Communities)」、
「責任消費及生產(12：Responsi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及
「氣候行動(13：Climate Action)」。

3

圖一、計畫架構圖

計畫內容與實施方法
(一) 節電基礎工作
1.1 專責組織與人力建置
高雄市為加速推動綠電設置，建構綠能科技潔淨能源，於 109
年 10 月 27 日成立跨機關「綠電推動專案小組」並陸續召開工作
小組會議，以太陽光電為主軸，依據「節能、創能、儲能」三大
面向，提出 6 年設置 1G(1000 百萬瓦)之目標，期能降低對石化
燃料之依賴及空氣污染，每年減碳 236.3 萬噸(相當於 1,180 座高
雄都會公園之固碳量)，並帶動太陽光電上、中、下游 500 億元之
經濟產值。
「綠電推動専案小組」組織架構如圖二所示，由副市長擔任
召集人，工務局及經發局擔任幕僚單位，負責邀集轄內各單位及
台電公司、專家顧問等組成綠電專案小組，對接經濟部能源局共
同推展高雄市綠電政策及產業發展，並不定期的辦理相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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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執行現況，進行滾動式修正。
因應專案小組的成立，本計畫以「節能服務模式加速節電低
碳行動計畫」為目標，發揮擔任幕僚的專業定位，協助推動整體
組織的運作，同時透過組織的實際運作，滾動檢討整體架構的完
備性，使各參與局處與單位有效貢獻專長，推動各項深具挑戰的
能源治理工作。

圖二、綠電推動專案小組組織圖
訂下兩年內新設太陽光電容量達 270 MW、建置 8 萬戶智慧
電表、綠電應用示範區及推動儲能系統應用等四項目標(如圖三)，
並同時邀集各局處推展漁電共生專區、光電屋頂、節能低碳行動、
電廠友善降轉、學校建築物智慧用電等五大任務(如圖四)。

圖三、綠電推動專案小組四大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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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綠電推動專案小組五大任務
在推動執行上，依據綠電推動專案小組訂定之目標及任務，
本計畫將協助高雄市政府跨局處之各項工作協調與整合，加速工
作執行成效。除綠電推動專案小組既有工作外，本計畫將規劃四
項主要工作項目，協助綠電推動專案小組之相關作業。
1. 及時追蹤與分析國際與國內相關能源議題：本工作項目主要追
蹤來源包括國內外有關能源議題之最新資訊，將國內外相關能
源議題資料彙整分析後，提供綠電小組相關成員參考。
2. 因應能源產業相關機構拜會，協助整理相關資訊及辦理各項大
小臨時會議：本工作項目將協助高雄市政府掌握整體計畫中各
項措施進度的達成情形及目前面臨問題等狀況，以及國內外相
關單位拜會時，提供談參資料，以利高雄市政府進行資訊交流，
而各局處亦可透過橫向溝通，達到資源充分運用。
3. 局處資料交流彙整歸納與分析：本工作項目將協助彙整相關資
料，以供高雄市政府能隨時掌握各局處的工作任務執行狀況，
同時各局處亦可藉由本計畫的協助，短時間內了解整體工作任
務的推動情形，藉此隨時可針對推動方式進行滾動式修正。
4. 綠電小組網站維護與更新：綠電推動專案小組已成立專屬網
站，主要包括焦點消息、公開數據、再生能源資訊、智慧電網
及節能資訊與能源技術服務等功能，如圖五所示。另針對平台
(本市特別編列預算)持續精進擴充，建立綠能管理資訊整合系
統平台將再生能源的電能使用情況透過此平台將能源訊息露
出，使市府及民眾皆可隨時了解能源使用狀況，如圖六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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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綠電推動專案小組網站

圖六、綠能管理資訊整合系統平台

1.2 能源消費調查研究
我國用電部門主要分為住宅、服務業、機關及工業用電，圖
七及表一為 105 年至 110 年高雄市各部門用電資料統計，其中顯
示高雄市仍以工業用電為大宗。就高雄市 110 年各部門的用電占
比統計資料來看(如圖八及表二)，用電占比由高至低依序為工業
62.61%、住宅 19.36%、服務業 14.65%、機關 2.58%及農林漁牧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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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高雄市 105 年至 110 年各部門用電量統計圖

圖八、高雄市 105 年至 110 年各部門用電占比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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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高雄市 105 年至 110 年各部門用電量統計表
年份

住宅用電
(度)

服務業用電
(度)

機關用電
(度)

農林漁牧用電
(度)

工業用電
(度)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5,610,161,961
5,656,234,084
5,509,312,697
5,546,314,734
5,869,630,206
5,958,158,001

4,602,379,806
4,656,638,822
4,503,311,337
4,676,484,542
4,579,025,497
4,506,381,767

1,022,323,829
999,305,070
967,098,490
939,711,458
896,638,662
793,584,699

234,988,682
244,421,578
241,231,810
245,175,551
253,120,923
247,987,432

16,325,706,511
17,032,606,551
18,325,450,481
17,716,716,300
17,987,502,937
19,264,603,813

住商用電(度) 住商部門用電成
(不含工業用電)
長率(%)
11,469,854,278
11,556,599,554
11,220,954,334
11,407,686,285
11,598,415,288
11,506,111,899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

表二、高雄市 105 年至 110 年各部門用電占比統計表
年份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住宅用電占比 服務業用電占比 機關用電占比 農林漁牧用電占比 工業用電占比
(%)
(%)
(%)
(%)
(%)
20.18%
16.56%
3.68%
0.85%
58.73%
19.78%
16.29%
3.50%
0.85%
59.58%
18.65%
15.24%
3.27%
0.82%
62.02%
19.04%
16.06%
3.23%
0.84%
60.83%
19.84%
15.48%
3.03%
0.86%
60.80%
19.36%
14.65%
2.58%
0.81%
6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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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6%
-2.90%
1.66%
1.67%
-0.80%

由表二顯示，住商部門以住宅用電及服務業用電占比為較
高，住商部門用電成長情形如圖九及表三所示，以 110 年而言，
除了住宅部門為正成長，成長率為 1.51%，其餘三個部門皆為負
成長，依序為服務業部門-1.59%、農林漁牧部門-2.03%及機關部
門-11.49%。

圖九、高雄市 105 年至 110 年住商部門用電成長率統計圖
表三、高雄市 105 年至 110 年住商部門用電成長率統計表
年份

住宅部門

服務業部門

機關部門

農林漁牧部門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0.82%
-2.60%
0.67%
5.83%
1.51%

1.18%
-3.29%
3.85%
-2.08%
-1.59%

-2.25%
-3.22%
-2.83%
-4.58%
-11.49%

4.01%
-1.31%
1.63%
3.24%
-2.03%

住宅部門用電 110 年相較於 109 年成長率下降甚多，推測主
要來自公設用電的節約有成，由於住宅建築公設面積於近年來受
到建築法規要求所致，逐年提升比例，連帶增加了設備數量與用
電量，但高雄市仍可做到節電，代表近年力推室內停車場 LED 汰
舊換新，以及節電意識氛圍提升之廣宣功不可沒。
而高雄市服務業銷售額與 109 年相比約增加 3.6 億元，而用
電卻下降約 7,264 萬度，故能源生產力(=銷售額/售電量)從 473 元
/度電提升至 560 元/度電，如圖十及表四所示，代表節能成效良
好且同時有效提升營業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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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高雄市 105 年至 110 年服務業能源生產力趨勢圖
表四、高雄市 105 年至 110 年服務業能源生產力趨勢表
年度

服務業銷售額
(千元)

服務業售電量
(度)

能源生產力
(元/度)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962,738,470
2,066,583,325
2,174,528,868
2,183,267,041
2,167,157,248
2,524,774,873

4,602,379,806
4,656,638,822
4,503,311,337
4,676,484,542
4,579,025,497
4,506,381,767

426.46
443.79
482.87
466.86
473.28
560.27

本計畫將針對 111 年第二季及第三季及 111 全年度進行分析
用電影響因子分析：(1)高雄市於全國和直轄市間的總體用電排序
及消長變化，進行深入的分析與探討、(2)高雄市住宅部門售電下
的表燈非營業，以及電力用電之趨勢進行分析，並引用政府公開
數據，包含：高雄市人口、電表數、中央氣象局戶外溫度等消長
變化、(3)高雄市服務業部門下群體，包括 800 kW 以上、小於 800
kW 契約用電戶、表燈營業用戶之類型售電趨勢進行剖析。
在進行上述高雄市住商部門的能源消費調查與分析等相關
工作時，由於不同的用電部門將會牽涉不同的用電影響因子指
標，例如服務業屬於營利部門，用電將會與其營利狀況有關，而
住宅則沒有營利行為，因此住宅與服務業將會依表五做細部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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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用電影響因子分析項目
項目
用電占比
去年同期用電量趨勢
與去年同期比較各部門之成長貢獻度
全國各縣市的用電量成長率的排比
去年同期的戶均用電趨勢
營利事業銷售額與用電量之關係
氣溫與用電量之關係
高雄市歷年平均人口數及戶均用電量
高雄市戶均人口數

住宅

服務業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另除上述分析外，亦結合能源影響使用因子分析因素分解法
中之指數分解法或皮爾遜積矩相關係數(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coefficient，又稱作 PPMCC 或 PCCs)，指數分解法以
LDMI(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的乘法分解法為最常使用之
模型，探討高雄市各年度用電量增減原因，再利用可能影響用電
之因子(Dact(服務業店家數量)、Dstr(部門結構變動)及 Dint(服務
業部門能源效率)，判斷其關聯性強弱，歸納出影響用電增減因子
為何。LMDI 主要是處理時間序列問題，將因變數的變動分解為
自變數變動的影響，從而找出主要的影響變因，做為後續採取因
應措施。而皮爾遜積矩相關係數法是將不同用電部門之用電影響
因子做相關性的分析，將用電影響因子間的相關性「數字化」
，找
出各用電影響因子的權重高低，協助決策者更能準確掌握用電全
貌，進而制定正確的節電策略。

1.3 民間參與
高雄市過去執行三年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計畫極力推廣公民
團體參與，繼 107 年辦理公民團體培力訓練營及公民意見溝通對
話會議，藉由公民參與以交換資訊並溝通意見，並依其結果滾動
式修正 108 年及 109 年之執行內容。108 年則深入至民間企業，
辦理公民提案說明會及公民提案巡迴學堂，透過「參與式預算」
導入「節電共享運動」並協助其預算執行；109 年延續「由上而
下」的社會參與活動形式，將公民參與對象延伸到商圈帶動民間
參與，藉由公平公開的過程，評選出高雄市最優良之節電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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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供激勵獎金，金獎為新堀江商圈、銀獎為三鳳中街、銅獎則
為新鹽埕商圈，鼓勵商圈主動投入節電工作。
擴大過去執行成果量能，延續「由上而下」的社會參與活動
形式，對象轄內服務業(如商圈)為主。邀集服務業店家共同參與，
透過公平公開的評選機制，評選出高雄市數家優良之服務業節電
參與式提案執行規劃，並提供總激勵獎金 65 萬元整，期擴大精
進辦理，規劃不同對象與層面(如結合人文或產學等)攜手合作，
共同擴散節電效益。
辦理 1 場次說明會，邀請有意提案之服務業代表，進行提案
辦理流程、活動期程、活動相關辦法與規則說明，及提供計畫書
格式等相關資料；爾後辦理評選活動，依照活動規範的各項評分
(如節電效益、措施可行性、參與活動比例、創意性與計劃書完整
性等)占比進行數據分析，同時納入質化評分指標，選出具實際執
行可行性之提案後，頒發獎勵金供其執行節電措施。
為精進擴大辦理，本次提案方向內容可參考下述，但不限於
下列內容：
(1) 設備汰換：如電燈更換成 LED 燈、感應式燈等。
(2) 具節電效益之環境改善或美化：如公共空間窗戶裝設隔熱
貼、公共空間屋頂設置綠化區域，達到建築隔熱節能目的。
(3) 具節電效益行為：如協助弱勢家庭的用電檢查等。
(4) 節電教育作為：如節電宣導活動、節電教學觀摩、培養節電
志工、成立節電宣導劇團等。
(5) 其他：其他具節能減碳性之兼具創意與實用性之作為。
此外，除上開提案方向，亦能兼顧符合 SDGs 永續發展目標
等指標，如「永續城鄉(11：Sustainable Cities and Communities)」
、
「責任消費及生產(12：Responsi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及「氣候行動(13：Climate Action)」。

1.4 公部門機關學校能源調查與節電輔導
1.4.1

協助輔導公部門機關學校節能輔導報告一式

延續刻正執行的「直轄市(縣)市節電夥伴計畫」量能，依
統計 109 年公部門機關學校之填報情形，持續針對公部門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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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學校進行能源調查與節電輔導，帶領高雄市落實節能以達
風行草偃之效，本工作項目規劃針對高雄市政府轄下 110 年
政府機關及學校節約能源填報網各機關所填報之資料，依據
110 年 EUI、EUI 基準值及基期年 EUI 等相關資料，計算其
年度目標達成情形，未達標之機關分析其未來改善方向，針
對政府機關及學校之空調系統改善、照明配置及管理手法等
項目，提供適當的節能改善建議，優先以改善節電效益較高
或具有導入能源技術服務業(ESCO)專案潛力之機關進行節
能輔導，將彙整各機關改善建議並提供報告一式，以供市府
掌握狀況。
1.4.2

協助公部門機關學校節能輔導

為督導高雄市政府轄下機關及學校用電情形，使中央及
地方共同合作達成節電目標，經濟部經邀集相關領域專家學
者諮詢，行政院於 109 年 1 月 3 日核定「政府機關及學校用
電效率管理計畫」
。由於該計畫本身訂有總體節約能源目標及
個別執行機關(構)學校節電目標，因此凡事與機關學校相關
實施事項皆須按時收集、判讀除錯，並登入政府機關及學校
節約能源填報網站蒐集各機關單位填報結果。該填報網站首
頁及填報查詢頁面如圖十一所示。使用者登入填報網站後，
即可進入填報專區進行相關資料的填寫。除填報專區功能之
外，該網站另包含查詢專區、計畫達成現況、問卷專區、督
導檢視區等功能，如圖十二所示。

圖十一、政府機關及學校節約能源填報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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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政府機關及學校節約能源填報網站查詢功能
填報網站功能主要分為兩大部分，分別為基本資料及用
電用油填報專區，以及照明及空調設備(公用設備及車輛)填
報專區。僅基本資料及用電用油填報專區在填報期間開放，
其填報系統將依函文通知進行開放，其填報流程如圖十三所
式。而照明及空調設備(公用設備及車輛)填報專區則隨時可
登入填報，其填報流程則如圖十四所示。

圖十三、基本資料及用電用油填報專區

圖十四、照明及空調設備(公用設備及車輛)填報專區
本計畫將配合中央所推動「政府機關及學校用電效率管
理計畫」
，協助高雄市政府轄下之機關及學校進行填報作業與
相關輔導工作，並協助填報資料確認，係因面積或電號數誤
植等項目，會影響機關是否達成 EUI 節電目標。規劃辦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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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次節能輔導，節能輔導工作邀請國內各節能領域專家，以
節能技術之角度，結合本市既有節能技術服務能量，將可提
供各類型能源用戶最全面性及最佳化之現場節能建議，輔導
流程如圖十五，透過現場輔導、發掘成功案例及措施宣導等
手段，擴散有效節電做法，以引導各機關(構)及學校達成節電
目標。
根據輔導用戶現場能源使用情形，分析能源設備資料，
研提節能改善建議措施，給予受輔導用戶執行節能改善工程
及效益計算之參考，提供受輔導機關節能診斷報告書一式，
並彙整提供 5 家次節能診斷報告書，以供市府後續進行策略
面滾動式修正。

圖十五、節能輔導流程圖

1.5 節電稽查輔導與分析
1.5.1

邀請服務業召開節電暨稽查輔導說明會

高雄市自 107 年針對 20 類服務業能源用戶及零售商進
行節能稽查作業，並持續擴大推廣。為有效落實節約能源工
作，經濟部針對 20 類服務業能源用戶公告實施「冷氣不外
洩」
、
「禁用鹵素燈泡及白熾燈泡」
、
「室內冷氣溫度限值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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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三項節約能源規定並擴大納管，為使服務業商家皆能落實
遵守能源管理規定，以及自願性節能標章及強制性能源效率
分級標示等節能規範制度。
有鑑於本市過往稽查區域與家數較少，稽查過程常有商
家不清楚能源管理法與相關罰則，同時本市刻正積極朝淨零
碳排目標前進，故規劃辦理於執行稽查作業前辦理 2 場次節
電暨稽查說明會，欲邀集服務業等公(工)協會單位共同參與，
宣導內容除 20 類服務業能源用戶稽查項目、節能標章及能源
效率分級標示外，特別加入輔導宣導內容，如能源技術服務
(Energy Service Company，ESCO)、公民電廠、淨零碳排及 ESG
等相關節電議題，並說明最新相關能源管理規範及能源轉型
相關議題，使商家除對於現行法規制度有一定的了解程度，
亦能了解政策走向。
1.5.2

20 類指定能源用戶節約能源規定查核

節能減碳已成為國際趨勢，為此經濟部針對 20 類服務業
能源用戶公告實施三項節約能源規定，包含「冷氣不外洩」、
「禁用鹵素燈泡及白熾燈泡」
、室內冷氣溫度限值 26℃」等相
關規定。
高雄市於三年「縣市住商共推計畫」及刻正執行的「直轄
市(縣)市節電夥伴計畫」中針對 20 類指定能源用戶查核作業
已執行多年，於 107 至 110 各年度分別於鼓山區及前鎮區、
苓雅區、鼓山區及前鎮區、苓雅區及楠梓區進行稽查，初檢合
格比例分別為 92.11%、98.41%、99.61%及 99.06%，如表六所
列，稽查初期合格比例有明顯逐年上升趨勢，近兩年皆達 99%
以上，顯示已漸趨向穩定趨勢，亦表示商家對於能源相關規定
有一定的了解程度，且皆能配合執行節能作業，為確保商家可
了解現行法規及執行狀況，持續辦理相關稽查作業。
本項查核工作係以協助 20 類服務業能源用戶落實能源規
定為目的，規劃執行 300 家次稽查作業，期能擴大稽查家數
以創造節電量，並延續高雄歷年計畫執行成果。
透過近四年之稽查結果可見，
「室內冷氣溫度限值」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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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主要違規項目，然藉由執行稽查作業同時亦進行宣導作業，
此項目之違規家次已有明顯下降的趨勢；而在「冷氣不外洩」
及「禁用鹵素燈泡及白熾燈泡」方面，於 108 年至 110 年度
稽查結果中，全數受稽查之業者均符合規定，顯示商家對於節
能措施有相當了解。
表六、107 年至 110 年 20 類指定用戶稽查結果分析表
項目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調查行政區

鼓山區
前鎮區

苓雅區

鼓山區
前鎮區

苓雅區
楠梓區

281

247

253

316

冷氣不外洩

1

0

0

0

禁用鹵素燈泡及白熾燈泡

1

0

0

0

室內冷氣溫度限值

16

3

1

3

規避妨礙或拒絕檢查

5

1

0

2

304

251

254

319

92.11

98.41

99.61

99.06

符合規定，辦理結案

初次檢查

未符合
規定
其他
總計

合格比率(%)

針對本工作項目，本計畫將依各行政區之人口規模及耗
電總數作為參考依據，並與經濟部能源局之委辦訪查團隊綠
色生產力基金會進行區域分工，以避免重複訪查。在確認稽查
行政區域後，將走訪該行政區域之各類別服務業店家，並於稽
查過程中考量 20 類指定能源用戶之分配情形，以避免類別集
中之狀況發生。
本計畫後續將從家次、用戶類別、行政區分布及違規項目
等各面向進行統整，並深入探討經常違規之項目及違規比例
較高之用戶類別，提出改善建議。藉由此工作項目，不僅可了
解各類能源用戶之能源使用習慣及易違反規定之類別，亦可
透過行政區域統計，作為後續需加強推廣行政區之參考，以協
助行政區管理單位安排相關措施。
1.5.3

節能標章與能源效率分級標示稽查
為使民眾購買電器產品時能夠辨別產品之能源效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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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局推動強制性能源效率分級標示及自願性節能標章等電器
產品規範制度，期能透過明確標示，鼓勵民眾購買能源效率較
高之產品以降低能源消耗，跟隨國際節能減碳之趨勢。
在「能源效率分級標示」方面，高雄市於 107 年至 111 年
的稽查統計如表七所示。以張貼正確率而言，皆達 98%以上，
且因持續稽查宣導使正確率逐年上升；然張貼率因隨列管品
項逐年增加，商家仍有賴政府加強宣導或擴大稽查作業，以利
商家了解現行能源法規。
表七、高雄市 107 年至 111 年能源效率分級標示稽查輔導統計表
年度

產品數

確實
張貼數

107

5,229

5,147

108

4,521

109
111

張貼情形
張貼率(%)

正確

錯誤

正確率(%)

98.43

5,092

55

98.93

4,299

95.05

4,214

85

98.02

3,337

3,172

95.06

3,122

50

98.44

2,480

2,197

88.59

2,196

1

99.95

註：110 年無執行稽查作業

在「節能標章」方面，高雄市於 107 年至 111 年節能標
章稽查成果統計如表八，以張貼正確率而言，4 年皆達 98%以
上；以張貼率而言，因節能標章不具強制性，屬自願性無罰則，
故張貼率明顯較低，商家之間也因其銷售之電器產品種類差
異，而有懸殊的表現，故節能標章張貼率推廣空間較大，可作
為未來稽查輔導之重點。
表八、高雄市 107 年至 111 年節能標章標示稽查輔導統計表
年度

產品數

確實
張貼數

張貼率(%)

107

17,862

1,974

108

17,734

109
111

張貼情形
正確

錯誤

正確率(%)

11.05

1,949

25

98.73

1,885

10.63

1,862

23

98.78

11,771

1,159

9.85

1,140

19

98.36

3,102

1,488

47.97

1,486

2

99.87

註：110 年無執行稽查作業

考量後疫情時代四大類零售業者也紛紛發展線上通路，
且依據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進行 109 年網購消費者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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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結果顯示，臺灣消費者有 52.9%在線上購物，也因疫情加速
線上購物蓬勃發展，發現有將近三成消費者在網購時，會優先
選擇實體零售網購通路，本市人口為全國第三大，故本次規劃
稽查時，同步調查店家是否有線上販售通路，於稽查過程除針
對實體店面輔導，同時強調線上通路張貼「能源效率分級標
示」與「節能標章」之重要性。
為延續高雄市歷年執行計畫量能，本計畫將持續規劃進
行節能標章與能源效率分級標示稽查之工作，於今年度上半
年已完成稽查 100 家次，故本計畫規劃預定稽查 50 家次。由
於三民區、鳯山區、左營區、楠梓區、前鎮區、小港區、岡山
區、苓雅區與鼓山區之賣場分布密度較高，表示與該地區對於
產品之需求為正相關，後續規劃將以賣場密度較高之行政區
列為優先稽查輔導之對象。
為兼顧商家規模與行政區合理分配，規劃以下列抽樣原
則進行稽查輔導之對象篩選：(1) 依量販店、零售商及廚具行
之比例安排三者之抽樣數量、(2)每個銷售通路都應至少稽查
一家、(3)商圈密集處優先執行並考量行政區域合理分配原則、
(4)聯繫能源局取得高雄市歷史違規商家名單，列為優先稽查
對象。為提升稽查工作執行效率，本工作項目分為前置作業、
執行階段、效益分析等三階段進行，其流程圖如圖十六所示。

圖十六、節能標章與分級標識稽查分析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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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十七所示，主要稽查重點為：(1)能源效率分級標章
標示、(2)節能標章標示張貼與否及其正確與否，進行稽查作
業時，若商家標示有誤且為初次違規，則立即告知業者並現場
改善，如塗銷或撕除產品外包裝上之標示或標章。確定其標示
情形改善後，產品才可再陳列銷售。若屬應張貼而未張貼能源
效率分級標示之產品，則協助業者至官方網站下載該產品之
標示並列印張貼於該電器產品。上述為當場輔導改善之作法，
若未當場改善，後續優先列入則將通知商家限期改善，限期改
善或蓄意違反使用規定之案件將進入後續複查階段辦理。最
後由稽查人員於現場逐核對、紀錄及填寫稽查表單後，再由業
者於表單上簽名以完成現場稽查作業。

圖十七、稽查校正項目
若有不合格之情形發生，將依照稽查人員所填寫之稽查
檢核表紀錄判定，經確認不符合規定者，將予以退件。後續將
執行作業階段之結果分類為：結案存查、結案明年複查及函請
主管機關裁罰等三類。其中，如函請主管機關裁罰而逾期未改
善或再度違反使用規定者，將造冊呈送市府並由市府函請主
管機關裁罰。若違反商標法者，將依商標法提交公平會懲處；
違反能源管理法者，則交由經濟部能源局辦理。
最後為分析階段，將彙整前述訪視業者之結果，檢討流
程設計及抽樣原則等細節是否有需要調整，進一步分析稽查
結果，分為三大指標，包含(1)區域分析、(2)產品分析及(3)通
路分析，並統計(1)不合格率、(2)張貼率及(3)正確率，後續將
提出高雄市稽查成果、未來稽查策略及節電產品宣導等相關
建議。
執行稽查作業除可使商家對於能源相關規定有一定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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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程度，保護民眾消費權益，亦達到 SDGs 永續目標之精神，
「可負擔的潔淨能源 (7：Affordable and Energy)」
、
「永續城鄉
(11：Sustainable Cities and Communities)」、
「責任消費及生產
(12：Responsi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及「氣候行動
(13：Climate Action)」。

(二) 因地制宜
2.1 節電志工培育與節電宣導
2.1.1

節電志工培育暨交流會

為持續擴大節電志工服務之量能及延續高雄市經發局所
建立之「節能志工辦法」
，將結合 107 年至 110 年高雄市既有
節電志工及高雄市各區里環保志工，並舉行節電志工培育及
交流會議，期透過靜態及動態分享，交流培養志工情誼與分享
志工服務經驗，引導志工更積極向外推動節能減碳工作擴大
正向影響力。
為協助社區節能減碳、落實節電行動、降低電能耗用，持
續精進培訓節能推廣志工和節能診斷志工，逐步落實提供鄰
里、社區節能宣導及診斷服務。本計畫規劃辦理節電志工培育
訓練營及節電志工交流會議擇一方式辦理 1 場次，說明如下。
1. 節電志工培育訓練營
針對既有的志工以外，擴大結合不同單位團體(如高
雄市各鄰里之環保志工或在地社團與學生團體)，規劃辦
理節電志工培育訓練營，培訓課程將參考志工培訓課程
內容進行規劃，並依據課程內容聘請相關領域之專家進
行授課，如有必要，亦會視實際狀況調整課程內容以符
合實際所需。節能推廣志工培訓課程可參考下表九所示，
規劃如社區家庭用電結構介紹、社區家庭電力節能應用、
社區照明節能診斷方法及案例、社區小型冷氣機診斷方
法及案例、高效率節能產品介紹等，課程舉辦示意圖如
圖十八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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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節電推廣志工培訓課程
課程名稱

內容

社區家庭用電結
構介紹及診斷實
務

社區家庭電力節
能應用

社區照明節能診
斷方法及案例

社區小型冷氣機
診斷方法及案例

高效率節能產品
介紹

⚫
1.
2.
3.
⚫
1.
2.
3.
1.
2.
3.
4.
5.
6.
1.
2.
3.
4.
1.
2.
3.
4.
5.
1.
2.
3.
4.

家庭
能源使用情形
主要耗電設備
看懂電費單
社區
大公與小公共區域能源使用情形
主要耗電設備
看懂大公與小公共區域電費單
社區電費單種類及電費計算方式
電錶、監視系統種類與功能
由電費單分析用電使用習性
合理契約容量診斷方法
合理電價計價方式診斷方法
冷氣使用與創新隔熱降溫技術
家庭及社區燈具種類及基本原理
看懂家庭社區燈具規格與種類選用
節能燈具診斷方法
實際應用案例
小型冷氣機基本原理
看懂家庭及社區冷氣機規格與種類選用
小型冷氣機節能診斷方法
小型冷氣機節能管理手法
實際應用案例
節能標章產品種類及耗電介紹
看懂高效率節能標章產品及規格
能效分級產品種類及耗電
應用案例

特色

瞭解家庭及社區能
源使用、主要耗電
設備及看懂電費單

由電費單學習診斷
契約容量、電價計
價方式及提高功率
因數方法
學習燈具種類及基
本原理，學習燈具
節能診斷方法及應
用案例
學習小型冷氣機基
本原理，進而學習
冷氣節能診斷方
法、管理手法及 應
用案例
學習高效率節能設
備種類、耗電及設
備特色

圖十八、節電志工培育訓練營
另外，高雄市政府早已針對本市節電志工，編訂有
助其宣導與提供相關網路資源之節電志工手冊，節電志
工手冊章節及內容如表十及圖十九所示，將持續針對有
意願志工提供此節電教材，作為志工後續宣導節能手法
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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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高雄節電志工手冊內容
章節

章節名稱
前言

一

高雄市用電背景

二

簡易家庭節電手法

三

社區節電宣導技巧
流程

附件

附件 1
附件 2

內容
我們是節電志工，我們很重要!
手冊目的
第一步看懂電費單
第二步瞭解電去哪
第三步動手做節電
宣導流程
宣導用品清單
宣導技巧
相關網頁
簡報範例

圖十九、高雄節電志工手冊內容
2. 節電志工交流會議
為肯定節能志工主動服務精神，本計畫將規劃辦理志工
交流會議，透過靜態及動態分享，交流培養志工情誼與分享志
工服務經驗，引導志工更積極向外推動節能減碳工作擴大正
向影響力，提升全民節能觀念與落實節電行動，辦理地點也將
評估於相關會議辦理場所或是咖啡廳等，以趣味輕鬆的方式
辦理，讓志工們可以在交流會中認識彼此並且互相成長。節電
志工交流分享會之議程安排如表十一所示、相關宣傳文宣如
圖二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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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節電志工交流分享會議程表
時間

議程內容

說明

08:30-09:00

報到

-

09:00-09:40

開場時間

1. 自我介紹
2. 志工年度活動回顧與服務心得分享
3. 未來活動辦理方向建議

09:40-10:00

休息時間

休息時間參加者可享用茶敘餐點

10:00-12:00

志工互動課程

12:00-14:00

賦歸

邀請專業師資授課
-

圖二十、節電志工交流會辦理文宣示意圖
2.1.2

節電志工教育宣導

高雄市節電志工近年已經辦理超過 30 場節電推廣活動，
由活動的辦理走進民眾的生活中，藉此普及節電意識，活動辦
理地點包含有社區鄰里、圖書館或公司企業，推廣的過程中將
由主講人分享節電的觀念或是能源轉型等相關的議題，志工
亦可同時參與其中，並且同步將節電的觀念分享給受宣導者，
感受到志工團成立與存在之價值，增添未來志工團運作之順
暢性，圖二十一為本局節能教育宣導簡報部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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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一、節電節能教育宣導簡報部分內容
本局志工團志工各有其專長，有台電認證的居家節電達
人、說故事媽媽等，透過節電宣導活動的辦理可使其發揮專
長，進而促進志工們仿效交流，節電志工立下示範。而未來志
工進行宣導時，可借鏡這些宣導模式，並與現有資源結合，如
搭配社區關懷據點課程活動、公司企業、動物園或圖書館說故
事等，並透過現有資源進行廣宣，可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為
後續節電志工宣導落實開枝散葉。
節電節能教育宣導活動訴求多元族群對象之宣導，本次
欲將能源轉型、節電意識傳播與落實在各個群體當中，像是可
宣導冷氣使用與創新隔熱降溫之技術內涵、室內空氣品質和
防疫設計結合等議題，除貫徹學習不分年齡的教育理念，同時
建構高雄地方節電氛圍。
近年受宣導人次估計至少超過 1,300 人次，本項工作之節
能教育宣導活動規劃流程如圖二十二所示，分別為：(1)執行
規劃、(2)活動準備、(3)活動辦理。

圖二十二、節電志工教育宣導活動規劃流程圖
為了協助志工節電推廣之順利並且讓這些資訊可更輕易
的帶入民眾的生活中，本局在推廣過程中也帶入多樣化的教
具與宣傳 DM，如此一來在宣導的過程中可以更容易的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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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達成互動，而互動的過程中也誘發民眾的思考，強化節電宣
導之效益，相關宣導教具與 DM 詳見圖二十三所示，圖二十
四~圖二十六為近年多元化節電教育成果。
本計畫預計辦理 5 場次節能志工教育宣導，每場次預估
參加人數為 30 人，估計共有 150 戶家庭觸及，規劃宣導對象
區分年齡層，傳達不同層面之節電概念，如針對學童(國小以
下)、青少年(國中至高中)、民眾及企業等，將整合現有資源並
透過多樣化的節電推廣活動，使節電意識觸及更多族群。

DIY LED風力發電機

有獎徵答手拿板

圖二十三、節電志工節電宣導教具與 DM

圖二十四、節電志工社區鄰里關懷據點節電宣導

圖二十五、節電志工藉由說故事傳遞節電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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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六、節電志工公司企業節電宣導
2.1.3

社區診斷
透過多年來的節電志工培育及宣導，使志工各展其長，如
擔任說故事媽媽、節電宣導及志工巡邏隊等，讓節電志工可發
揮其專長，並深入社區，強化志工節電專業。
而社區中耗能公共設備是民眾於生活中每日使用而不易
覺察的設備，然而這些電耗於無形間日日累積，可能造成龐大
的電能及金錢方面的負擔。為此，本計畫規劃 5 場次社區診
斷活動，並結合跨局處合作辦理(如本市工務局「高雄市優良
公寓大廈評選活動」
、環保局「高雄市低碳永續家園建構推動
計畫」)，像是建築隔熱、屋頂綠化等皆為節能範圍，擴大節
電志工社區診斷效益，同時達到資源整合便利性。
另也透過志工實際參與社區診斷，於節電宣導或志工交
流會由志工分享其心得，打動民心，亦藉由志工與專家攜手合
作，實際走訪社區大樓及區里間，協助診斷節電模式及生活用
電習慣，並針對社區用電提出節電措施建議，提供社區主委實
質診斷，不僅發揮志工能量，使其具備實際參與之經驗，亦可
使社區於節電方面有所進展，同時亦達到 SDGs 永續發展目
標之精神，「可負擔的潔淨能源 (7：Affordable and Energy)」
及「氣候行動(13：Climate Action)」。

圖二十七、節電志工社區診斷(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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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節電教育宣導
2.2.1

校園能源教育宣導活動

能源教育的推動一向為高雄市所重視，自 107 年起在城
鄉間，針對校園進行多場次的能源教育推廣活動，獲得在地學
童好評，例如：節電插畫、科普影片競賽、
「省電小偵探」手
作育樂營、能源知識闖關、劇團演出等方式，不斷尋找多樣性
有趣的方式，將生硬的節能源資訊向下扎根，傳遞至我們的下
一代。為塑造節電氛圍與寓教於樂之效，透過廣宣活動讓節能
理念能夠深入民眾，另一方面亦規劃透過節能闖關活動及節
能有獎徵答讓民眾對於節能及綠能之認知能更深一層。
節電教育推廣往往也伴隨著能源教育或環境教育等議
題，因此在推動的過程中也將會與不同單位合作，垂直整合相
關資源與推廣之內容，讓參加的學子或是陪同的家長都可以
吸收到這些不同領域的資訊，達到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圖二
十八為近年本市經發局能源教育推動議題與本市環保局垂直
整合之辦理成果。
近年本市經發局在推廣節電教育上也不遺餘力，除辦理
節電小偵探營外，也邀請蘋果劇團演出相關節電劇場，將節電
教育透過不同的形式推廣給學子們，於刻正執行的「直轄市
(縣)市節電夥伴計畫」中推出「虎你省電笑嗨嗨 節電趣味體
驗營」與「虎你笑嗨嗨校園能源宣導 彩繪大師徵選」兩個活
動，相關辦理成果與廣宣請參考圖二十九~圖三十。

圖二十八、跨局處能源教育合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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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九、校園能源教育宣導辦理成果

【虎你省電笑嗨嗨 節電趣味
體驗營】

【虎你笑嗨嗨校園能源宣導】
彩繪大師徵選

圖三十、校園能源教育宣導活動露出 DM
預計規劃辦理校園能源教育宣導 2 場次，參與對象年齡
層自幼兒園至高中，從小扎根，將節能知識根深柢固。可透過
結合本市公共教育場所(如科工館等)，結合其自有資源與專
業，加深加廣其觸及對象，規劃辦理如親子音樂會或節能青年
大使選拔等活動，將節電概念融入其中。
藉舉辦如親子音樂會，於演出融入節電概念，不僅使孩童
沉浸於玩樂氣氛，亦可吸收相關知識以達寓教於樂之效，並搭
配有獎徵答活動以確保觀念吸收及提高孩童參與表現；如節
能青年大使選拔則於校園中招募有志之士，參與本市節電科
普相關活動以吸收節電知識並助其推廣，盼其後續能將之應
用於校園及家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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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服務業節電參與式預算執行

配合節電基礎工作之民間參與，其設計規劃與辦理提案
說明宣導會後，將辦理評選、執行與頒發獎勵金等作業流程。
參與提案獲選的服務業者將如圖三十一所示，辦理相關節電
宣導或示範推廣等活動。

圖三十一、商圈結合舞蹈辦理節電措施
提案服務業其活動辦理將擴大聯合附近區域，提出有助
服務業區域發展與節能推廣之宣導示範活動，如結合市場或
市集聯合辦理相關節能推廣活動，帶動消費經濟之餘，亦可提
高市民關注本市節能政策與宣導推廣之用心。
經提案單位規劃適宜預算方案，經過提案審議評選，提出
預算案的執行對象、地點、範圍、內容以及辦理進度等後，本
府執行團隊進行追蹤輔導其單位提案報告，爾後由專家委員
評選後選出具實際執行可行性之提案，針對該案進行撥款補
助。獲選後舉辦相關節能推廣示範活動讓市民朋友共同參與，
本府執行團隊協助將相關成果彙整成報告，以利未來提案執
行時之參考。
2.2.3 整體活動廣宣設計
節電推動工作，最主要的重點即為透過廣宣擴大參與階
層與受眾，眼球經濟的科技時代，圖像是點閱率的關鍵，目前
社群網站於政策行銷則是屬於電子化政府的一環，政策行銷
的關鍵乃透過有效的策略或方法，促進內外部顧客對研擬中
或已形成之公共政策產生共識或共鳴的動態過程，以提升政
策成功的機率並利於政策目標之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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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多元化媒體方式進行宣導主題(暫定)，主要採平面、
社群媒體、交通運具與媒體報導為主要廣宣工具，活動示意圖
如圖三十二。

平面

社群平台

交通運具
新聞報導
圖三十二、節電活動廣宣示意圖

2.3 節約能源技術示範與推廣
2.3.1

能源服務模式(ESCO)管理研析及推動報告

因應高能源價格及溫室氣體減量趨勢，推動節約能源及
提升能源使用效率，藉由能源技術服務公司(Energy Service
Company, ESCO) 推 動 的 節 能 措 施 ， 以 節 能 績 效 保 證 契 約
(Energy SavingPerformance Contract, ESPC)，整合節能技術與
資金融通專家，為客戶量身訂做一套服務專案。
本市自過往設備汰換補助辦理過程中，逐步協助輔導業
者汰換耗能設備，然企業規模大，其耗能設備管理也繁雜，故
藉由具有專業節能技術的能源技術服務公司，為客戶評估可
行的節能改造措施，協助其分析改造工程所需要的資金及回
收年限，減輕其推動節能工程。企業能源用戶改善了能源使用
效率，減少能源費用支出，而且不必額外支付工程費用；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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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服務公司增加了公司的營業額及獲利；金融機構紓解其
資金壓力，可形成能源用戶、能源技術服務公司、金融機構三
贏的局面。
110 年為本市 ESCO 推動元年，小港醫院、中山大學、高
雄郵局及義大皇家酒店等多單位推動節能有成，111 年本市多
家企業參訪義大皇家酒店了解其改善成效，透過實際參訪交
流座談與說明，即時為業者解惑並加入節能腳步。
本計畫欲加強推動高雄公部門導入 ESCO，將協助以下服
務：如提供公部門 ESCO 採購程序資訊參考，建置 ESCO 採
購招標文件(包括採購契約、採購須知等)，並輔導公部門協助
導入節能績效保證專案，協助公部門先期診斷服務。另外，也
結合國內外能源及減碳相關宣導活動與媒體通路，闡述 ESCO
產業的價值與角色功能，促使政府機關與企業團體充分理解
改善能源效率在節能減碳的重要性，使經濟成長的同時，兼顧
環境永續的概念，以達 SDGs 中「合適的工作及經濟成長」(8：
Decent Work And Economic Growth)、「責任消費及生產(12：
Responsi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及「氣候行動(13：
Climate Action)」之目標。

ESCO推動元年成果記者會

ESCO說明會

觀摩能源技術服務實績座談會

義大皇家酒店參訪

圖三十三、本市 ESCO 推動辦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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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能源服務模式(ESCO)說明會或交流會

能源服務模式(ESCO)提供綜合性工程技術服務，對能源
用戶(業主)保證節能績效之承諾，並採用適當的量測與驗證程
序計算節能績效，再從節省的節能費用來回收節能技術服務
與設備等費用支出，也可以在雙方協商合意下，由能源用戶編
列部分預算支付專案費用，以縮短回收年限，ESCO 推動各階
段效益詳見圖三十四說明。

圖三十四、ESCO 推動各階段效益
為增進能源服務模式於高雄進行成功的宣導推動以及本
計畫成果於未來可以深植市政，關於能源服務模式的背景資
訊收集以及推動瓶頸分析兩個階段進行過程中，本計畫將針
對 ESCO 產業常面臨的問題，透過說明會的方式，讓想投入
參與 ESCO 的意願者能夠進一步了解 ESCO 的實質內函與運
作模式。期望透過說明會的辦理，將相關成功案例經驗擴散於
相同類型之業者，將針對 ESCO 辦理時常面臨的困難，透過
說明會的方式讓想投入參與 ESCO 的單位能夠進一步了解
ESCO 的實質內函與運作模式，促進高雄 ESCO 產業的發展
與能源服務模式的推動，表十二為節能績效保證專案示範推
廣補助要點，預計辦理 2 場次說明會或交流會，目前初步規
劃之活動議程如表十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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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節能績效保證專案示範推廣補助要點
項目

說明

補助對象

✓

依法設立登記之法人、醫療機構、機關及學校

補助條件

✓
✓
✓
✓

申請補助單位契約用電容量達 100 瓩以上者
整合自身及所屬(轄)單位累積契約用電容量達 500 瓩以上者
績效保證計畫節能率不得低於 10%
該績效保證計畫項目未獲其他補助者

✓

補助額度以 500 萬元為上限，且未超過該計畫執行經費 20%為原則，或自身及
所屬(轄)單位且累積契約用電容量達 500 瓩以上，補助額度以 1500 萬元為上
限，且未超過計畫執行經費 20%為原則
如為中小企業，補助額度得提高補助比例上限至計畫執行經費之 30%
優先補助項目，其補助比例得就優先補助項目部分所需經費，提高 10%補助比
例上限

補助額度

✓
✓

✓
✓
優先補助
項目

✓
✓
✓
✓
✓

其它補助
項目

✓
✓
✓

申請文件

✓
✓
✓

動力機械設備：泵浦、風機、空氣壓縮機及馬達
服務業中央空調系統：水側系統耗能指標值小於 0.75kW/RT、空氣側系統耗能
指標值小於 0.25kW/RT 之改善項目
資料中心能源效率指標值(Power Usage Effectiveness；PUE)小於 1.5
建置能源管理系統(Energy Management System；EMS)
運用創能減少用電負載之設備技術
績效保證計畫之設備與其附屬週邊設備(包括檢測儀器、控制系統及其他相關設
備)及技術與專利之費用
因安裝前款設備直接發生之材料、零件、設備使用費、工程施作及其他相關費
用
其他與績效保證計畫相關之必要費用(如保險費用、工安衛費用、節能績效驗證
費用及其他相關費用)
專案管理技術服務費用
監造技術服務費用
申請書
未獲其他補助切結書
績效保證計畫書(應包含能源使用概況、計畫概要、預估節能效益及節能率、節
能績效量測驗證及節能率計算方式、節能績效量測驗證基本約定、經費估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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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三、能源服務模式推廣媒合交流會議程規劃
時間
13：30 ~ 14：00
14：00 ~ 14：10
14：10~ 14：40
14：40 ~ 15：20
15：20 ~ 15：30
15：30 ~ 15：50
15：50 ~ 16：10
16：10~16：30
16：30 ~

2.3.3

議程內容
報到
長官致詞&引言
節能服務產業發展趨勢與機會
ESCO商業模式與申請需知介紹
休息及交流時間
銀行貸款條件及申請流程說明
能源服務採購實際成功案例分享
1. 節能績效保證專案輔導申請業務媒合說明
2. 補助辦法說明
3. 綜合座談及問題討論
散會

能源服務模式(ESCO)示範場域參訪

能源服務模式之主要目的為提供能源效率全方位改善服
務，協助業界擬定節能計畫，費用則由改善能源使用效益中償
還，從中尋求節能減碳之機會，有系統地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以
及降低能源耗用，達到持續改善的目標。
如於 110 年計畫執行時，義大酒店於 108 年與 ESCO 合
作，針對空調、熱水系統以及停車場照明進行改善，其中以熱
水系統中的鍋爐分配桶串接節能率約 44%成效最為顯著。義
大皇家酒店 ESCO 整個工程投入費用為 6,448,365 元，核定補
助款為 1,934,510 元，實際花費為 4,513,855 元，估計共計 2.8
年即可回收投入成本。
藉由實務交流進一步了解 ESCO 的專案評估流程與服務
成效，參與業者多展現高度興趣把握機會當面交流互動，提升
參與節能技術服務意願。
為掌握參與機關企業實際需求與困難，持續規劃多元宣
導、說明會和實地參訪活動，如透過座談交流促進機關企業節
能意願，協助需求單位向能源局申請。
本計畫規劃辦理能源服務模式示範場域參訪 1 場次，挑
選近年曾申辦過節能績效保證專案之績優單位，議程表詳見
表十四所示。能源服務模式示範場域參訪考量辦理場所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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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與代表性，優先挑選場域近年在 ESCO 業務上有顯著成果
之地點。
表十四、ESCO 示範場域參訪議程表
時間
14：00 ~ 14：30
14：30 ~ 15：00
15：00 ~ 15：50
15：50 ~ 16：30
16：30 ~

2.3.4

議程內容
報到
參訪單位基本介紹與歷年實績說明
案場實地導覽
茶敘座談
賦歸

節能績效保證專案媒合申請

本計畫將優先針對高雄服務業，協助輔導在地業主提出
ESCO 節能專案申請。在 ESCO 節能專案提出申請前，首先必
需要讓申請業主熟悉了解整個 ESCO 的運作機制與相關流程，
因此本計畫先透過說明會或交流會的方式，藉此促成業主與
ESCO 廠商的合作機會。當業主有意願提出申請後，本計畫將
在專案初步評估、初步提案等過程中，協助業主進行專案可行
性的評估，以及在確認專案可行後，進入專案細部評估、最終
提案等流程中，提供諮詢的相關資源與服務，協助業主與
ESCO 廠商的溝通與協調，完成 ESCO 節能專案計畫書。本計
畫預定將協助輔導高雄在地服務業業主，提出共六件的 ESCO
節能專案申請。

2.4 成果發表會
本計畫將整合工作項目之成果，規劃辦理 1 場次成果發
表會，邀請本市 ESCO 節能有成之業者、機關學校等，同時
表揚優良志工、民間參與提案獲獎團體等，提升其榮譽感，亦
透過成果展活動與民同歡，藉由成果發表提升市民共同響應
節能活動之參與率。
本次活動將集結各項活動辦理之花絮，製作成影片，供後
續放置於本局「省電 A 咖」粉絲專頁，藉由影片詳實記錄，
提供市民知悉本市長期持續節能推廣之成果，除吸引媒體報
導與產官學的重視與激盪節能合作之可能，亦可供其他縣市
觀摩，擴大示範至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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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五、歷年成果發表會(記者會)執行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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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效益評估
工作分項

節電措施

對象及推動作法
執行本計畫及「以節
專責組織與人 能服務模式加速節電
力建置
低碳行動計畫」相關
節電作業

預期效益
配合執行「以節能服務模式加速
節電低碳行動計畫」並追蹤分析
節電議題，以及本計畫相關節電
作業。

完成高雄市111年第二季、第三
能源消費調查 高雄市用電影響因子 季及111年全年度用電影響因子
研究
分析及節電策略建構 分析，協助高雄打造節電低碳永
續環境。

民間參與

節電基礎
工作

1. 辦理說明會。
2. 預計30人參與，邀請有意提
案之服務業代表，進行提案
辦理流程、活動期程、活動相
透過參與式預算邀請
關辦法與規則說明，及提供
服務業辦理說明會
計畫書格式等相關資料；爾
後辦理評選活動，選出具實
際執行可行性之提案後，頒
發獎勵金供其執行節電措
施。

1. 針對輔導結果及各機關改善
建議彙整相關報告，以供市
府掌握狀況。
2. 依109年政府機關及學校節
公部門機關學
約能源填報網站，統計高雄
協助輔導公部門節能
校能源調查與
市轄下241家未達標之機關
輔導及報告
節電輔導
平均用電量為253,733度，依
能源局政府機關辦公室節能
技術手冊，落實電力、照明、
空調、事務設備等方面節能
改善。
1.

節電稽查輔導 服務業標章標示及能 2.
與分析
源管理規定輔導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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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節電暨稽查輔導說明
會2場次，每場次30人，換算
約有60家商家參與。
完成節能標章與能源效率
分級標示稽查50家次以及
20類指定能源用戶應遵行
節 約 能 源 規 定 查 核 300 家
次。

備註
-

-

工作分項

節電措施

對象及推動作法
3.

1.

2.
因地制宜

節電志工培育 節電志工培育暨交流
與節能宣導
會及志工實地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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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效益
宣導內容除20類服務業能
源用戶稽查項目、節能標章
及能源效率分級標示外，特
別加入輔導宣導內容，及相
關節電議題，並說明最新相
關能源管理規範及能源轉
型相關議題，使商家除對於
現行法規制度有一定的了
解程度，亦能了解政策走
向。
辦理節電志工培育暨交流
會1場次，每場次30人以上；
節電志工教育宣導5場次，
每場次30人以上。
持續擴大節電志工服務之
量能，可結合107年至110年
高雄市既有節電志工或高
雄市各區里環保志工等，舉
行節電志工培育及交流會
議，期透過靜態及動態分
享，交流培養志工情誼與分
享志工服務經驗，引導志工
更積極向外推動節能減碳
工作擴大正向影響力。

備註

工作分項

節電措施

對象及推動作法

預期效益

1.
2.

校園節電宣導活動

備註

辦理2場次校園能源教育宣
導，每場次參與人數80人。
約有160個家庭參加，規劃
參與對象年齡層可自幼兒
園至中學，從小扎根，將節
能知識根深柢固。可透過結
合本市公共教育場所(如科
工館等)，結合其自有資源與
專業，加深加廣其觸及對
象，規劃辦理如親子音樂會
或節能青年大使選拔等活
動，將節電概念融入其中。

節電教育宣導
1.

2.

服務業參與式預算評
選執行

1.
能源服務模式說明會
節能能源技術 或交流會、示範場域
示範與推廣
參訪及節能績效保證
專案媒合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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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服務業參與式預算評
選執行，預估帶動人潮3,000
人次(約1,000個家庭)。
估計服務業辦理之節電活
動(如結合市場或市集聯合
辦理相關節能推廣活動)約
可擴大觸及1,000個家庭參
加，提案服務業其活動辦理
將擴大聯合附近區域，提出
有助服務業區域發展與節
能推廣之宣導示範活動，如
結合市場或市集聯合辦理
相關節能推廣活動，帶動消
費經濟之餘，亦可提高市民
關注本市節能政策與宣導
推廣之用心。
辦理能源服務模式(ESCO)
說明會或交流會2場次，每
場次30人；輔導服務業業主
提出ESCO申請案共6案。透 2,635,401
過說明會及交流會，促成6 度電
件ESCO申請案，以平均每
案金額500萬計算，將創造
3,000萬產值。

工作分項

節電措施

成果發表會

對象及推動作法

預期效益
2. 辦理能源管理系統示範場
域參訪1場次，30人。
3. 參考 111 年上半年完成 6 案
之節能績效保證申請案之
撰寫，其中包含高雄市政府
勞工局、國立科學工藝博物
館、美麗四季汽車旅館、健
仁醫院、三信家商與旅捷商
務旅館，預計可協助單位汰
換或新設相關空調系統、燈
具、電熱水器與太陽能板等
設備，整體案件規模將近七
千萬元 (補助經費占 2成左
右)，估計約可每年省下
2,635,401度電，希望可以藉
此號召更多單位一起投入。
4. 完成ESCO推動作業研析，
協助高雄制定推動策略與
方法，促成在地ESCO產業
發展。
估計參加人數約100人，宣導汰
換低效率家電，改為選用節能標
章產品及能效分級標示產品，以
及調整用電行為，另將整合工作
整合本計畫工作項目
項目之成果，邀請本市ESCO節
之成果，藉由成果發
能有成之業者、機關學校等，同
表提升市民共同響應
時表揚優良志工、民間參與提案
節能活動之參與率
獲獎團體等，提升其榮譽感，亦
透過成果展活動與民同歡，藉由
成果發表提升市民共同響應節
能活動之參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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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後續節電規劃
本計畫之後續相關節電規劃，以節電基礎工作及因地制宜等兩大
分項進行說明：
(一) 節電基礎工作
1. 專責組織與人力建置
持續配合本計畫及協助綠電推動専案小組推動，配合「以
節能服務模式加速節電低碳行動計畫」之目標訂定，利基於過
往三年執行「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計畫」及「直轄市縣(市)節
電夥伴計畫」之資料研析，以節約能源為主要領域，執行各項
能源研究與交辦事項，必要時協助高雄市政府跨局處的工作協
調與整合，藉此提升執行工作成效。
2. 能源消費調查研究
持續針對高雄市整體用電及與六都用電進行深入分析及
探討，以及藉由政府公開平台數據，如中央氣象局溫度資料、
電表數、人口數等資料進行分析。同時彙整國際間能源政策趨
勢與做法，協助高雄市訂定能源目標與節電策略，協助加速高
雄能源轉型。
3. 民間參與
將對象延伸到服務業帶動民間參與，服務業如商圈或市
場，持續擴大推廣，結合誘因刺激消費經濟，打造雙贏局面。
4. 公部門機關學校能源調查與節電輔導
配合中央相關計畫，協助輔導公部門機關達成節電目標，
針對輔導結果及各機關改善建議彙整相關報告，後續藉由機關
成功達成節電效益擴大推廣。
5. 節電稽查輔導與分析
配合中央相關計畫，持續執行高雄市20類服務業稽查作
業，除針對過往稽查店家進行抽查外，亦擴大稽查範圍及家數，
提升稽查結果之分析深度；協助高雄市服務業商家能效分級標
示及節能標章之張貼率及正確率，不僅止於實體店面，亦透過
宣導強調線上銷售之標章標識落實之重要性，後續欲盼有機會
與國際能源大獎(109年)-工研院創新網路智慧稽查系統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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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透過AI人工智慧，協助本市網路銷售家電稽查，以保障消費
者於網路賣場選擇節能家電時有更多保障。
(二) 因地制宜
1. 節電志工培育與節能輔導
藉由各期培訓課程及實際參與社區診斷，不斷增進志工相
關節電知識，激發志工潛力，強化志工專業能力，進而透過志
工各其所長，發揮專長，在執行過程中亦能獲得成就感。
2. 節電教育宣導
透過跨局處的活動辦理結合相關大型活動，同時可增進不
同層面之知識，亦可達到擴大推廣之效益，以極少資源獲得最
大效益。服務業可結合如學校校團，以節能為主題，辦理全國
性舞蹈大賽，將節電推廣至各個層面，藉此將節電效益擴散至
全國。
3. 節約能源技術示範與推廣
透過歷年推廣及成功案例分享，實質降低節電量，節省電
費，進而帶動機關及企業一同加入能源服務模式的行列，提升
高雄整體能源之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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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進度規劃
節電措施

專責組織與人力
建置

工作比
重(%)

7.5%

9月

查核點

*1

累計進度規
劃(%)

7.5%

查核點進度
說明

能源消費調查研
究

7.5%

111年

查核點進度
規劃

*1

公部門機關學校
能源調查與節電
輔導

4.2%

12月

1月

2月

3月

*3

*4

累計進度規
劃(%)

2.5%

5.0%

7.5%

*2
*3
*4

累計進度規
劃(%)
查核點進度
說明

4月

高雄市用電影響因子分析報告(111年第2季)
高雄市用電影響因子分析報告(111年第3季)
高雄市用電影響因子分析報告(111年全年度)
*5
2.6%

*5

5月

6月

配合執行節能服務模式加速節電低碳行動計畫，分析追蹤節電議題，以及相關
節電作業
*2

查核點進度
說明

2.6%

11月

查核點

查核點
民間參與

10月

112年

透過參與式預算邀請服務業辦理說明會

查核點

*6

*7

累計進度規
劃(%)

1.7%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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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電措施

工作比
重(%)

查核點進度
規劃
查核點進度
說明
查核點

節電稽查輔導與
分析

11.5%

累計進度規
劃(%)
查核點進度
說明

節電志工培育與
節能宣導

節電教育宣導

8.3%

111年
9月

10月

112年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協助輔導公部門節能輔導報告1式
協助輔導公部門節能輔導5家次
*9
*8
*10
10.3%
3.3%
11.5%
*8 邀請服務業召開節電暨稽查輔導說明會2場次
*9 20類服務業能源管理與規定300家次
*10 能效標章稽查50家次
*6
*7

查核點

*11

*12

*13

累計進度規
劃(%)

3.0%

6.0%

8.3%

查核點進度
說明

6月

*11 節電志工培育暨交流會1場次
*12 節電志工教育宣導5場次
*13 社區診斷5場次

查核點

*14

*15

*16

*17

累計進度規
劃(%)

6.0%

12.0%

20.0%

29.2%

29.2%
查核點進度
說明

*14
*15
*16
*17

提送校園活動整體執行規劃書1式
校園能源教育宣導活動1場次
校園能源教育宣導活動1場次(累積辦理2場次)
服務業參與式預算評選執行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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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電措施

節約能源技術示
範與推廣

工作比
重(%)

查核點進度
規劃

12月

1月

查核點

*18

*19

*20

累計進度規
劃(%)

5.0%

20.0%
查核點進度
說明

合計

9.2%

100%

累計進度規
劃(%)
查核點進度
說明
累計進度
(%)

9月

*18
*19
*20
*21

10月

112年

11月

查核點
成果發表會

111年
2月

10.0% 15.0%

3月

4月

5月

6月

*21
20.0%

能源服務模式(ESCO)管理研析及推動報告1式
能源服務模式(ESCO)說明會或交流會2場次
能源服務模式(ESCO)示範場域參訪1場次
節能績效保證專案媒合申請6件
*22

*23

4.0%

9.2%

*22 提送成果發表會規劃書1式
*23 成果發表會(含ESCO、志工、民間參與)
7.5%

10.0%

26.9% 54.3% 58.3% 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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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8%

83.3% 88.2%

100%

計畫經費
7.1 人事費明細表
單位：仟元
項目

薪水

加班

人事費需求

機關人力

-

-

-

約聘雇員

-

-

-

合計

-

-

-

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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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經常支出中人事費以外各項費
單位：仟元

工作分項

節電措施
專責組織與人力建置

用途、說明及計算方式
‧配合執行節能服務模式加速節電低碳行動計畫，分析追蹤節電議題，以及本計
畫相關節電作業。

民間參與

-

-

450

-

-

160

-

-

100

-

-

150

-

-

.邀請服務業召開節電暨稽查輔導說明會(2 場次*10 萬)

200

-

-

‧針對 20 類服務業能源管理與規定 300 家、能效標章稽查 50 家(350 家次*1,400)

490

-

-

‧透過參與式預算邀請辦理說明會 (1 場次*16 萬)

公部門機關學校能源 ‧協助輔導公部門節能輔導報告一式(1 式*10 萬)
調查與節電輔導 ‧協助輔導公部門節能輔導(5 場次*3 萬)
節電稽查輔導

其他機
關補助

450

能源消費調查研究 ‧111 年第 2、3 季報告及全年度(含六都整體分析)(3 式*15 萬)
基礎工作

計畫經費 自籌款

小計

2,000
‧節電志工培育暨交流會(1 場次*10 萬)
節電志工培育與節能
‧節電志工教育宣導(5 場次*3 萬)
宣導
‧社區診斷(5 場次*5 萬)

100

-

-

150

-

-

250

-

-

‧校園能源教育宣導活動(2 場次*30 萬)

600

-

-

‧服務業節電宣導活動：服務業參與式預算提案評選執行(15 萬)及獎勵金(65 萬)

800

-

-

‧整體活動廣宣設計

350

-

-

‧能源服務模式(ESCO)管理研析及推動報告(含採購流程) (1 式*20 萬)

200

-

-

200

-

-

200

-

-

‧節能績效保證專案媒合申請(6 家次*10 萬)

600

-

-

‧成果發表會(含 ESCO、志工、民間參與等) (1 場次*55 萬)

550

-

-

節電教育宣導
因地制宜

節約能源技術示範與 ‧能源服務模式(ESCO)說明會或交流會(2 場次*10 萬)
推廣
‧能源服務模式(ESCO)示範場域參訪(1 場次*20 萬)
成果發表會
小計

4,000

總計

6,000

49

7.3 其他經費財源
無。

參考文獻
1. 台灣電力公司-縣市用電資訊
https://www.taipower.com.tw/tc/page.aspx?mid=5554
2. 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高雄市統計資訊服務網，
https://kcgdg.kcg.gov.tw/kcgstat/page/kcg01_1.aspx?Mid=3005
3. 高雄市政府民政局
https://cabu.kcg.gov.tw/Stat/StatRpts/StatRpt1.aspx?yq=110&mq=
12&dq=
4. 高雄市政府透明施政成果網
https://vision.kcg.gov.tw/web_page/KSA000501.jsp?KSA001001=
11008012
5. 綠電推動專案小組網站
https://kh-green.kcg.gov.tw/
6. 政府機關及學校用電效率管理計畫
https://www.moeaboe.gov.tw/ECW/populace/content/Content.aspx
?menu_id=2802
7. 政府機關及學校節約能源填報網站
https://egov.ftis.org.tw/
8. 節能家電「稽」不可失！ 工研院創新網路智慧稽查系統 勇
奪國際能源大獎
https://www.itri.org.tw/ListStyle.aspx?DisplayStyle=01_content&
SiteID=1&MmmID=1036276263153520257&MGID=110110817
075856382
9. 高雄市觀光商店街聯合發展協會成員名單
https://edbkcg.kcg.gov.tw/cp.aspx?n=B0198E2CF3AB040D
10. 經濟部能源局-政府機關辦公室節能技術手冊
11.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建築管理處
https://build.kcg.gov.tw/index.aspx?au_id=12&sub_id=81&id=180
751
12. 直轄市縣(市)節電夥伴補助申請計畫書-高雄市節電策略建構
與節電推動工作計畫

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