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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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1 日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計 36 個月。
行
期
第一期 自 107 年 1 月 1 日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計 36 個月。
程
全程量化節電目標：58,662,872.4kWh（約佔 105 年用電量 44.5 億
度之 1.32％）
全程質化目標：呼應國家政策，創造國際典範，深化能源轉型，邁
承諾節電 向永續成長。
目標
第一期：21,465,700.6kWh
第二期：14,761,196kWh
第三期：22,435,975.8kWh
工作項目

全程

節電基礎工作

18,000.000

設備汰換及智慧用電補
助及查核機制
申請經費 擴大辦理設備汰換與智
慧用電
額度
因地制宜措施(農業)

215,910.000
(214,572.112)
49,809.024

第一期
6,000.000
71,250.300
（24,701.430）
(45,210.982)
16,436.978

283,719.024
93,687.278
(282,381.136)
(92,349.390)
備註：第一期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括弧內數字係實際核給
數。
□自籌款，金額
（仟元）
。
其他經費
□其他機關補助，機關名稱
，金額
（仟
來源
元）。
計畫內容摘要：
總計

本計畫為持續提升本縣地方能源治理能力，共分為「節電基礎工作」
、
「設
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及查核機制」及「因地制宜措施」等三個工作項目，計
畫目標為促進機關、住宅、服務業、農林漁牧業等部門節電，透過辦理汰換無
風管空氣調節機、汰換照明設備、導入能源管理系統等補助，以落實節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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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局處

彰化縣政府經濟暨綠能發展處
姓名

聯絡人

黃俊達

職稱

科員

電話 04-7531114 傳真 04-7280922

E-mail

A620500@email.chcg.
gov.tw

手機

地址 50001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 416 號
申請縣市：彰化縣政府
（機關用印）

負責人：縣長 王惠美
（縣市首長蓋章）

中華民國 108 年 0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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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全程計畫
一、背景說明
本縣人口約 128 萬人，佔全國 5.4％，是我國六都以外人口數最大的縣。
105 年總售電量 105 億度，其中 42％為住商用電，約 44.5 億度，佔全國
住商部門 4.7％，如圖一所示，在 44.5 億度用電之中，住宅佔 51％、服
務業佔 31％、機關佔 8％、農林漁牧佔 10％，其總和亦是我國六都以外
售電量（扣除工業部門後）最大的縣。因此，本縣在歷任首長的帶領下，
長期響應國家節能政策，積極發展綠能相關產業及相關措施，希冀透過
產業帶動方式來提升城市競爭力，同時也能改善生活環境，形塑永續城
市。
圖一、彰化縣 105 年住商機關農林漁牧售電量全國排序與分佈結構圖

然而由於轄內具有都會生活型態、高科技廠房與傳統產業並存等特性，因
此節能推動工作必須更加兼具多樣性，以利針對每個族群客製化出不一樣
的推廣策略，因此也讓業務執行的過程格外充滿挑戰。本縣相關節電計畫
執行原則在於「創意」、「彈性」、「自主」，鼓勵縣民發揮創意，才能
突破現狀思考出更具成效的節電方法，因此採取彈性思維措施，評選專業
執行團隊，並結合轄下各所屬機關，配合相關節電推動方式，希望激發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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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愛鄉土意願，促使縣民與本府攜手合作，藉此能真正落實以「改變使用
者思維與行為」達成節電效果的最終目標。以近年來本縣積極推動的主要
節能措施為例，包括：「機關辦公廳舍高效率節能燈具汰換措施」、「運
用媒體行銷等方式宣導節約用電措施」、「推動節電競賽活動暨相關節能
服務措施」、「推動社區活動中心或社區公共室內使用或汰換節能燈具措
施」、「節能診斷技術諮詢服務與節能家電補助措施」、「農用節電補助
措施暨展示宣傳」、「建置縣市節電社群網站」、「節電競賽暨節能輔導
宣傳活動」
、
「指定能源用戶節能診斷及輔導」
、
「節電競賽頒獎活動」及「公
寓大廈節電競賽」等，來強化機關、住宅、服務業、農林漁牧業等三大部
門間之相關節能服務措施。然而長期觀之，本縣每年仍約增加2.1％售電
量，以105年為例，總售電量為105.1億度，相較104年增加了2.75％，顯
示本縣未來在節電基礎工作上仍有許多需要努力之處。

二、計畫目標
全程計畫架構分類與內容如表一，其目標分別簡述於後：
表一、全程計畫架構分類與內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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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節電基礎工作（指定工作）
為積極打造本縣良好的節電基礎，需建立用電基礎資訊，包括：稽查輔
導訪視、能源策略研究、成立專責組織、志工培訓課程、公民參與行動、
節能推廣示範、節電競賽活動等， 提 升 本 縣 地方能源治理能力建構與
節電氛圍型塑之工作，總計全程計畫節電目標為13.14萬度。（=4.35 +
1.05 + 7.74），計算如下：
冷氣不外洩

冷氣 26C

禁用白熾燈

=
=
=
=
=
=
=
=
=

20 類用戶總用電 x 抽查比例 x 空調佔比 x 冷氣外洩佔比 x 不合格率
4.3 億度電 x 3％ x 45％ x 25％ x 3％
4.35 萬度電
20 類用戶總用電 x 抽查比例 x 空調佔比 x 24 至 25 度省電率 x 不合格率
4.3 億度電 x 3％ x 45％ x 6％ x 3％
1.05 萬度電
20 類用戶總用電 x 抽查比例 x 照明佔比 x 換燈省電比例 x 不合格率
4.3 億度電 x 3％ x 25％ x 80％ x 3％
7.74 萬度電

（二）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及查核機制（指定工作）
本計畫希望讓高效率設備與能源管理系統加速進入本縣市場，擴大普及
率。審酌轄內用電設備分布，汰換 T8/T9 格柵燈具、室內停車場智慧照
明、汰換無風管冷氣機及導入能源管理系統等工作。「汰換無風管空氣
調節機」，預計全程計畫節電目標為 194.1789 萬度、
「汰換照明設備」，
預計全程計畫節電目標為 650.9021 萬度、
「導入能源管理系統」，預計
全程計畫節電目標為 59.2 萬度，總計全程計畫節電目標為 904.281 萬
度。
（三）因地制宜措施（競爭計畫）
（1）汰換農業照明
能源係耗竭性資源，電價恐難調降，因此透過政策性補助及輔導措施，
針對用電量較大的農業使用面積，例如：菊花、火龍果、葡萄等 栽培以
短時、間歇光照、節省用電，以節能高效率之省電節能燈具代替白熾燈
泡，未來如能有效透過各鄉鎮市農會的輔導作為媒介進行擴散，來推廣
農業電照技術，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將會提升本縣整體節電效益。以
補助二分之一為限， 直 接 可 創 造 產 業 兩 倍 商 機 ， 農 業 可 以 減 少 用
3

電量並增加產值並兼顧品質，為創造農業與產業的多贏策略，
預計全程計畫節電目標為 1,660.10304 萬度。
（2）汰換無風管空氣調節機（住宅補助措施）
本計畫希望讓高效率設備加速進入本縣市場，擴大普及率。審酌轄內用
電設備分布，汰換既有老舊無風管冷氣機工作。「汰換既有老舊無風管
空氣調節機」
，預計全程計畫節電目標為 234.5 萬度。
（3）汰換電冰箱（住宅補助措施）
本計畫希望讓高效率設備加速進入本縣市場，擴大普及率。審酌轄內用
電設備分布，汰換既有老舊電冰箱工作。「汰換既有老舊電冰箱」，
預計全程計畫節電目標為 132.7624 萬度。
總計全程計畫節電目標為 2,027.36544 萬度。
（四）擴大辦理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
（1）汰換照明設備（擴大服務業、機關與學校補助措施）
本計畫希望讓高效率設備加速進入本縣市場，擴大普及率。審酌轄內用
電設備分布，汰換 T5 格柵燈具工作。
「汰換照明設備」
，預計全程計畫
節電目標為 65.1588 萬度。
（2）汰換無風管空氣調節機（擴大住宅補助措施）
本計畫希望讓高效率設備加速進入本縣市場，擴大普及率。審酌轄內用
電設備分布，汰換既有老舊無風管冷氣機工作。「汰換既有老舊無風管
空氣調節機」
，預計全程計畫節電目標為 2,066.816 萬度。
（3）汰換電冰箱（擴大住宅補助措施）
本計畫希望讓高效率設備加速進入本縣市場，擴大普及率。審酌轄內用
電設備分布，汰換既有老舊電冰箱工作。
「汰換既有老舊電冰箱」
，預計
預計全程計畫節電目標為 789.526 萬度。
總計全程計畫節電目標為 2,921.5008 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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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內容
（一）節電基礎工作（指定工作）
（1）稽查輔導訪視
全程計畫預計辦理稽查輔導訪視（各業別平均取樣）300 家，針對本縣
轄內 20 類指定能源用戶落實節電規定、電器零售商標章及標示、大賣
場標章及標示等稽查輔導訪視，計畫過程中將責成委辦廠商應有系統性
規劃、提出各業別細項設計、針對稽查輔導訪視人員進行培訓及進行稽
查結果之質化與量化分析，以逐年擴散節能成效及作為；另未來規劃亦
會將當年度經輔導後改善之商家，列為隔年第一波稽查對象。
（2）能源策略研究
全程計畫預計辦理能源策略研究（含能源消費調查研究、能源數據公開
應用、能源策略研究報告）3 式 ，會依循過往類似計畫的執行方式，針
對台電公開之數據持續進行追蹤，每月追蹤分析台電公開數據，同時搭
配本縣既有資料庫，強化整體用電趨勢分析、各部門（含機關、住宅、
服務業、農林漁牧業）及能源大用戶用電量分析、鄉鎮村里用電量分析、
能源數據成果分析與設備汰換策略之間的連動機制及進行跨縣市與區
里的橫向比較，另外也會納入人口、抄錶數、地方產業特性等變化量綜
合分析提出建言，供內部績效檢討檢視及透過本府網頁或節電網路社
群，採圖像化呈現方式，降低專業門檻，以利全民討論。
1.藉由能源資料收集，研擬彰化縣節能策略與措施，後續應用能源數據評
估各項節能工作績效。
2.公開公有建築用能資訊，透過資訊公開教育民眾節能改造之優點，並且
實驗能源數據公開對於用能行為的影響。
3.應用台電資料製作用電地圖，結合再生能源發電量，突顯彰化縣綠能與
智慧城市願景與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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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立專責組織
如圖二所示，本府已成立專責組織「彰化縣政府節能減碳推動小組」，
未來會針對此計畫建立計畫執行與管考作業的專業幕僚能量，協助辦理
推行各項工作與通報執行進度，亦會綜整各單位與申請補助用戶的意見
跟結論，修正每個期程的執行策略。
本計畫希望讓高效率設備與能源管理系統得以加速進入本縣市場，擴大
普及率。審酌轄內用電設備分布，汰換 T8/T9 格柵燈具、室內停車場智
慧照明、汰換無風管冷氣機及導入能源管理系統等工作。
設置「彰化縣住商辦省電行動專案管理辦公室」推動節電，由委辦廠商
支援專業人力，協助發揮智庫角色，包括：計畫啟動後的宣傳、專業人
員培訓、文件處理與相關抽查作業，並且以每季 1 次的原則要求受補助
對象將進行中的成果彙整回報，以便了解計畫執行遭遇困難、經費動支
進度與會議交辦進度等事宜。
（4）志工培訓課程
全程計畫預計辦理志工培訓課程（含志工徵求、志工培力）12 場次，重
點包括：志工制度說明、照明設備、空調設備、建築外殼、熱水設備、
動力設備、衛生健康等基本知識；志工實作輔導（含機關學校 15 處、
指標性服務業 15 處、社區村里 15 處）45 處，並搭配當地環保志工或社
區大學能量，可擴大既有志工規模、動員村里系統和中小學合作或以網
站、手冊方式，提供淺顯易懂可行之節能資訊。
（5）公民參與行動
全程計畫預計辦理公民參與行動（含進度審查會議或相關節電會議）3
場次，邀約關心此一議題之各界（如民間團體代表、民意代表、村里長
社區代表、公協會代表、地方仕紳代表等）參與討論，其意見會作為本
府每年滾動式檢討執行內容的重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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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節能推廣示範
全程計畫預計辦理節能推廣示範（如媒體宣導活動或社區宣導活動或能
源教育推廣或服務業與節能服務廠商媒合活動或公務人員培訓課程等）
6 場次，延續過往本縣節能推廣成效能持續耕耘，以塑造節電氛圍與促
成寓教於樂之效。
（7）節電競賽活動
全程計畫預計辦理節電競賽活動（含獎金或獎品）3 場次，以所轄社區
或服務業等為主要競賽參與對象，得以參賽者提供電費單之節電率為評
比或抽獎依據，希透過獎勵方式激勵縣民主動參與節電行動。
（二）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及查核機制（指定工作）
（1）行政管理
行政管理工作，為求最快速擴散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每期計畫會
搭配送件資料之電號做分析及研議整合策略。
（2）汰換無風管空氣調節機
本計畫參考作業要點，針對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以下簡稱 CNS）3615
及 CNS 14464 規定，且列入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應施檢驗品目者辦理補
助。本次補助對象包含本縣轄內之服務業、政府機關、學校。汰舊換新
後之設備，應符合「無風管空氣調節機容許耗用能源基準與能源效率
分級標示事項、方法及檢查方式」所規範之 1、2 級產品，額定總冷氣
能力每 kW 補助上限新臺幣 2,500 元。另現階段暫無集中暫存場所，為
不影響後續執行進度，會依循目前環保署公告的廢四機處理原則先行辦
理，暫無無風管冷氣廢機集中暫存後拆解處理作業。
（3）汰換照明設備
本府依循作業要點，針對服務業電力用戶、表燈營業用戶及政府機關
學校之 T8/T9 螢光燈具做汰換補助。依「辦公室及營業場所燈具節能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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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能源效率基準與標示方法」認定，汰舊換新後之發光效率應達 100 lm/W
以上。補助額度方面，每具補助最高不逾汰換費用 1/2。本計畫為了鼓
勵申請汰換，因此不予規範每案補助燈具數量上限。
另外室內停車場智慧照明，同樣依據作業要點規範，補助對象為集合住
宅、辦公大樓與服務業之室內停車場。效率認定依循「辦公室及營業場
所燈具節能標章能源效率基準與標示方法」之規範，汰舊換新後之 LED
產品發光效率 120 lm/W 以上，且至少需有自動開關、調光或時序控制
等一項以上智慧且照明控制功能。
補助額度方面，每盞補助最高不逾汰換費用 1/2（備註：本計畫為了鼓
勵申請汰換，不予規範每案補助功率上限）
。
（4）導入能源管理系統
本次導入之能源管理系統，係指能夠量測並分析能源使用情形，並彙整
資訊供管理決策運用，以協助使用者達成節能目標的軟硬體系統。其系
統元件，包括：電表及其他感測器、通訊網路、資料處理、儲存平台等。
針對契約容量介於 51 至 800 kW 之服務業、機關、學校之電力用戶申請
案，其能源管理系統功能需具備用電資訊可視化及自動化節能管理。補
助額度方面，每套補助不逾設置費用 1/2。而針對契約容量大於 800 kW
之服務業、機關、學校之電力用戶申請案，其能源管理系統功能具備用
電資訊可視化及自動化節能管理，並應包含空調效率監測功能。補助額
度方面，每套補助最高不逾設置費用 1/2。
（三）因地制宜措施（競爭計畫）
（1）汰換農業照明
本縣為農業大縣，花卉、水果生產量大，以燈具照明來調節農產品產期
及提高品質，為鼓勵農民汰換高耗能設施；另如淘汰傳統燈具，改以節
能高效率之省電節能燈具取代，以達到農業節電的效果，並降低農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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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成本，並配合本縣多種農業活動，對於其用電較大之農戶，加強節電
輔導，以強化節電效果，主要針對本縣大宗主要主產作物：菊花、火龍
果、葡萄需要產期之調節，凡設籍彰化縣，耕地在本縣實際有從事利用
夜間照明調節產期之花卉、果樹栽培之農民皆可向農田所在地農會申請
節能燈具補助，執行期間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補助標準以每公頃農
田使用節能燈具補助二分之一為限，最高補助額度上限如下：
■ 節能燈泡：每公頃農田最高補助 6 萬元。
■ LED 燈泡：每公頃農田最高補助 10 萬元。
能源係耗竭性資源，電價恐難調降，因此透過政策性補助及輔導措施，
針對用電量較大的農業使用面積，例如菊花、火龍果、葡萄栽培以短時、
間歇光照、節省用電，以節能高效率之省電節能燈具代替白熾燈泡，未
來如能有效透過各鄉鎮市農會的輔導作為媒介進行擴散，來推廣農業電
照技術，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將會提升本縣整體節電效益。以 補助二
分之一為限，直 接 可 創 造 產 業 兩 倍 商 機，農 業 可 以 減 少 用 電 量 並
增加產值並兼顧品質，為創造農業與產業的多贏策略。
（2）汰換無風管空氣調節機（住宅補助措施）
本計畫參考作業要點，針對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以下簡稱 CNS）3615
及 CNS 14464 規定，且列入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應施檢驗品目者辦理補
助。本次補助對象包含本縣轄內之住宅。汰舊換新後之設備，應符合「無
風管空氣調節機容許耗用能源基準與能源效率分級標示事項、方法及
檢查方式」所規範之 1、2 級產品，每台依額定總冷氣能力每 kW 補助
新臺幣 1,000 元，每台不超過 3,000 元；補助採買期間為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7 日起採購之本項補助品(以發票開立時間認定)，本品項預定
額度用罄後擬由補助成本高之品項勻支，本府並將視補助款支用情形提
前公告中止或延長申請補助期間，以確保節電目標。另現階段暫無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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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存場所，為不影響後續執行進度，會依循目前環保署公告的廢四機處
理原則先行辦理，暫無無風管冷氣廢機集中暫存後拆解處理作業。
（3）汰換電冰箱（住宅補助措施）
本計畫參考作業要點，針對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以下簡稱 CNS）2062
規定，且列入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應施檢驗品目者。本次補助對象包含本
縣轄內之住宅。汰舊換新後之設備，應符合「電冰箱容許耗用能源基準
與能源效率分級標示事項、方法及檢查方式」所規範之能源效率 1、2 級
產品，每台每公升補助新臺幣 10 元，每台不超過 3,000 元；補助採買
期間為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7 日起採購之本項補助品(以發票開立時間
認定)，本品項預定額度用罄後擬由補助成本高之品項勻支，本府並將
視補助款支用情形提前公告中止或延長申請補助期間，以確保節電目
標。另現階段暫無集中暫存場所，為不影響後續執行進度，會依循目前
環保署公告的廢四機處理原則先行辦理，暫無電冰箱集中暫存後拆解處
理作業。
（四）擴大辦理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
（1）汰換照明設備（擴大服務業、機關與學校補助措施）
本府依循作業要點，針對服務業電力用戶、表燈營業用戶及政府機關
學校之 T5 螢光燈具做汰換補助。依「辦公室及營業場所燈具節能標章
能源效率基準與標示方法」認定，汰舊換新後之發光效率應達 100 lm/W
以上。補助額度方面，每具補助最高不逾汰換費用 1/2。本計畫為了鼓
勵申請汰換，因此不予規範每案補助燈具數量上限。
（2）汰換無風管空氣調節機（擴大住宅補助措施）
本計畫參考作業要點，針對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以下簡稱 CNS）3615
及 CNS 14464 規定，且列入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應施檢驗品目者辦理補
助。本次補助對象包含本縣轄內之住宅。汰舊換新後之設備，應符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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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管空氣調節機容許耗用能源基準與能源效率分級標示事項、方法及
檢查方式」所規範之 1、2 級產品，每台依額定總冷氣能力每 kW 補助
新臺幣 1,000 元，每台不超過 3,000 元；補助採買期間為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7 日起採購之本項補助品(以發票開立時間認定)，本品項預定
額度用罄後擬由補助成本高之品項勻支，本府並將視補助款支用情形提
前公告中止或延長申請補助期間，以確保節電目標。另現階段暫無集中
暫存場所，為不影響後續執行進度，會依循目前環保署公告的廢四機處
理原則先行辦理，暫無無風管冷氣廢機集中暫存後拆解處理作業。
（3）汰換電冰箱（擴大住宅補助措施）
本計畫參考作業要點，針對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以下簡稱 CNS）2062
規定，且列入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應施檢驗品目者。本次補助對象包含本
縣轄內之住宅。汰舊換新後之設備，應符合「電冰箱容許耗用能源基準
與能源效率分級標示事項、方法及檢查方式」所規範之能源效率 1、2 級
產品，每台每公升補助新臺幣 10 元，每台不超過 3,000 元；補助採買
期間為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7 日起採購之本項補助品(以發票開立時間
認定)，本品項預定額度用罄後擬由補助成本高之品項勻支，本府並將
視補助款支用情形提前公告中止或延長申請補助期間，以確保節電目
標。另現階段暫無集中暫存場所，為不影響後續執行進度，會依循目前
環保署公告的廢四機處理原則先行辦理，暫無電冰箱集中暫存後拆解處
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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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執行組織架構
如圖二所示，本府已成立專責組織「彰化縣政府節能減碳推動小組」
，
未來會針對此計畫建立計畫執行與管考作業的專業幕僚能量，協助辦理
推行各項工作與通報執行進度，亦會綜整各單位與申請補助用戶的意見
跟結論，修正每個期程的執行策略。
表二、執行組織與分工表
局處室
副縣長
秘書長
建設處
行政處

任務編組
召集人
副召集人
執行單位
協助單位

民政處

協助單位

地政處
文化局
消防局
新聞處

協助單位
協助單位
協助單位
協助單位

環保局

協助單位

農業處

執行單位

執行面向
負責督導本府及所屬機關執行本計畫。
負責執行本府及所屬機關執行本計畫。
負責本推動小組主辦及幕僚作業。
負責協助督導府內各單位廳舍，進行設備汰換宣導。
負責協助督導各鄉鎮市公所（含所屬單位）
、各鄉鎮市代表會、各鄉鎮
市戶政事務所及所屬廳舍等，進行設備汰換宣導。
負責協助督導各地政事務所，進行設備汰換宣導。
負責協助督導文化局及所屬廳舍，進行設備汰換宣導。
負責協助督導消防局及所屬消防分小隊，進行設備汰換宣導。
負責執行本府及所屬機關有關本計畫之相關宣導。
負責協助督導環境保護局及所屬廳舍，進行設備汰換宣導及廣邀志工組
織參與。
負責執行轄內各農民團體，進行汰換農業照明。

圖二、執行組織架構圖
副縣長
召集人

秘書長
副召集人

建設處

行政處

民政處

地政處

文化局

消防局

新聞處

環保局

農業處

執行

協助

協助

協助

協助

協助

協助

協助

執行

單位

單位

單位

單位

單位

單位

單位

單位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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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彰化縣住商辦省電行動專案管理辦公室」推動節電，由委辦廠
商支援專業人力，協助發揮智庫角色，包括：計畫啟動後的宣傳、專業人
員培訓、文件處理與相關抽查作業，並且以每季 1 次的原則要求受補助對
象將進行中的成果彙整回報，以便了解計畫執行遭遇困難、經費動支進度
與會議交辦進度等事宜。

五、計畫經費
表三、全程計畫經費表
分配經費（仟元）
科目
節電基礎工作
設備汰換及智慧用電補助
及查核機制
擴大辦理設備汰換與智慧
用電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6,000.000

6,000.000

6,000.000

71,250.300

73,409.400

71,250.300
（24,701.430）
(45,210.982)

因地制宜措施

16,436.978

16,436.978

16,935.068

小計

93,687.278

93,687.278

96,344.468

總計

283,719.024

備註：第一期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括弧內數字係實際核給數。

六、預期成果及效益
表四、全程計畫預期成果及效益表
計畫期別

第一期
（107 年 1 月 1 日至 109

節電工作
節電基礎工作

第二期

第三期

年 12 月 31 日）
節電 4.38 萬度

節電 4.38 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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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電 4.38 萬度

設備汰換與智
慧用電補助及

節電 384.5353 萬度

節電 377.8642 萬度

節電 141.8815 萬度

查核機制
擴大辦理設備
汰換與智慧用

節電 950.3980 萬度

節電 759.6 萬度 節電 1,211.5028 萬度

電補助
因地制宜措施

節電 807.25676 萬度

節電 334.2754 萬度

節電 885.83328 萬度

備註：節電目標計算方式，以補助經費除以單一設備價格得出補助設
備數量的範圍，再給定合理開關機條件和時間長度後，計算出總節電
量（詳第一期計畫內容）。
表五、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預計完成數表
期別

第一期

無風管空氣調節機（台）

第二期

第三期

全程

419

396

174

989

14,555

12,000

5,120

31,675

182

2,400

400

2,982

大型能源管理系統（套）

0

1

0

1

中型能源管理系統（套）

6

0

1

7

1,557

5,000

1,200

7,757

10,636

6,000

14,212

30,848

4,272

6,000

4,738

15,010

（備註：假設每台額定能力 6.3 kW）
高效率照明燈具（具）
室內停車場智慧照明（盞）

擴大辦理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
T5 高效率照明燈具（具）
擴大辦理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
無風管空氣調節機（台）
擴大辦理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
電冰箱（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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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第一期計畫
一、承諾節電目標
（一）節電基礎工作，預計第一期計畫節電目標為 4.38 萬度。
（二）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及查核機制，預計第一期計畫節電目標
384.5353 萬度。
（三）擴大辦理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第一期計畫節電目標為 950.3980
萬度。
（四）因地制宜措施，第一期計畫節電目標為 807.25676 萬度。

二、節電基礎工作
為積極打造本縣良好的節電基礎，需建立用電基礎資訊，包括：稽查輔導
訪視、能源策略研究、成立專責組織、志工培訓課程、公民參與行動、節
能推廣示範、節電競賽活動等， 提 升 本 縣 地方能源治理能力建構與節電
氛圍型塑之工作，總計第一期計畫節電目標為 4.38 萬度（=1.45 + 0.35 +
2.58），計算如下：
冷氣不外洩

冷氣 26C

禁用白熾燈

=
=
=
=
=
=
=
=
=

20 類用戶總用電 x 抽查比例 x 空調佔比 x 冷氣外洩佔比 x 不合格率
4.3 億度電 x 3％ x 45％ x 25％ x 1％
1.45 萬度電
20 類用戶總用電 x 抽查比例 x 空調佔比 x 24 至 25 度省電率 x 不合格率
4.3 億度電 x 3％ x 45％ x 6％ x 1％
0.35 萬度電
20 類用戶總用電 x 抽查比例 x 照明佔比 x 換燈省電比例 x 不合格率
4.3 億度電 x 3％ x 25％ x 80％ x 1％
2.58 萬度電

（一）稽查輔導訪視
本計畫預計辦理稽查輔導訪視（各業別平均取樣）100 家，針對本縣轄
內 20 類指定能源用戶落實節電規定、電器零售商標章及標示、大賣場
標章及標示等稽查輔導訪視，計畫過程中將責成委辦廠商應有系統性規
劃、提出各業別細項設計、針對稽查輔導訪視人員進行培訓及進行稽查
結果之質化與量化分析，以逐年擴散節能成效及作為；另未來規劃亦會
將當年度經輔導後改善之商家，列為隔年第一波稽查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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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能源策略研究
本計畫預計辦理能源策略研究（含能源消費調查研究、能源數據公開應
用、能源策略研究報告）1 式 ，會依循過往類似計畫的執行方式，針對
台電公開之數據持續進行追蹤，每月追蹤分析台電公開數據，同時搭配
本縣既有資料庫，強化整體用電趨勢分析、各部門（含機關、住宅、服
務業、農林漁牧業）及能源大用戶用電量分析、鄉鎮村里用電量分析、
能源數據成果分析與設備汰換策略之間的連動機制及進行跨縣市與區
里的橫向比較，另外也會納入人口、抄錶數、地方產業特性等變化量綜
合分析提出建言，供內部績效檢討檢視及透過本府網頁或節電網路社
群，採圖像化呈現方式，降低專業門檻，以利全民討論。
1.藉由能源資料收集，研擬彰化縣節能策略與措施，後續應用能源數據評
估各項節能工作績效。
2.公開公有建築用能資訊，透過資訊公開教育民眾節能改造之優點，並且
實驗能源數據公開對於用能行為的影響。
3.應用台電資料製作用電地圖，結合再生能源發電量，突顯彰化縣綠能與
智慧城市願景與特色。
（三）成立專責組織
如圖二所示，本府已成立專責組織「彰化縣政府節能減碳推動小組」，
未來會針對此計畫建立計畫執行與管考作業的專業幕僚能量，協助辦理
推行各項工作與通報執行進度，亦會綜整各單位與申請補助用戶的意見
跟結論，修正每個期程的執行策略。
本計畫希望讓高效率設備與能源管理系統得以加速進入本縣市場，擴大
普及率。審酌轄內用電設備分布，汰換 T8/T9 格柵燈具、室內停車場智
慧照明、汰換無風管冷氣機及導入能源管理系統等工作。
設置「彰化縣住商辦省電行動專案管理辦公室」推動節電，由委辦廠商
支援專業人力，協助發揮智庫角色，包括：計畫啟動後的宣傳、專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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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培訓、文件處理與相關抽查作業，並且以每季 1 次的原則要求受補助
對象將進行中的成果彙整回報，以便了解計畫執行遭遇困難、經費動支
進度與會議交辦進度等事宜，預期效益目標如下：
1.完成提供節能政策專業諮詢。
2.完成協助執行節能總體發展推動計畫。
3.完成協助研擬法規（如補助作業規定）。
4.完成協助廠商與民眾間之協調溝通平台。
5.完成建立計畫執行與進度管考作業的專業幕僚能量。
6.完成綜整各單位與申請補助用戶的意見跟結論以修正每個期程的執行
策略。
7.完成「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作業（含相關之查核機制）。
8.完成各項交辦工作。
（四）志工培訓課程
本計畫預計辦理志工培訓課程（含志工徵求、志工培力）4 場次，重點
包括：志工制度說明、照明設備、空調設備、建築外殼、熱水設備、動
力設備、衛生健康等基本知識；志工實作輔導（含機關學校 5 處、指標
性服務業 5 處、社區村里 5 處）15 處，並搭配當地環保志工或社區大學
能量，可擴大既有志工規模、動員村里系統和中小學合作或以網站、手
冊方式，提供淺顯易懂可行之節能資訊。
（五）公民參與行動
本計畫預計辦理公民參與行動（含進度審查會議或相關節電會議）1 場
次，邀約關心此一議題之各界（如民間團體代表、民意代表、村里長社
區代表、公協會代表、地方仕紳代表等）參與討論，其意見會作為本府
每年滾動式檢討執行內容的重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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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節能推廣示範
本計畫預計辦理節能推廣示範（如媒體宣導活動或社區宣導活動或能源
教育推廣或服務業與節能服務廠商媒合活動或公務人員培訓課程等）2
場次，延續過往本縣節能推廣成效能持續耕耘，以塑造節電氛圍與促成
寓教於樂之效。
（七）節電競賽活動
本計畫預計辦理節電競賽活動（含獎金或獎品）1 場次，以所轄社區或
服務業等為主要競賽參與對象，得以參賽者提供電費單之節電率為評比
或抽獎依據，希透過獎勵方式激勵縣民主動參與節電行動。

三、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及查核機制
本計畫希望讓高效率設備與能源管理系統得以加速進入本縣市場，擴大
普及率。審酌轄內用電設備分布，汰換 T8/T9 格柵燈具、室內停車場智
慧照明、汰換無風管冷氣機及導入能源管理系統等工作。「汰換無風管
空氣調節機」
，預計第一期計畫節電目標為 82.2572 萬度、
「汰換照明設
備」
，預計第一期計畫節電目標為 278.2781 萬度、
「導入能源管理系統」
，
預計第一期計畫節電目標為 24 萬度，總計第一期計畫節電目標 384.5353
萬度。
（一）行政管理
行政管理工作，為求最快速擴散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每期計畫會
搭配送件資料之電號做分析及研議整合策略，包括：計畫啟動後的宣
傳、專業人員培訓、文件處理與相關抽查作業等。未來本計畫正式啟動
時，欲申請補助之單位應備妥本計畫所設計之申請表，並附上必要佐證
資料。以電費單為例，應出具最近一期台電公司電費單影本（可辨別
用戶名稱、電號、契約容量、電力用戶或表燈營業用戶等基本資訊）申
請者如與電費單用戶名不同者，須出具申請者與電費單用戶租賃該
電費單地址建物之契約影本或足資證明使用之文件，設備設置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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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與用電地址相同。以服務業用戶為例，應出具商業登記證、法人設
立登記證明文件或本府認定足資證明為服務業之文件。機關用戶則應出
示組織法規並以公函申請；學校用戶應出具設立證明文件。集合式住宅
則應出示社區管理委員會組織報備證明文件、備案公文影本或足資證明
之文件。
過程之中，本府會善盡告知義務，說明為辦理本計畫補助事項，會於必
要範圍內，得蒐集、處理及使用申請者相關資料，並將依個人資料保護
法、營業秘密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相關申請表格可至本府指定櫃檯索取或至本府網站下載。申請單位填具
申請表及相關文件後，於公告期間內可親自遞交或以掛號郵寄至「彰化
縣彰化市中山路 2 段 416 號 1 樓」
（屬機關者應以公函檢送申請文件），
郵寄封面應載明「申請彰化縣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收件人：「彰
化縣政府經濟暨綠能發展處能源開發科」，收件日期以機關收件戳章日
期或現場收件日期為準，逾期不予受理。資格符合者會採用電匯方式撥
款。
書面審查：申請案件依收件先後順序進行審核，並將審核結果以簡訊或
電話通知申請者。經審查不合規定或內容有欠缺者，將以簡訊或電話通
知申請者補正，補正次數以 1 次為限，補正日數不得超過 14 日；屆期
未補正者將駁回申請。抽驗查核：通過書面審查之申請案，本府得抽樣
進行電話查詢或安排現場查核，申請人不得規避防礙或拒絕，經查驗與
申請表所載不符者，將駁回申請。獲審核通過之補助申請案，得依電匯
轉帳撥付補助款（以電匯撥入以申請者為戶名之金融機構指定帳號）
。
申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ㄧ者，得不予補助：
（1）補助申請表未簽名或蓋章。
（2）檢附之文件有隱匿、虛偽或假造等不實情事、不完整、模糊不清無法
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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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請者資格不符。
（4）申請補助項目、設備能源效率或型號不符合補助標準。
（5）發票或收據之日期非於申請補助期間。
（6）廠商保證書（卡）日期為補助執行期間前或執行期間後。
（7）申請日期超過補助期間。
（8）廠商保證書（卡）未載明廠牌及型號。
（9）發票或收據上未載明受補助品之廠牌型號。
（10）申請文件不實、虛偽買賣或偽造變造。
（11）經查證有囤積、轉賣或逕行退換補助品之情事。
（12）預算將用罄並經本府公告終止補助。
（13）經查獲申請者有違反本計畫規定事項，本府得廢止或撤銷其補助，並
追回全部或部分補助款。申請者經本府通知限期繳回補助款而逾期未
繳回者，將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14）未配合本府協助配合現場查驗或實地抽查。
（15）同一申請補助案件已獲其他機關補助。
（16）現場查驗經限期改善未果者。
（二）汰換無風管空氣調節機
本計畫參考作業要點，針對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以下簡稱 CNS）3615
及 CNS 14464 規定，且列入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應施檢驗品目者辦理補助。
本次補助對象包含本縣轄內之服務業、政府機關、學校。汰舊換新後之
設備，應符合「無風管空氣調節機容許耗用能源基準與能源效率分級
標示事項、方法及檢查方式」所規範之 1、2 級產品，額定總冷氣能力
每 kW 補助新臺幣 2,500 元（備註：本計畫為了鼓勵申請汰換，因此不
予規範每案補助功率上限。另外，為避免施工現場難度衍生各種施工
價格不統一之現象，本府不對施工價格給予補助。）
。預估節電效益方
面，假設以一台舊款 6.3 kW（每小時耗電量 1.968 kWh）汰換為新款
20

6.3 kW（每小時耗電量 1.556 kWh）的話，一年開機 3,000 小時，則一
年一台可節省 1,236 kWh （=（1.968-1.556）kWh×3,000），若本府第
一年投入 640.2259 萬，則可以補助 2,642.8kW（平均每 kW 約補助
2,422.5287 元） , 約當 419 台 6.3 kW 之冷氣機（=2,642.8/6.3）。
故機關、學校、服務業與醫院一年約可節省 82.2572 萬度電（=311.25
kWh/kW年 x2,642.8kW年），倘若實際使用時間比前述估計還長，則節
電量會更大。如圖三所示，補助申請流程共有五步驟，簡述如下：
（1）步驟一
首先能源用戶需取得新設備購買證明，包括新購設備之統一發票收執
聯或收據影本，其上應載明買受人名稱及營利事業統一編號，並應註明
品項廠牌型號及費用（或檢附詳細之品項金額明細表）；收據應加蓋免
用統一發票專用章，並載明廠商或銷售者之統一編號及代表人姓名，統
一發票收執聯或收據之開立日期需為補助期間，並註明「與正本相符」
字樣及加蓋公司大小章。以無風管空氣調節機為例，需檢附受補助產品
之廠商保證書（卡）影本，應載明廠牌及型號，證明在受補助期間，其
1、2 級能效仍然有效。
（2）步驟二
申請補助之用戶將廢棄冷暖氣機交給銷售廠商代為免費回收，依循目前
環保署公告的廢四機處理原則辦理。
（3）步驟三
銷售廠商出具回收證明聯單給申請補助之用戶。
（4）步驟四
檢具申請表、回收證明聯單與前述之購買證明後，向本府提出補助申
請。
（5）步驟五
以 20 工作天為原則給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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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汰換無風管空氣調節機審查流程圖

另現階段暫無集中暫存場所，為不影響後續執行進度，會依循目前環保
署公告的廢四機處理原則先行辦理，暫無無風管冷氣廢機集中暫存後拆
解處理作業。
（三）汰換照明設備
本府依循作業要點，針對服務業電力用戶、表燈營業用戶及政府機關
與學校之 T8/T9 螢光燈具做汰換補助。效率認定上，依據「辦公室及營
業場所燈具節能標章能源效率基準與標示方法」認定，汰舊換新後之發
光效率應達 100lm/W 以上。每具補助額度最高不逾汰換費用 1/2。本計
畫為了鼓勵申請汰換，因此不予規範每案補助燈具數量上限。另外，為
避免施工現場難度衍生各種施工價格不統一之現象，本府不對施工價
格給予補助。
預估節電效益方面，假設以一盞雙燈管四尺 T8 螢光燈（每小時耗電量
含安定器 0.082 kWh）汰換為雙燈管四尺 T8 LED 燈（每小時耗電量 0.036
kWh）的話，一年開燈 2,000 小時，則一年一盞可節省 92 kWh（=
（0.082-0.036）kW×2,000hr）
。若本府每年投入 1,096.4671 萬，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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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補助 14,555 盞(平均每盞約補助約 753.3267 元)，故一年約可節省
275.0895 萬度電（=189 kWh/盞年 x14,555 盞年）
，倘若實際使用時間
比前述估計還長，則節電量會更大。
同樣針對照明補助，若對象為室內停車場智慧照明，則依據作業要點規
範，補助對象為集合住宅、辦公大樓與服務業之室內停車場。效率認定
上，依據「辦公室及營業場所燈具節能標章能源效率基準與標示方法」
認定，汰舊換新後之 LED 產品發光效率 120 lm/W 以上，且至少需有自
動開關、調光或時序控制等 1 項以上智慧照明控制功能的燈具。每盞補
助最高不逾汰換費用 1/2（備註：本計畫為了鼓勵申請汰換，不予規範
每案補助功率上限）
。另外，為避免施工現場難度衍生各種施工價格不
統一之現象，本府不對施工價格給予補助。
預估節電效益方面，假設以一盞雙燈管四尺 T8 螢光燈（每小時耗電量
含安定器 0.082 kWh）汰換為雙燈管四尺 T8 LED 燈（每小時耗電量 0.036
kWh）的話，一年開燈 8,760 小時，則一年一盞可節省 402 kWh（=
（0.082-0.036）kW×8,760 hr）。若本府投入每年 13.45 萬，則可以補
助 182 盞(平均每盞約補助約 739.0109 元)，故一年約可節省約 3.1886
萬度電（=175.2kWh/盞年×182 盞年）
，倘若搭配自動開關、調光或時
序控制等功能，則節電量會更大。
欲申請單位，應備妥本計畫所設計之申請表與必要佐證資料，例如服務
業用戶應出具電費單（用電種類應為電力用戶或表燈營業用戶）、商業
登記證、法人設立登記證明文件或縣市認定足資證明為服務業之文件。
機關應出具組織法規並以公函申請；學校應出具設立證明。申請單位可
親自遞交或郵寄至本府進行書面審核。資格符合者會採用電匯方式撥
款。
為確保執行品質符合預期，本府將採抽查方式辦理，每季抽查至少 1％
申請補助單位之燈具效率以及智慧照明是否符合補助資格，若有不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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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事，則會輔導受補助對象限期改善完畢，以便後續撥付補助款項事宜。
（四）導入能源管理系統
本次導入之能源管理系統，係指能夠量測並分析能源使用情形，並彙整
資訊供管理決策運用，以協助使用者達成節能目標的軟硬體系統。其系
統元件包括電表及其他感測器、通訊網路、資料處理與儲存平台等。
針對契約容量介於 51 至 800 kW 之服務業、機關及學校之電力用戶申請
案，其能源管理系統功能需具備用電資訊可視化及自動化節能管理。補
助額度方面，每套補助不逾設置費用 1/2。而針對契約容量大於 800 kW
之服務業、機關及學校之電力用戶申請案，其能源管理系統功能具備用
電資訊可視化及自動化節能管理，並應包含空調效率監測功能。補助額
度方面，每套補助最高不逾設置費用 1/2。為避免施工現場難度衍生各
種施工價格不統一之現象，本府不對施工價格給予補助。
契約容量介於 51 kW 至 800 kW（中型）之申請案於提送完工驗收報告
書時，應附包含設置場域之電流、電壓、需量趨勢及用電累計度數之報
表，且上述均含資料讀取、儲存與呈現。
契約容量大於 800 kW（大型）之申請案於提送完工驗收報告書時，應
附包含設置場域之電流、電壓、需量趨勢及用電累計度數之報表；空調
冰水系統及各冰機之需量之報表；冰水系統、冷卻水系統之出入水溫
度、總流量之報表，且上述均含資料讀取、儲存與呈現。
預估節電效益方面，依據目前市價保守估算，＜800 kW 中型能源管理
系每套約為 20 萬元，若本府投入每年 120 萬，則可以補助 6 套
（1,200,000/200,000= 6 套），故一年約可節省約 24 萬度電
（=40,000kWh/套年×6 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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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抑抵尖峰用電措施
因應夏月用電尖峰，本縣配合經濟部「2017 夏月節電大作戰」是以降低
尖峰用電為目標，推動「尖峰移轉」、
「設備汰換」、
「酷涼分享」
、「照明
減半」及「空調升溫」等 5 項工作，從各層面規劃以下不同短期措施：
（1）機關方面
本縣所屬機關學校配合中央政策於尖峰時段節約用電，每日下午 1 時至
3 時將冷氣及中央空調調整為送風模式（關閉冷氣）；其他時間室內溫
度控制不低於 28℃，並配合相關節約用電措施（行政院秘書長 106 年 7
月 31 日院臺經字第 1060183195 號函）。
（2）民眾方面
本縣已長期投入節電宣導工作，民眾日常生活中可簡單透過定期清洗冷
氣機濾網、使用高效率照明燈具（如 LED 燈泡）、冷氣設定 26-28 度，
並搭配電風扇使用等節電措施，達到節電愛地球並節省荷包的雙重好
處；更可參考日本自 2011 年開始推廣共享冷氣酷涼分享（Cool Share）
的節電做法，在炎熱夏季前往公共場所，一起共享原本就需要提供的空
調與照明，減少在自家分別使用空調與照明的時間，可降低城市整體空
調、照明用電，是一種透過「能源共享」而獲得可觀節電成效的方式。
（3）產業方面
本縣已長期投入多元節電工作，為擴大產業節電效益，除推動指定能源
用戶落實「冷氣不外洩」
、「冷氣室溫不低於 26 度」及「禁用鹵素燈泡
及白熾燈泡」等 3 項節能規定外，更針對用戶數龐雜之中小能源用戶，
透過節能診斷服務之在地輔導能量，協助提升整體用電效率；另結合在
地志工及學校教育宣導節能，讓節能種子及節電觀念可以深入民間並向
下紮根。
綜上，我國用電尖峰集中於夏季白天，面臨供電調度的挑戰，大用戶或
服務業平日（週一至週五）下午 13 時 30 分至 15 時，大多數為營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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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峰時刻，如能依營業特性實施尖峰用電管理措施，可共同抑低尖峰用
電，提升供電品質及穩定度，避免供電調度上的風險，對於店家而言，
則可減少用電超約附加費，降低用電成本及營業成本。本府未來將以能
源大用戶或服務業為主，全力配合加速「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執
行進度，每期預期達到「表五」中所示預計「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
助完成數及每期預計節電目標；另未來本府亦會配合中央加強宣導鼓勵
民眾裝設智慧電表及建立智慧電網基礎設施，方能確實推動抑低尖峰用
電相關措施。
（六）查核機制及申訴制度
為強化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各項策略，由本府擔任總稽核角色，針
對各補助申請案件，檢視申請文件、查核執行進度、彙整執行成果及進
行績效驗證，分為四個步驟如下：
（1）檢視申請文件：包括：內容合理性、資料正確性、文件完整性、效益性
評估、預期節電量（量化數據）及預期執行進度等。
（2）查核執行進度：為確保執行品質符合預期，本府將採抽查方式辦理，每
季抽查至少1％申請補助單位之燈具效率以及智慧照明是否符合補助資
格，若有不符之情事，則會輔導受補助對象限期改善完畢，以便後續撥
付補助款項事宜。
（3）彙整執行成果：原則要求受補助對象將進行中的成果彙整回報，以便了
解補助作業執行遭遇困難、後續撥付補助款項等事宜。
（4）進行績效驗證：以實際節電量及推估節電量進行各受補助案件進行績效
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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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查核機制流程圖
提出申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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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補助成
果工作圖

本申訴制度以協助本縣推動本計畫為主，應設立單一申訴窗口，接受本
計畫之各項申訴。相關申訴管道可利用本計畫諮詢專線電話及節電網路
社群。申訴類別概分為作業程序諮詢、節電手法諮詢、其他資訊諮詢等
程序諮詢類及對本計畫提出建議作法與客訴內容等申訴類。
各申訴管道均由專人統一處理，針對作業程序諮詢制定各項諮詢內容回
覆流程與資訊，定期彙整於節電網路社群中，提供民眾簡易查詢常見問
與答。申訴類則由專人轉由本縣執行窗口本府建設處，以公文形式陳核
後續做法或答覆內容。必要時，可提報於會議中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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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民眾申訴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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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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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 Q&A

簽核回覆

社群公開點閱

建立回覆資料庫
提報小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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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因地制宜措施
（一）汰換農業照明
本縣為農業大縣，花卉、水果生產量大，以燈具照明來調節農產品產期
及提高品質，為鼓勵農民汰換高耗能設施；另如淘汰傳統燈具，改以節
能高效率之省電節能燈具取代，以達到農業節電的效果，並降低農民生
產成本，並配合本縣多種農業活動，對於其用電較大之農戶，加強節電
輔導，以強化節電效果，主要針對本縣大宗主要主產作物：菊花、火龍
果、葡萄需要產期之調節，凡設籍彰化縣，耕地在本縣實際有從事利用
夜間照明調節產期之花卉、果樹栽培之農民皆可向農田所在地農會申請
節能燈具補助，執行期間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補助標準以每公頃農
田使用節能燈具補助二分之一為限，最高補助額度上限如下：
■ 節能燈泡：每公頃農田最高補助 6 萬元。
■ LED 燈泡：每公頃農田最高補助 10 萬元。
能源係耗竭性資源，電價恐難調降，因此透過政策性補助及輔導措施，
針對用電量較大的農業使用面積，例如：菊花、火龍果、葡萄等 栽培以
短時、間歇光照、節省用電，以節能高效率之省電節能燈具代替白熾燈
泡，未來如能有效透過各鄉鎮市農會的輔導作為媒介進行擴散，來推廣
農業電照技術，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將會提升本縣整體節電效益。以
補助二分之一為限， 直 接 可 創 造 產 業 兩 倍 商 機 ， 農 業 可 以 減 少 用
電量並增加產值並兼顧品質，為創造農業與產業的多贏策略。
「因地制宜措施」，預計第一期計畫節電目標為 856.8 萬度電。
（1）注意事項
1.每一筆農地於同一年度以補助一次為限。
2.為擴大受補助農民人數， 本計畫受補助農民接受其他單位補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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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申請此項計畫。
3.輔導單位鄉鎮市農會務必確實按計畫規定辦理本項業務，加強宣導相關
規定，並落實對汰換傳統燈泡改為節能燈具之農民查核輔導工作，避免
各種弊端情形產生。
4.輔導單位鄉鎮市農會應輔導受補助農民，購用符合規定之節能燈具，但
不得指定或要求購用特定燈具廠牌。受補助農民如未依規定購用符合規
定之節能燈具或廠商出具不實之憑證，經查證屬實者，除追回當年度補
助款， 並依法應自負責任。
（2）受補助農民於節能燈具運到前， 應連繫鄉鎮市農會辦理節能燈具查驗
工作並拍照存證， 輔導單位應確實核對購買節能燈具數量是否符合規
定，並填妥查驗紀錄表。本府得隨時派員會同辦理抽查節能燈具交貨
情形。
（3）完成現場查驗後， 查驗之鄉鎮市農會應輔導受補助農友填具印領清
冊， 連同購買節能燈具證明（ 以發票為原則）、 查驗單等， 送本府辦
理補助款核銷事宜。
（4）各鄉鎮市農會應於計畫完成後一週內， 將節能燈具補助清冊報送本
府， 再由本府會同各鄉鎮市農會進行受補助農民抽查工作，抽查比率
至少為受補助農民總數百分之十以上，俾防止造假或虛報等弊端， 並
填具抽 查 紀 錄 表 。
（5）各鄉鎮市農會應於計畫完成後一個月內， 提送完整之計畫執行成果報
告及相關之成果相片報送本府，以利掌握各項計畫執行成果，作為未
來評估參考。
（6）本次計畫主要申請的作物為菊花、火龍果、葡萄為主，其成果效益如
下：
1.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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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之栽培利用夜間電照調節日長，使日長延長或夜間縮短，可以抑制
開花，達到控制及調節產期之目的，菊花便可以週年生產，供應市場之
需要。電照電費每公頃每季約需 4 萬 2 千元，佔非勞力成本的 18％，是
栽培菊花時重要之成本支出，因此提出四個省電之方法，包括間歇電
照、省電燈泡、電燈架設法改進、及農業動力用電之電價優惠。
a.間歇電照
係於一般電照之 4 小時間，將之分為 8 段，每段 30 分鐘，每段間照射
10 分鐘，熄燈 20 分鐘，週而復始，共 8 循環。如此電照所需之電量僅
需原有連續電照的三分之一。此一方法對大部份之品種均能 有效抑制
開花。電照之成功與否，與每個品種，對光量的需求不同有關。對於需
光量較多之品種，必須略為提高電燈架設之密度以提高照度，滿足高光
量需求品種的需要，亦能有效抑制菊花開花。
利用間歇電照技術或家庭常用之省電燈泡於菊花電照，可節省菊花電照
電費 60％以上，每公頃每季約可節省電照成本 2 萬 5 千元，以目前台灣
菊花之年栽培面積約 614.24 公頃估計，每年約可節省電費 1,869 萬。
b.省電燈泡
可利用現今普遍使用於家庭照明的省電燈泡。利用 20W 或 21W 的省電燈
泡，其光照之亮度（或稱照度）與 100W 鎢絲燈泡類似，但其用電量僅
約現今普遍使用的鎢絲燈泡的五分之一，試驗結果省電燈泡亦能有效抑
制菊花之花芽形成。由於省電燈泡與鎢絲燈泡所包含之波長不同，亦即
光的顏色不同，使用省電燈泡時，所須之亮度要比鎢絲燈略高，約需增
加三分之一的燈泡架設量，即可達到抑制開花之目的。一般來說，利用
省電燈泡可以減少電費約 70％。花農將來需逐漸利用省電燈泡來替代目
前的傳統白熾燈泡。在切花品質方面，雖花莖及花穗長度，省電燈泡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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鎢絲燈泡燈照並無顯著差異，在耗電量方面，利用省電燈泡僅為鎢絲燈
泡的 25％，有效節約能源。
c.電燈架設法之改進
目前田尾地區電燈之架設多為三畦一排燈，燈行距約為 3.9 公尺，燈距
約為 3 公尺，若將菊花之電燈架設法改為二畦，燈行距各為 2.6 公尺，
為一正方形，燈泡的高度為 1.6 公尺，配合使用間歇照明，每分地亦可
節省 7-14％之用電量。菊花之品種繁多，只要了解不同品種之光需求
量，便可以改進電燈架設法、運用間歇電照、或省電燈泡以節省電費。
d.申請農業動力用電：
目前若使用一般家庭用電，夏季之電費約為每度 3.4 元，冬季為 2.7 元，
若申請農業動力用電經常契約，夏季每度約為 1.86 元，冬季約為 1.65
元，若申請動力用電離峰契約，夏季每度約為 1.04 元，冬季約為 0.94
元，可以節省可觀之電費。
2.火龍果
目前全台紅龍果栽培面積約 2,490 公頃，以彰化縣的 492 公頃居全台之
冠但因產期過於集中在夏季，也造成不小的銷售壓力；雖然已有利用冷
藏方式來部份調節夏季盛產期的出貨量，但有鑒於夏季果實多而小，且
甜度低，而秋冬季之果實雖量少，但又大又甜，頗具市場吸引力。因此，
若能延長產期，以提高冬期果的產量，對其經濟價值將大有助益。
由於早春的氣溫較低助波動大，其春夏果之提早產期效益並不理想，因
此以延長秋冬果產期之經濟效益較佳。其產期尾季由正常果的 10-11
月，可因燈照處理而延長至翌年的 2 月，因而延長 3 個月以上的生產期。
另由於秋冬期間之日夜溫差較夏季盛產期間為大，非常有利於果實的肥
大及碳水化合物的蓄積；因此其總產量可增產 20-50％以上，而紅肉種
單果重量可增加 20-30％，白肉種則可增加 30-40％的重量，且其甜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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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2-4oBrix，可有效提升果實品質。且植株因受惠於產調果實的負
載，因而減少側芽萌生的疏刪作業成本。
3.葡萄
全台葡萄栽培面積約 2,736.55 公頃，以彰化縣的 1276.05 公頃居全台
之冠，電照燈距依使用燈泡瓦數調整，23W 可採用 3 公尺×3 公尺，55W
以上則採用 6-7 公尺×5 公尺，可有效的達到電照效益。近年來，材料科
學發展迅速，出現半導體科技產品 LED 燈，具有發光效率高、壽命長、
節省能源等優點，業經台中區農業改良場進行 LED 燈與省電燈泡電照效
果之比較，不論是 LED 燈或省電燈泡均是「有照有保庇」，對葡萄結果
枝生長或提高著果都有正面效益。夜間電照於葡萄生產確實有促進生育
之效益，然而，採用電照會增加生產成本。因此需充分瞭解葡萄夜間電
照之目地，掌握電照葡萄點亮明燈的生育時期與時機，可有效率使用並
提高收益，並避免不必要之成本支出。
綜上，以上作物皆經由農業改良場測試結果，故預估節電效益方面，假
設以一盞 100W 鎢絲燈泡汰換為 LED 燈 15W 的話，一年開燈 480 小時（每
天 4 小時 x120 天）
，則一年一盞可節省 40.8kW（=（100-15)W×480
hr/1,000）。依據目前市價保守估算，一盞 LED 燈價約為 156 元，若本
府第一期投入 1,480 萬 2,246 元，預計可以補助 189,772 盞
（14,802,246/156=約 94,886 盞，但因只補助 50％，因此 94,886 盞/50
％= 189,772 盞）
，故第一期每年約可節省約 774.26976 萬度電（= 40.8kW/
盞•年×189,772 盞•年）
，第二期無規劃農業燈具補助，第三期則預計
再投入 1,693 萬 5,068 元，預計可以補助 217,116 盞（16,935,068/156=
約 108,558 盞，但因只補助 50％，因此 108,558 盞/50％= 217,116 盞）
，
故第三期每年約可節省約 885.83328 萬度電（= 40.8kW/盞•年×217,116
盞•年），三期則可節省 1,660.10304 萬度電，另以 104 年 600 萬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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汰換省電燈泡計 113.0623 公頃、LED 計 2.434 公頃，合計 115.4963 公
頃為基礎，第一期將可補助 316.40 公頃（1,480 萬 2,246 萬/600 萬
*115.4963 公頃=284.9341 公頃）
，另每位農民 LED 補助上限 10 萬，將
有 148 位農民可受惠，汰換節電燈泡補助上限 6 萬，將有 246 位農民受
惠，倘若實際使用時間比前述估計還長且因省電燈炮及 LED 樣態眾多，
不僅能帶動民間節能業者投入，更能使受惠農民更多選擇性，以達到節
電之效果。
另將視後續實際需求，保留後續擴充其他設備（如漁業、畜牧）之修正。

表六、燈具功率對照表
燈具功率對照表
耗電量（瓦特）

最低發光量（流明）

白熾燈

省電燈泡

LED 燈

450

40

9–11

6–8

800

60

13–15

9–12

1,100

75

18–20

13–16

1,600

100

23–28

15–22

2,400

150

30–52

24–28

3,100

200

49–75

30

4,000

300

7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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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汰換無風管空氣調節機（住宅補助措施）
本計畫參考作業要點，針對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以下簡稱 CNS）3615
及 CNS 14464 規定，且列入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應施檢驗品目者辦理補
助。本次補助對象包含本縣轄內之住宅。汰舊換新後之設備，應符合「無
風管空氣調節機容許耗用能源基準與能源效率分級標示事項、方法及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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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方式」所規範之 1、2 級產品，每台依額定總冷氣能力每 kW 補助新臺
幣 1,000 元，每台不超過 3,000 元；補助採買期間為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7 日起採購之本項補助品(以發票開立時間認定)，本品項預定額度用
罄後擬由補助成本高之品項勻支，本府並將視補助款支用情形提前公告
中止或延長申請補助期間，以確保節電目標。另外，為避免施工現場難
度衍生各種施工價格不統一之現象，本府不對施工價格給予補助。）
。
預估節電效益方面，每台無風管空氣調節機補助最高 3,000 元，若本府
第一期投入 90 萬，則可以補助 300 台(平均每台約補助 3,000 元)，故
一年約可節省 20.1 萬度電（=670kWh/台年 x300 台年）
，第二期預計
再投入 960 萬，則可以補助 3,200 台(平均每台約補助 3,000 元)，故一
年約可節省 214.4 萬度電（=670kWh/台•年 x3,200 台•年）
，兩期則共
可節省 234.5 萬度電。
（三）汰換電冰箱（住宅補助措施）
本計畫參考作業要點，針對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以下簡稱CNS）2062
規定，且列入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應施檢驗品目者。本次補助對象包含本
縣轄內之住宅。汰舊換新後之設備，應符合「電冰箱容許耗用能源基準
與能源效率分級標示事項、方法及檢查方式」所規範之能源效率1、2級
產品，每台每公升補助新臺幣10元，每台不超過3,000元；補助採買期
間為中華民國107年12月7日起採購之本項補助品(以發票開立時間認
定)，本品項預定額度用罄後擬由補助成本高之品項勻支，本府並將視
補助款支用情形提前公告中止或延長申請補助期間，以確保節電目標。
另外，為避免施工現場難度衍生各種施工價格不統一之現象，本府不對
施工價格給予補助。）
。預估節電效益方面，每台電冰箱補助最高3,000
元，若本府第一期投入73.4732萬，則可以補助245台(平均每台約補助
2,998.9061元)，故一年約可節省12.887萬度電（=526kWh/台年x245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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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第二期預計再投入683.6978萬，則可以補助2,279台(平均每台約
補助2,999.9903元)，故一年約可節省119.8754萬度電（=526kWh/台•
年x2,279台•年），兩期則共可節省132.7624萬度電。

五、擴大辦理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
（一）汰換照明設備（擴大服務業、機關與學校補助措施）
本府依循作業要點，針對服務業電力用戶、表燈營業用戶及政府機關
與學校之 T5 螢光燈具做汰換補助。效率認定上，依據「辦公室及營業
場所燈具節能標章能源效率基準與標示方法」認定，汰舊換新後之發光
效率應達 100lm/W 以上。每具補助額度最高不逾汰換費用 1/2。本計畫
為了鼓勵申請汰換，因此不予規範每案補助燈具數量上限。另外，為避
免施工現場難度衍生各種施工價格不統一之現象，本府不對施工價格
給予補助。
預估節電效益方面，假設以一盞雙燈管四尺 T5 螢光燈（每小時耗電量
含安定器 0.078 kWh）汰換為雙燈管四尺 T8 LED 燈（每小時耗電量 0.036
kWh）的話，一年開燈 2,000 小時，則一年一盞可節省 84kWh（=
（0.078-0.036）kW×2,000hr）。若本府每年投入 93.42 萬，則可以補
助 1,557 盞(平均每盞約補助 600 元)，故一年約可節省 13.0788 萬度電
（=84kWh/盞年 x1,557 盞年），倘若實際使用時間比前述估計還長，
則節電量會更大。
（二）汰換無風管空氣調節機（擴大住宅補助措施）
本計畫參考作業要點，針對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以下簡稱 CNS）3615
及 CNS 14464 規定，且列入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應施檢驗品目者辦理補
助。本次補助對象包含本縣轄內之住宅。汰舊換新後之設備，應符合「無
風管空氣調節機容許耗用能源基準與能源效率分級標示事項、方法及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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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方式」所規範之 1、2 級產品，每台依額定總冷氣能力每 kW 補助新臺
幣 1,000 元，每台不超過 3,000 元；補助採買期間為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7 日起採購之本項補助品(以發票開立時間認定)，本品項預定額度用
罄後擬由補助成本高之品項勻支，本府並將視補助款支用情形提前公告
中止或延長申請補助期間，以確保節電目標。另外，為避免施工現場難
度衍生各種施工價格不統一之現象，本府不對施工價格給予補助。）
。
預估節電效益方面，每台無風管空氣調節機補助最高 3,000 元，若本府
每年投入 3,158.89 萬，則可以補助 10,636 台(平均每台約補助
2,969.9980 元)，故一年約可節省 712.612 萬度電（=670kWh/台年
x10,636 台年）。
（三）汰換電冰箱（擴大住宅補助措施）
本計畫參考作業要點，針對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以下簡稱CNS）2062
規定，且列入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應施檢驗品目者。本次補助對象包含本
縣轄內之住宅。汰舊換新後之設備，應符合「電冰箱容許耗用能源基準
與能源效率分級標示事項、方法及檢查方式」所規範之能源效率1、2級
產品，每台每公升補助新臺幣10元，每台不超過3,000元；補助採買期
間為中華民國107年12月7日起採購之本項補助品(以發票開立時間認
定)，本品項預定額度用罄後擬由補助成本高之品項勻支，本府並將視
補助款支用情形提前公告中止或延長申請補助期間，以確保節電目標。
另外，為避免施工現場難度衍生各種施工價格不統一之現象，本府不對
施工價格給予補助。）
。預估節電效益方面，每台電冰箱補助最高3,000
元，若本府每年投入12,687.882萬，則可以補助4,272台(平均每台約補
助2,970.0098元)，故一年約可節省224.7072萬度電（=526kWh/台年
x4,272台年）。

37

六、預定工作進度
（一）節電基礎工作
表七、節電基礎工作預定工作進度表
進
度

（

%
）

查核點
累計預定
進度

基礎資訊

40％

40％

20％

合計

100％

3月

6月

9月

12月

*1

*2

*3

*4

10％

20％

35％

40％

*5

*6

*7

*8

10％

20％

35％

40％

*5：完成預算法定程序（含議會墊付、預算編製）
。
*6：完成委外招標作業（含簽辦、等標、評選、決標、簽約
等）及訂定本計畫補助要點。
查核點進 *7-1：完成志工培訓課程（含志工徵求、志工培力）4場次。
度說明 *7-2：完成志工實作輔導（含機關學校5處、指標性服務業5
處、社區村里5處）15處。
*8：完成公民參與行動（含進度審查會議或相關節電會議）1
場次。

查核點
累計預定
進度

氛圍建構

107年

*1：完成預算法定程序（含議會墊付、預算編製）
。
*2：完成委外招標作業（含簽辦、等標、評選、決標、簽約
查核點進
等）及訂定本計畫補助要點。
度說明 *3：完成稽查輔導訪視（各業別平均取樣）100家。
*4：完成能源策略研究（含能源消費調查研究、能源數據公開
應用、能源策略研究報告）1 式。

查核點
累計預定
進度

組織動員

第一期（107年1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

(%)

推動項目

工
作
比
重

*9

*10

*11

*12

5％

10％

15％

20％

*9：完成預算法定程序（含議會墊付、預算編製）
。
*10：完成委外招標作業（含簽辦、等標、評選、決標、簽約
查核點進
等）及訂定本計畫補助要點。
度說明
*11：完成節能推廣示範2場次。
*12：完成節電競賽活動（含競賽獎金或獎品）1場次。

累計預定
進度(%)

25％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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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100％

（二）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
表八、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預定工作進度表

（

%
）

汰換無風管
空氣調節機 44％

進
度

第一期（107年1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
107年

(%)

推動項目

工
作
比
重

3月

6月

9月

12月

3月

6月

9月

12月

*1
*2
查核點
累計預定
5.5％ 11％
進度

*3
16.5
％

*4

*5
27.5
％

*6

*7
39.5
％

*8

合計

100％

35％

44％

*11
16.5
％

*12
22％

*13
27.5
％

*14
35％

*15
39.5
％

*16
44％

*9：完成預算法定程序（含議會墊付、追加預算）
。
*10：完成委外招標作業（含簽辦、等標、評選、決標、簽約
等）及訂定本計畫補助要點。
*11-1：完成宣傳文宣品1式。
查核點進 *11-2：完成查核至少1％補助申請案件。
度說明 *12：完成補助成果分析報告 1 式。
*13：持續受理補助申請案件。
*14：持續受理補助申請案件。
*15：持續受理補助申請案件。
*16：持續受理補助申請案件。

*17
查核點
累計預定
1.5％
進度

導入能源管
12％
理系統

22％

*1：完成預算法定程序（含議會墊付、預算編製）
。
*2：完成委外招標作業（含簽辦、等標、評選、決標、簽約
等）及訂定本計畫補助要點。
*3-1：完成宣傳文宣品1式。
查核點進 *3-2：完成查核至少1％補助申請案件。
度說明 *4：完成補助成果分析報告1式。
*5：持續受理補助申請案件。
*6：持續受理補助申請案件。
*7：持續受理補助申請案件。
*8：持續受理補助申請案件。

*9
*10
查核點
累計預定
5.5％ 11％
進度

汰換照明設
44％
備

108年

*18

*19

*20

3％

4.5％

6％

*21

*22

*23

*24

7.5％ 10％

11％

12％

*17：完成預算法定程序（含議會墊付、預算編製）。
*18：完成委外招標作業（含簽辦、等標、評選、決標、簽約
等）及訂定本計畫補助要點。
*19-1：完成宣傳文宣品1式。
查核點進 *19-2：完成查核至少1％補助申請案件。
度說明 *20：完成補助成果分析報告1式。
*21：持續受理補助申請案件。
*22：持續受理補助申請案件。
*23：持續受理補助申請案件。
*24：持續受理補助申請案件。

累計預定 12.5
％
進度(%)

25％

39

37.5
％

50％

62.5
％

80％

90％ 100％

（三）擴大辦理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
表九、擴大辦理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預定工作進度表
進
度

（

%

備（擴大服務
50％

措施）

空氣調節機
25％

補助措施）
汰換電冰箱
（擴大住宅 25％
補助措施）

100％

9月

108年
12月

3月

6月

9月

12月

*1
12.5
％

*2

*3

*4

40％

45％

50％

*6

*7
22.5
％

*8

*1：完成查核至少1％補助申請案件。
查核點進 *2：完成補助成果分析報告1式。
度說明 *3：持續受理補助申請案件。
*4：持續受理補助申請案件。

查核點
累計預定
進度

汰換無風管

合計

6月

查核點
累計預定
進度

汰換照明設

（擴大住宅

107年
3月

）

業、機關補助

第一期（107年1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

(%)

推動項目

工
作
比
重

*5
6.25
％

20％

25％

*5：完成查核至少1％補助申請案件。
查核點進 *6：完成補助成果分析報告1式。
度說明 *7：持續受理補助申請案件。
*8：持續受理補助申請案件。

查核點
累計預定
進度

*9
6.25
％

*10
20％

*11
22.5
％

*12
25％

*9：完成查核至少1％補助申請案件。
查核點進 *10：完成補助成果分析報告1式。
度說明 *11：持續受理補助申請案件。
*12：持續受理補助申請案件。

累計預定
進度(%)

25％

40

80％

90％ 100％

（四）因地制宜措施
表十、因地制宜措施預定工作進度表

（

%

3月

6月

查核點
*1
累計預定
25％
進度

*2

*3

*4

*5

45％

65％

75％

85％

）

汰換農業照
85％
明

第一期（107年1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
107年
108年
109年

進
度

(%)

推動項目

工
作
比
重

9月

12月

3月

6月

9月

12月

6月

*1：完成補助前置作業流程及訂定本計畫補助要點。
*2：完成補助50,000顆LED燈泡，陸續完成審核、驗收及核銷作業。
查核點進
*3：累計完成補助100,000顆LED燈泡，陸續完成審核、驗收及核銷作業。
度說明
*4：累計完成補助150,000顆LED燈泡，陸續完成審核、驗收及核銷作業。
*5：累計完成補助189,772顆LED燈泡，陸續完成審核、驗收及核銷作業。

查核點
汰換無風管
累計預定
空氣調節機
7.5％ 進度
（住宅補助
查核點進
措施）
度說明

*6
7.5％
*6：受理及完成補助300台無風管空氣調節機。

查核點

汰換電冰箱
累計預定
（住宅補助 7.5％ 進度
查核點進
措施）
合計

3月

*7
7.5％
*7：受理及完成補助245台電冰箱。

度說明
累計預定
25％
100％
進度(%)

45％

65％

41

75％

85％

100%

9月

12月

七、預定成果與效益
表十一、第一期計畫節電工作預期效益表
工作

節電措施

對象及推動作法

預期效益

節電 20 類指定 1.針對 20 類指定能源用戶推
動「指定能源用戶應遵行 1.節電量 4.38 萬度
基礎 能源用戶
之節約能源規定」。
工作
稽查

設備
汰換
與智
慧用
電補
助及
查核
機制

因地
制宜
措施

備註（如節
電量評估方
式）
前文已檢附節
電量評估方
式，在此不重
複說明。

汰換無風
管空氣調
節機

1.補助服務業及政府機關與
學校 1、2 級能效產品，每
1.節電量 82.2572 萬
kW 補助上限 2,500 元。(實
度
際 補 助 平 均 每 台 約
2,422.5287 元)

前文已檢附節
電量評估方
式，在此不重
複說明。

汰換照明
設備

1.補助服務業電力用戶、表
1.節電量 275.0895 萬
燈營業用戶及政府機關與
度
學校之 T8/T9 螢光燈具，
汰舊換新後之發光效率應
達 100lm/W 以上。不逾汰
換費用 1/2。
2.補助集合住宅、辦公大樓
2.節電量 3.1886 萬度
與服務業之室內停車場，
汰舊換新後之產品發光效
率 120lm/W 以上，且至少
需有自動開關、調光或時
序控制等 1 項以上智慧照
明控制功能的燈具。補助
最高不逾汰換費用 1/2。

前文已檢附節
電量評估方
式，在此不重
複說明。

導入能源
管理系統

1. 補 助 服 務 業 、 機 關 及 學
校，50-800kW 每套補助不 1.節電量 24 萬度
逾設置費用 1/2。

前文已檢附節
電量評估方
式，在此不重
複說明。

汰換農業
照明

1.凡設籍彰化縣之農民,汰
前文已檢附節
舊換新傳統燈泡，改以節 1. 節 電 量 774.26976 電 量 評 估 方
能高效率之省電節能燈具 萬度
式，在此不重
取代。
複說明。

汰換無風 1.補助住宅用戶、表燈非營
業用戶之節能家電（汰換
管空氣調
既有老舊無風管空氣調節
節機（住
1.節電量 20.1 萬度
機），應符合 1、2 級能效
宅補助措
產品，每台無風管空氣調
施）
節機補助上限 3,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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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已檢附節
電量評估方
式，在此不重
複說明。

汰換電冰 1.補助住宅用戶、表燈非營
業用戶之節能家電（汰換
箱（住宅
電冰箱）
，應符合 1 級能效 1.節電量 12.887 萬度
補助措
產品，每台電冰箱補助
施）
3,000 元。

前文已檢附節
電量評估方
式，在此不重
複說明。

汰換照明
設備（擴 1.補助服務業電力用戶、表
大服務
業、機關
與學校補
擴大
辦理
設備
汰換
與智
慧用
電

燈營業用戶及政府機關與
學校之 T5 螢光燈具，汰舊 1.節電量 13.0788 萬
換新後之發光效率應達
度
100lm/W 以上。不逾汰換費
用 1/2。

前文已檢附節
電量評估方
式，在此不重
複說明。

助措施）
汰換無風 1.補助住宅用戶、表燈非營
管空氣調
節機（擴
大住宅補
助措施）

業用戶之節能家電（汰換
既有老舊無風管空氣調節
機），應符合 1、2 級能效 1.節電量 712.612 萬
產品，每台無風管空氣調
度
節機補助上限 3,000 元(實
際 補 助 平 均 每 台
2,969.9980 元)。

前文已檢附節
電量評估方
式，在此不重
複說明。

汰換電冰 1.補助住宅用戶、表燈非營
箱（擴大
住宅補助
措施）

業用戶之節能家電（汰換
電冰箱），應符合 1 級能 1.節電量 224.7072 萬
效產品，每台電冰箱補助
度
3,000 元(實際補助平均每
台 2,970.0098 元)。
節電量 2,146.57006
萬度

預期節電量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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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已檢附節
電量評估方
式，在此不重
複說明。

八、計畫經費
（ 一 ） 人事費明細表
表十二、人事費明細表
工作性質人力分配表
人力

項目

單位：仟元
薪水

加班

人事費需求（仟元）

機關人力

0

0

0

約聘雇員

0

0

0

合

0

0

0

計

（ 二 ） 經常支出中人事費以外各項費用
表十三、除人事費外之其他經常支出費用表
預算數（仟元）
工作 節電措施

節電
基礎
工作

用 途、說 明 及 計 算
其他
方式
全程經費 本期經費 自籌款 機關
補助

第一期：
1.稽 查 輔 導 訪 視 （各
業別平均取樣）100
家 ，預估經費
1,000,000 元（100 家
×10,000 元/家＝
1,000,000 元）。
基礎資訊 2.能 源 策略研究（含能
源消費調查研究、能
源數據公開應用、能
源策略研究報告）1
式 ，預估經費
1,400,000 元。
（1 式×
1,400,000 元/式＝
1,4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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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0

2,400

0

0

設備
汰換
與智
慧用
電補
助及
查核

第一期：
1.成 立 專 責 組 織（略）
（本府已成立）
2. 志工培訓課程（含志
工徵求、培力課程）4
場次，預估經費
800,000 元（4 場次×
200,000 元/場次＝
800,000 元）；志工實
作輔導（含機關學校 5
處、指標性服務業 5
組織動員
處、社區村里 5 處）
15 處，預估經費
1,500,000 元（15 處×
100,000 元/處＝
1,500,000 元）
3.公 民 參 與 行 動 （含
進度審查會議或相關
節電會議）1 場 次 ，
預估經費 100,000 元
（1 場次×100,000 元/
場次＝100,000 元）。
第一期：
1.節 能 推 廣 示 範 2 場
次 ，預估經費
200,000 元（2 場次×
100,000 元/場次＝
200,000 元）。
氛圍建構
2.節 電 競 賽 活 動 （含
競賽獎金或獎品）1
場 次 ，預估經費
1,000,000 元（1 場次
×1,000,000 元/場次
＝1,000,000 元）。
第一期：
1.成 立「彰化縣住商節
電推動辦公室」1
式， 預估經費
6,000,000 元，符合
行政費用
「設備汰換與智慧用
電」執行項目之補助
作業相關行政費用以
獲核定執行經費之百
分之十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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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0

2,400

0

0

3,600

1,200

0

0

18,000

6,000

0

0

第一期：
1.投 入 640 萬 2,259
元，可補助
汰換無 風
2, 642.8 kW， 約 當
1 5,3 91.959 6,402.259
管空氣調
41 9 台 6.3kW 之 冷
節機
氣 機 （每 kW 平 均
約補助
2,422.5287 元 ）
。
第一期：
1.投 入 1, 096.4671
萬元補助約
14 ,555 盞 高 效 率
燈 具 （每 盞 平 均 約
汰換照 明
補 助 753.3267 元 ）35 ,999.171 11 ,099.171
設備
+13.45 萬 元 補 助
約 182 盞 室 內 停 車
場智慧照明燈具
（每 盞 平 均 約 補
助 739.0109 元 ）
。
第一期：
1.投 入 12 0 萬 元 補 助
導入能源
51 -800 kW 用 戶
3, 400
1 ,200
管 理 系 統 （每 套 平 均 約 補
助 200,000 元 ）
。
第一期：
汰換農 業 1.投 入 1, 480 萬
31 ,737. 314 14 ,802.246
2, 246 元 補 助 約
照明
189,772 盞 LED 燈泡。
汰換無風 第 一 期 ：
因地 管空氣調 1.投 入 90 萬 元 補 助
約 300 台 3.2kW 之 冷
10,500
9 00
制宜 節機（住宅
氣 機（ 每 台 平 均 約 補
措施 補助措施）助 3000 元 ）。
汰換電冰 第 一 期 ：
箱（住宅補 1.投 入 73.4732 萬 元
補 助 約 245 電 冰 箱
7,571.71
73 4.732
助措施）
（每台平均約補助
2,998 .9061 元 ）。

機制

擴大 汰換照明 第 一 期 ：
辦理 設備（擴大 1.投 入 93.42 萬 元 補
設備 服務業、機 助 約 1, 557 盞 高 效
率 燈 具 （每 盞 平 均
汰換 關補助措
約 補 助 600 元 ）
。
與智
施）

4 ,6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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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4.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第一期：
慧用
汰換無 風 1.投 入 3, 158.89 萬
電
管 空 氣 調 元 補 助 約 10,636
節 機 （擴 台 3.2kW 之 冷 氣 機
（每 台 平 均 約 補
大住宅補
助 2,969.9980
助措施）

92 ,224.9

31,588.9

元）
。
第一期：
汰換電冰 1.投 入 1, 268.7882
箱（擴大住 萬 元 補 助 約 4,272
44 ,901.882 12,687.882
台 電 冰 箱 （每 台 平
宅補助措
均約補助
施）
2,970.0098 元 ）
。

（三）其他經費來源：無

九、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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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0

0

表十四、補助項目成本效益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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