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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
全程暨第 1 期計畫書
(第二次修正版)

全程計畫期間：自 107 年 1 月 1 日至 110 年 6 月 30 日
第一期計畫期間：自 107 年 1 月 1 日至 108 年 6 月 30 日

月
12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1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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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起至 110 年 6 月 30 日止，計 42 個月
行
期 第 1 期 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至 108 年 6 月 30 日止，計 18 個月
程
全程節電目標 1.7 %，預期於住宅、機關學校及服務業共節電 412
承諾
萬度
節電目標
第一期：節電 0.6%；第二期：節電 0.6%；第三期：節電 0.5%
工作項目

全程

節電基礎工作
申請經費 設備汰換及智慧用電
額度
因地制宜

其他

12,000(仟元)

4,000(仟元)

16,564(仟元)

5,466.120(仟元)
(5,363.491)

2,713.002(仟元)

895.291(仟元)

31,277.002(仟元)

總計

第1期

10,361.411(仟元)
(10,258.782)

■自籌款，金額 1,260 (仟元)

經費來源 □其他機關補助，機關名稱，金額(仟元)
計畫內容摘要：(至多以一頁為原則)
本縣為執行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計畫，擬透過「節電基礎工作」
、
「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及「因
地制宜」等推動工作達成相關節能目標，全程節電目標 1.7 %，預期於住宅、機關學校及服
務業共可節電 412 萬度(抑低尖峰用電 1,105 瓩)，各分項工作項目分述如下：
一、 節電基礎工作：
(一) 節電稽查輔導：每年針對本縣 200 家服務業 20 類指定用戶進行稽查(三項查核：禁
用白熾燈及鹵素燈、冷氣不外洩及冷氣溫度不低於 26℃)，預計節電效益為 7.2 萬
度；針對本縣契約容量大於 100kW 之能源用戶(共 68 家)每年現場節能輔導 20 家，
透過現場訪查與診斷，協助導入相關節能技術，預計全程節電效益為 121.8 萬度。
(二) 在地能源使用情形：針對契約容量大於 100kW 之 2 大類型行業進行深入的瞭解，
並分析其用電設備及用電情況的資訊收集統整，後續將相關的資料提供於後續輔
導、補助及擬訂節能減碳措施作為參考的依據。
(三) 專責組織與人力建置：擬籌組「金門縣政府住商節電推動小組」
，預計聘請 5~7 名專
家學者(含公民團體)擔任委員，除擬訂各項節能方針及管考外，同時成立產學合作
節能服務團隊，並培訓相關團隊成員。另外，為使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計畫順利執行，
將召聘 1 名約用人員，辦理相關行政、報告整理及執行成效數據收集的工作，並要
求委託廠商提供駐點人員協助辦理各項業務。
(四) 節電志工組織合作：主要結合本縣既有的鄉鎮里環保志工或商圈自治委員會作節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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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教育，強化其節能減碳的觀念，同時，藉由志工將節電觀念帶回家庭，進而達
到從社區到家戶連結的節電意識，完成家家戶戶節電的目標。
(五) 節約能源教育與推廣：
1. 建立節能社群網站宣導節能觀念。
2. 針對本縣國小學則積極推廣落實節電教育工作，並強化推動相關節電教育工作，
同時辦理節能繪畫比賽，推動轄內國民小學積極配合參與。
3. 針對高齡者於公車站及地方有線電視台播放節能短片宣導。
4. 行動節能資訊巡迴車：規劃透過各式巡迴穿梭於各村里的行動運具，例如公車及
垃圾車，結合節電標語或宣導短片，讓地處偏遠資訊不足、交通不方便之長輩，
方便且容易取得政府相關節電資訊。
二、 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
(一) 補助服務業無風管空氣調節機：以服務業及機關學校場所常使用之 10kW 及 7kW 無
風管冷氣計算，3 年全程申請汰換補助比例分別以 9% 及 5% 估算，預計補助 543
台冷氣(約 1,342 冷凍噸)，節電潛力達 116.6 萬度及抑低 617 kW 用電需量。在廢棄
物回收機制部份，則依據「金門縣一般廢棄物分類回收及清除辦法」
，得洽本縣轄區
內各鄉（鎮）公所之清潔隊或受委託代執行一般廢棄物清除機構安排時間回收，並
由各鄉鎮公所開立清除證明，以利業者後續辦理補助申請。
(二) 補助老舊辦公室照明：預計全程補助汰換老舊辦公室燈具約 1,126 具，節電潛力為
24.1 萬度，抑低 50 kW 用電需量。
(三) 補助室內停車場照明：預計全程補助 600 具智慧照明燈具裝設，節電潛力為 20.2 萬
度，抑低 23 kW 用電需量。
(四) 補助導入能源管理系統：透過基礎節電診斷宣導及輔導本縣用電契約超過 50kW 以
上之能源用戶(含機關學校)，全程規劃 51kW 至 800kW 中小型能源用戶 6 處、超過
800kW 能源大用戶 2 處導入能源管理系統。節電潛力為 65 萬度，抑低 260 kW 用
電需量。
三、 因地制宜：
(一) 推動廟宇各項燈具汰換為 LED 燈：針對金門縣登記有案之大小廟宇共 267 座補助
將傳統白熾燈汰換為 LED 燈，估計約有 1,602 顆白熾燈泡，第一期節能量為 2.1 萬
度(第二期-第三期推動其他節電措施如補助民宿及旅館設置客房 KEY CONTROL 節
電控制器) 。
(二) 辦理節電措施競賽：透過競賽獎勵方式，使業者努力自主性的發起節電工作，擬分
為民宿/旅館業及商業等二個組別，全程節電 14.1 萬度。
(三) 辦理節能打卡送好禮：本縣每年夏季前會舉辧的地區大型活動計有石蚵小麥文化
季、海島音樂季、花蛤季等，由於活動內容豐富、闔家適宜，故每年均吸引上千甚
至上萬人次共襄盛舉。人潮聚集為進行節能宣導的好時機，本府計畫於活動現場設
置節能宣傳攤位，透過互動遊戲的方式吸引民眾關注，達到節能宣傳的加成效果。
(四) 推廣住宅使用節能電器(自籌款項目)：為鼓勵住宅部門節電，本府將推動「自己的
電自己省」補助計畫，鼓勵家戶汰換家中老舊耗能設備，如冷氣及電冰箱等，達到
提升家中能源使用效率的目的。本府預計於第一期計畫補助 420 台節能家電，並依
執行情況調整後續補助作業，第一期節約量 18.7 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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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局處 建設處工商發展科
姓名 陳彥志
聯絡人

職稱 科長

Email Yanzi69525@gmail.com

電話 082-312878 傳真 082-322335 手機 0928-390-933
地址 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 60 號

申請縣市：(機關用印)

負責人：(縣市首長蓋章)

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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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全程計畫
一、 背景說明
（一） 計畫緣起
經濟部為提升地方能源治理能力，結合直轄市、縣(市)
政府執行「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計畫，期藉由本計畫之
推動，建立長期節電合作夥伴關係，亦延續中央與地方協
力推動節電工作之能量，促進住宅、服務業、機關及農業部
門持續節電。
（二） 地理環境
金門縣總面積約 150 平方公里，島形中狹，東西端較
寬，誠如金錠狀。金門包括大、小金門等十二個島嶼，金門
島主峰為太武山。金門屬亞熱帶海洋性氣候，全年降雨量
多在四至九月。金門島內最古老的地層以花崗片麻岩為主，
土壤以砂土及紅壤土為代表。依行政區域劃分，金門縣管
轄金城鎮、金湖鎮、金沙鎮、金寧鄉、烈嶼鄉、烏坵鄉等三
鎮三鄉(如圖一)。

圖一、金門縣地圖

（三） 產業發展
1. 一級產業：金門可耕地面積約 6,300 公頃，土質貧瘠、且因
年降雨量稀少、分布不均、秋冬季風強勁，實耕地面積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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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0 餘公頃，僅適宜旱作雜糧，如高粱、甘藷、花生、小
麥及部分蔬果栽培；其中供釀造高粱酒用之高粱、小麥，則
由縣政府保價收購。畜牧業占金門農業產值一半以上，且
為縣政府積極推動的產業，其中配合金門高粱酒糟發展酒
糟養牛計畫，打造出金酒高粱牛肉乾與香腸等相關產品，
並輔導羊、鹿等相關畜產事業。漁業則受到大陸漁船越界
濫捕與非法捕撈，造成漁業資源的減少、從業人口老化、以
及逕與大陸漁船進行漁貨海上直接交易等種種因素，使得
漁業人口大量銳減。
2. 二級產業：金門工商業發展，因受環境主、客觀因素影響，
民間並無大型企業出現，主要市集為金城、山外、沙美及東
林。金門縣府所轄金門酒廠，產製金門高粱酒系列，香醇甘
冽，遠近馳名，金酒之收入長期以來是金門經濟發展之生
命線，每年為縣政建設籌措巨額資金。依附觀光而發展，以
食品及飲料製造業、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及營造業為
主；其中以飲料製造業為大宗，主要為金門高粱酒製造，而
縣政府主管之「金門酒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為全縣最大、
最重要企業，每年挹注縣政建設與社會福利巨額資金，可
謂為金門經濟發展的生命線。
3. 三級產業：隨著戰地政務解除，開放觀光，整體產業發展逐
漸朝向以觀光為核心發展，一級產業轉型為休閒農漁業，
二級產業引入觀光範疇，並逐漸加重三級產業的產值；金
融、保險、不動產等金融服務項目，住宿旅館、旅遊、汽機
車出租等服務，也因應觀光需求而生。
（四） 人力資源
金門縣自民國 81 年解除戰地任務、開放觀光以來，人
口逐漸成長，戶籍人口數從 80 年 43,442 人至 105 年 12 月
已達 135,114 人（如表一）
，但實住人口約僅 5 萬至 6 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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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金門縣人口、戶數現況
村別
（數）
金城鎮
金湖鎮
金沙鎮
金寧鄉
烈嶼鄉
烏坵鄉
合計

總人口數
42,726
28,833
20,312
30,006
12,568
669
113,111

戶數

土地面積

人口密度

（平方公里） （人/平方公里）

12,764
8,732
6,243
8,302
3,102
133
39,276

21.7
41.7
41.2
29.9
16.0
1.2
151.7

1,987
701
497
1,027
791
570
902

平均每戶
人口數
3.09
3.12
3.04
3.39
3.66
4.54

資料來源：105 年 12 月統計月報-金門縣民政處
（五） 電力供需
金門地區電力供應由塔山、夏興（金門本島）
、麒麟（烈
嶼鄉）3 座電廠及金沙鎮後扁之風力機組、金沙太陽能光電
板提供，電力系統裝置容量 95,520 瓩。105 年台電公司於
金門地區供電成本每度高達 5.72 元，為照顧離島地區，仍
比照台灣本島電價計收，故造成營運負擔，用電愈多，台電
公司虧損愈大，故推動本計畫，除可達到節電減碳之目的
外，亦有減少台電公司貼補離島用電之作用。
依據台電公司縣市別售電量及縣市住商用電資訊統計
資料，金門縣 105 年電力消費量為 29,314.7 萬度，其中服
務業電力消費 8,444 萬度(占 28.8%)、機關及學校電力消費
4,790 萬度(占 16.3%)、住宅電力消費 9,399 萬度(占 32.1%)、
農林漁牧電力消費 167.6 萬度(占 0.6%)、其他 6,514 萬度
(占 22.2%)，如圖二。其中與本計畫主要推動節電對象(服務
業、機關及學校、住宅與農林漁牧)之電力消費量為 22,800.7
萬度(占總電力消費量 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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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22.2%

服務業
28.8%

農林漁牧
0.6%

機關及學校
16.3%

住宅
32.1%

圖二、金門縣各部門電力消費概況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網站

依台電統計之縣市住商用電資訊(如表二)，可瞭解金門
線各部門之用電概況，因服務業、機關及學校、住宅為金門
縣之主要電力消費部門，故將以此三大部門作為本計畫主
要推動節電對象。
表二、金門縣住商、機關學校及農林漁牧用電概況
A.住宅部門
B.服務業部門
C.機關用電(機關+包燈+學校)
D.農林漁牧
C.售電量(度) 用電占比(%) 分類統計 D.售電量(度) 用電占比(%)
分類統計
售電量(度) 用電占比(%)
分類統計
分類統計
售電量(度) 用電占比(%)
表燈非營業用電
93,883,791
99.9% 大用戶(大於800kW) 21,842,112
25.9% 中央政府(電力用戶) 9,894,757
20.7% 農、牧、狩獵
528,976
31.6%
無法歸類家庭用電(電力用電)
106,770
0.1% 中小電力用戶
27,144,590
32.1% 中央政府(表燈用戶) 1,631,963
3.4% 林業及伐木業
0
0.0%
中小表燈用戶
35,453,622
42.0% 地方政府(電力用戶) 13,344,764
27.9% 漁業
157,768
9.4%
62,598,212
地方政府(表燈用戶) 5,784,523
12.1% 其他
989,167
59.0%
包燈
10,999,192
23.0%
大專院校(電力用戶) 6,232,820
13.0%
大專院校(表燈用戶)
12,486
0.0%
47,900,505
100.0% 小計
1,675,911 100.0%
小計
93,990,561 100.0%
小計
84,440,324 100.0%
小計
合計(A+B+C+D)
228,007,301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網站。

為發展多元電力來源，本縣也積極推動低碳島，除合
作推動各項低碳永續措施外，也藉由跨中央相關部會機關
之「金門低碳島推動小組」的運作，跨域合作、整合資源，
以共同建設金門成為居民樂活、低碳產業、遊客嚮往的國
際知名低碳島。
金門縣政府於再生能源部份已完成建置 4.2MW 公有
建物太陽光電系統(截至 106 年 8 月 31 日止，共計發電 478
萬 9436 度電，減少 254 萬公斤二氧化碳排放量)、擴大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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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能熱水器補助(使金門地區年減少排碳量為 520 萬公斤
CO2、節省瓦斯使用量約 155 萬公斤、及節省用電約 2,200
萬度)及電池交換充電站及電瓶車充電站之建置，以風光互
補應用設施於低碳運具可到之處作為電力供應來源(每年
約可產生 22,995 度電力，約可節省 5,748 公升燃油或 8,508
公斤燃煤，二氧化碳年減 12,141 公斤，逐步落實將電動載
具落實成為真正綠能零碳載具)，目前金門縣再生能源自給
率為 9.15%[(4789,436+22,000,000+22,995)/293,147,000]。而
未來五年內除推動水上光電外，將於第二期擴建塔山電廠
9、10 號機組；長期計畫亦將推動金廈電網，藉由引接廈門
大電網，解決台電外島發電成本過高之問題，有效提高金
門地區供電品質及可靠性。
二、 過去節電措施推動方式
102 年行政院核定「建置金門低碳島計畫」
，將金門定位為
「獨立型電網」之低碳島，依循「低碳島」的理念與意涵，擬訂
各項執行計畫，期望以低碳經濟打造嶄新的金門低碳島願景。其
中在節約能源方面，已推動補助民眾換裝節能家電(冷氣與冰箱)
及太陽能熱水器、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全縣路燈全部
更換為 LED 路燈等具體措施，詳細說明如下。
1. 訂定自治條例及強制性節電規範：105 年 12 月 6 日制定公布
「金門縣低碳島自治條例」
，推動金門縣為再生能源運用、資
源循環、節約能源與水資源保存之低碳島，建立法制基礎。
106 年 9 月 27 日函頒「金門縣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汰換節
能燈具作業要點」要求各級機關學校於 107 年 6 月 30 日全面
換裝節能燈具。
2. 推廣使用節能電器：自 103 年度起公告
「節能家電補助要點」
，
編列相關預算補助購置能源效率分級標示 1 級或 2 級冷氣機、
電冰箱，即可申請每台補助新台幣 3,000 元整，103～105 年
度共計核定補助 10,700 台，總補助經費達 3,210 萬元。依據
103~104 年度補助 6,011 台節能冷氣與 1,074 台節能電冰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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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共為金門縣節電 315.2 萬度。
3. 推廣太陽能熱水系統：民國 97 年起頒訂「金門縣政府太陽能
熱水系統推廣獎勵補助作業要點」以加碼獎勵縣民安裝使用
太陽能熱水系統，按民眾所購置之集熱器種類及有效集熱面
積，每平方公尺除可領能源局的 4,500 元補助款外，本府再
加碼補助 3,750~4,500 元不等的補助金額，截至 104 年 12 月，
太陽能熱水系統集熱面積總計 25,815 平方公尺，累計安裝達
3,670 件，安裝普及率達 10.13%，冠居全國。
4. 汰換水銀路燈為 LED：本府於 100 年即開始推動汰換水銀路
燈為高效率 LED 路燈，至 106 年已全數汰換完成，累計汰換
13,287 盞路燈。
5. 節能規定訪視宣導：針對所轄 20 類指定能源用戶營業場所抽
查訪視，督促列管營業場所落實室內冷氣溫度不低於 26℃、
冷氣不外洩、禁用鹵素燈及白熾燈規定。
6. 辦理公務員節電知識培訓課程：辦理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節
能計畫說明會，要求各單位配合執行節能工作、辦理「金門
縣風光互補應用設施佈建示範計畫」教育訓練、響應世界環
境日舉辦「夏日低碳電影院」
、辦理機關綠色採購培訓課程。
7. 推動國小校園能源教育活動：舉辦「低碳綠活 FUN 暑假」環
保夏令營活動、辦理「在金門．看見環境故事」之氣候變遷
親子巡迴列車活動、將 6 月第一週定為「能源教育週」
，學校
於當週辦理能源教育活動、積極推廣國民中、小學落實節電
教育工作，並強化推動節電教育工作(函請各校於朝會、相關
課程或於聯絡簿宣導節電手法，輔導學生共同落實節電)。
8. 建構節電氛圍：於機關網站、公布欄、媒體(含社群網站)發布
節電資訊，建立節電常識。
9. 辦理服務業或農業節電交流分享活動：參與台電公司辦理電
力契約容量百瓩以上大用戶座談會，於會中宣導用電大戶節
能減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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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計畫目標
本縣於 102 年已由行政院核定「金門低碳島計畫」
，在計畫
規劃執行下，已重點規劃發展各項再生能源及執行各項節能措
施(如路燈及機關、學校導入 LED 燈具及住宅部門補助汰換低效
率空調及電冰箱等)及再生能源(太陽能熱水器、建築物太陽光
電)，節電成效至少超過 300 萬度及太陽能熱水器的安裝普及率
為全國之冠。
為使節能工作更加深化及持續，本縣擬透過參與「縣市共推
住商節電計畫」
，以節電基礎工作、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及因地
制宜等三大主軸，協助本縣住商部門落實節能減碳的工作，並達
3 年節電 1.7%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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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計畫內容
(一) 節電基礎工作
本縣用電契約容量大於 100kW 之能源用戶共有 66 個電號，
其中契約容量超過 800kW 之能源大用戶共有 8 個電號 6 家用戶
(其中 1 家為製造業，非本計畫範圍)，而 100〜800kW 之中小型
用戶共 58 個電號 45 家用戶，其契約容量及用電情況如表三所
示。另一方面，服務業節能規定規範之 20 類用戶，約有 600 家。
表三、金門縣轄內契約容量大於 100kW 電力用戶名單
用戶名稱

契約容量(kW)

用電度數(kWh)

金○○廠

1,700

7,844,600

駿○公司

1,601

5,122,400

○陞公司

1,530

5,605,200

台○限公司

1,380

5,658,280

交○○

1,200

5,364,800

衛○院

1,150

5,353,800

○○大學

1,100

5,198,800

金○處

900

2,736,000

駿○公司

650

3,537,600

金門○○

602

272,700

金門○○

600

310,200

台灣○○公司

600

1,177,959

金○局

500

829,160

○福利部○

500

1,522,500

金門縣文化○○

450

829,800

浯江○○公司

430

1,363,860

金○○府

420

1,250,960

金○○府

400

235,880

金門縣○○小學

370

521,700

金門○○職校

320

779,340

金門縣○○局

300

743,440

金門縣○○局

250

316,000

○○大學

240

961,920

金門○會

235

490,400

○○國中

230

643,680

○○報社

210

207,280

新○○○股份有限公司

200

477,920

太武○○公司

200

385,080

財團法人○○基金會

200

46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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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名稱

契約容量(kW)

用電度數(kWh)

○○股份有限公司

200

715,680

金門縣○○管理所

200

425,700

金門縣○○家

180

524,880

金○○有限公司

180

316,560

金門縣○○局金城分局

180

260,440

○○分局

180

239,560

中○○金門營運處

175

1,165,140

金門縣○○廠

160

132,480

金○○○有限公司

160

273,960

太湖○○廠

150

478,600

財團法人○○基金會

150

448,720

交通部民○○

150

432,920

金門縣○○局

150

215,480

金湖○○所

150

131,280

金門縣○○局

145

272,960

中華電信○○處

135

447,040

金沙○○所

130

155,920

烈嶼○○所

130

179,064

○○國民中學

128

346,960

金門縣○○處

120

277,200

金○○會

115

374,340

金門縣○○處

100

112,560

金門縣○○場

100

68,520

許○○公司

100

128,920

鑫○○公司

100

306,600

金門縣政府○○局

100

81,880

空中大學○○中心

100

88,440

金門○○處

100

147,320

衛生○○醫院

100

518,274

金門縣○○所

100

44,478

烈嶼○○所

100

12,906

烈嶼○○

100

41,076

金門縣○○所

100

54,440

金門○○會

100

208,200

金門○○府

100

42,160

金門○○府

100

1,800

金門○○府

100

92,376

根據上述用電對象，針對不同用電類型進行節電基礎工作
包含節電稽查輔導及在地化志工、節電尖兵等，並籌組「金門縣
政府住商節電推動小組」(組織架構請參考 P.18 圖四)，從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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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推動至鄉鎮里辦公室以節能減碳推廣系列活動如環保志工
培訓課程，強化本縣鄉親節電觀念，另一方面，透過校園向下扎
根辦理校園特色節電教案推動工作，並成立節能社群網站宣導
節能觀念，以全面性全方位的角度落實節電工作。
規劃執行工作計畫於第一期將透過節電稽查輔導、建置「金
門縣政府住商節電推動小組」
、產學合作輔導機制建立及在地化
志工培訓教育推廣(第一年以環保志工)產協會或商圈自治管理
委員會為主、第二年擴大範圍加入社區或其他志工團體等)等工
作，相關說明請參閱第一期計畫-節電基礎工作。
(二) 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
本縣規劃未來三年針對機關學校及服務業等場域補助換裝
高效率無風管冷氣機、高效率照明燈具、停車場智慧照明及導入
能源管理系統，以提升相關能源用戶之用電效率，推動本項措施，
預期節電量 225.9 萬度(抑低尖峰用電 951 kW)，所需經費共計
1,656.4 萬元，預計將淘汰 543 台低效率無風管冷氣機(節電 116.6
萬度)及 1,126 具 T8/T9 照明燈具(節電量 24.1 萬度)、換裝停車
場發高效率智慧照明燈具 600 具(節電量 20.2 萬度)、導入 8 套
能源管理系統(節電量 65 萬度)，詳細規劃說明如下各節。
1. 補助服務業無風管空氣調節機
(1)潛在補助數量與推估方式
依據台電網站公布縣市住商用電資訊，105 年金門縣服
務業用電量為 82,180,634 度、機關學校用電量(扣除包燈
用電)為 36,901,313 度，若分別以空調用電占比 40%推
估，則空調用電分別為 32,872,254 度、14,760,525 度；
其中無風管冷氣機用電占比以 70%估算，則用電量分別
為 23,010,578 度、10,332,368 度，服務業場所常使用之
10kW 無風管冷氣及機關學校常使用之 7kW 無風管冷氣
計算，3 年全程申請汰換補助之比例分別以 9%及 5%估
算，預計補助 543 台無風管冷氣機(約 1,342 冷凍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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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業可汰換無風管冷氣台數推估：23,010,578 度/
〔 (12 小 時 *30 天 / 月 *5 月 / 年 )*(10kW *1/(2.71
kWh/kWh*0.78(使用 8 年之效率衰退率))*(平均負
載率 0.8)〕*9%(3 年全程申請汰換補助比例)=303 台。
 機關學校可汰換無風管冷氣台數推估：10,332,368
度 /〔 (8 小 時 *22 天 /月 *5 月 /年 )*(7kW *1/(2.71
kWh/kWh*0.85(使用 8 年之效率衰退率))*(平均負
載率 0.8)〕*5%(3 年全程申請汰換補助比例)=240 台。
(2)節電潛力
分別以無風管冷氣機每台額訂總冷氣能力 7 kW、10kW
估 算 機 關 學 校 及 服 務 業 之 節 電 潛 力 ， 以 COP2.71
kWh/kWh 計算，每年效率 decay 機關學校以 2%計算及
服務業以 3%計算，運轉 8 年後以無風管空氣調節機能
源 效 率 分 級 標 示 1 或 2 級 產 品 (COP 至 少 達 3.93
kWh/kWh)替換估算。
 3 年全程節電量：補助 543 台無風管冷氣機汰換，
共可節電 1,166,419 度。
‧服務業：303 台*10 kW/台*(12 小時*30 天/月*5 月
/年)*(1/2.71 kWh/kWh*0.78(使用 8 年之效率衰退
率)-1/3.93 kWh/kWh)*80%(使用率)=953,921 度(3
年全程節電量)。
‧機關學校：240 台*7 kW/台*(8 小時*22 天/月*5 月
/年)*(1/2.71 kWh/kWh*0.85(使用 8 年之效率衰退
率)-1/3.93 kWh/kWh)*80%(使用率)=212,498 度(3
年全程節電量)。
 抑低用電需量：
〔10kW/台*(1/2.11-1/3.93)*台*303 台
+7kW/台*(1/2.30-1/3.93)*台*240 台〕*80%(設備使
用率)*80%(夏季平均負載率)=617 kW。
(3)補助對象及經費
額定總冷氣能力每 kW 以補助新臺幣 2,500 元為原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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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程預估所需經費：(303 台*10kW/台+240 台*7 kW/
台)*2,500 元/kW=11,775,000 元，加計辦理補助作業行政
費用以 10%估算，合計共需 1,295.25 萬元。
以服務業營業場所及機關學校為主，申請補助者需有以
下資格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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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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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應出具設立證明，並以
公函申請。
(4)辦理方式
申請補助之用戶取得「廢四機回收聯單」或鄉鎮公所開
立之廢冷暖氣機清除證明，併同新冷暖氣機採購證明向
縣市政府申請核發補助金。
本府將針對申請汰換設置完成之設備進行現場抽查(抽
查申請單位比例 10%)，若經查核設置不實或未符規定
之用戶，將追繳補助金。
(5)廢冷氣機之回收處理機制

 小型無風管冷暖氣機(標示額定總冷氣能力 8000 仟
卡/小時(kcal/h)或 9300 瓦(W)以下) 依「應設置資源
回收設施之電子電器販賣業者範圍、設施置、規格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由販賣業者於消費者購買冷氣
時，執行回收清除工作並填寫「廢四機回收聯單」
作為證明。廢機於回收、貯存、清除過程不得拆解，
本縣環保局將監督回收業者回運至台灣處理場最終
處理。
 大型無風管冷暖氣機(標示額定總冷氣能力 8001 仟
卡/小時(kcal/h)或 9301 瓦(W)以上)依「金門縣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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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分類回收及清除辦法」
，得洽本府轄區內各鄉
（鎮）公所之清潔隊或受委託代執行一般廢棄物清
除機構安排時間回收。若交由回收、處理業者，由
業者開立「廢四機回收聯單」作為證明；若由各鄉
鎮清潔隊辦理回收作業，由鄉鎮公所開立清除證明；
並依一般廢棄物貯存相關規定妥善處理。

圖三、廢冷暖氣機應辦理廢機回收作業示意圖

2. 補助老舊辦公室照明
(1)潛在補助數量與推估方式
依據台電網站公布縣市住商用電資訊，105 年金門縣服
務業用電量為 82,180,634 度、機關學校用電量(扣除包
燈用電)為 36,901,313 度，若以照明用電占比 30%推估，
則分別為 24,654,190 度、11,070,394 度；其中再以 10%
估算既存之 T8/T9 日光燈具用電占比，用電量分別為
2,465,419 度、1,107,039 度，若以換裝發光效率 100
Lm/W 之照明燈具計算，全程申請汰換補助之比例分別
以 13.6%(服務業)及 3%(機關學校)估算，預計將可汰換
1,126 具照明燈具。
 服務業汰換 T8/T9 日光燈具數量：2,465,419 度/〔(12
小時/天*360 天/年)*(0.096 kW/具)*90%(使用率)〕
*13.6%(3 年全程申請汰換補助比例)=895 具。
 機關學校汰換 T8/T9 日光燈具數量：1,107,039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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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小時/天*220 天/年) *(0.096 kW/具) *85%(使用
率)〕*3%=231 具。(本府已要求各級機關學校第一
期前全面換裝節能燈具)
(2)節電潛力
若以換裝發光效率 100 Lm/W 之照明燈具替換傳統式
T8/T9 日光燈具，節電率可達 65%。
 3 年全程節電量：(0.096-0.033)kW/具*〔895 具*(12
小時/天*360 天/年) *90%(使用率)+231 具*(8 小時/
天*220 天/年)〕*85%(使用率)=240,996 度。
 抑低需量：1,126 具*(0.096-0.033)W/具*80%(設備使
用率)=50 kW。
(3)補助經費
每具補助以新臺幣 500 元為原則，3 年全程預估所需經
費 1,126 具*500 元/具=563,000 元，加計辦理補助作業
行政費用以 10%估算，合計共需 61.93 萬元。
(4)補助對象
以服務業營業場所、機關學校為主，需備有資格證明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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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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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應出具設立證明文件，
並以公函申請。
(5)辦理方式
申請補助之用戶檢附申請文件及採購證明向縣市政府
申請核發補助金。本府將針對申請汰換設置完成之設備
進行現場抽查(抽查申請單位比例 10%)，若經查核設置
不實或未符規定之用戶，將追回補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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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補助室內停車場照明
(1)潛在補助數量與推估方式
金門縣設置室內停車場之場域很少，以具有 40 個車位
以上之停車場約有 10 處申請補助，估計停車場及每處
約使用 100 具 40W*1 型之 T8/T9 日光燈具，推估照明
用電量為 420,480 度，若以換裝發光效率 120 Lm/W 以
上之 LED 智慧照明燈具，3 年全程申請汰換補助比例
以 60%估算，預計補助 600 具照明燈具汰換。
(2)節電潛力
若以換裝發光效率 120 Lm/W 之智慧照明燈具替換傳統
式 T8/T9 日光燈具，節電率可達 80%。
 3 年全程節電量：600 具*0.048 kW/具*(8,760 小時/
年)*80%(節電率)=201,830 度。
 抑 低需 量： 600 具 *80%(節電 率 )*80%(設 備使用
率)=23kW。
(3)補助經費
每具補助以新臺幣 200 元為原則，3 年全程預估所需經
費 600 具*200 元/具=120,000 元，加計辦理補助作業行
政費用以 10%估算，合計共需 13.2 萬元。
(4)補助對象
以集合住宅、辦公大樓與服務業之室內停車場，需備有
資格證明文件：
 服務業室內停車場用戶應出具電費單(用電種類應
為電力用戶或表燈營業用戶)、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
文件、法人設立登記證明文件或縣市認定足資證明
為服務業室內停車場之文件。
 集合住宅室內停車場用戶應出具電費單(用電種類
應為電力用戶或表燈營業用戶)、法人設立登記證明
文件或縣市認定足資證明為集合住宅停車場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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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關應出具組織法規及附屬室內停車場之證明文件；
學校應出具設立證明及附屬室內停車場之證明文件，
並以公函申請。
(5)辦理方式
申請補助之用戶檢附申請文件及採購證明向縣市政府
申請核發補助金。本府將針對申請汰換設置完成之設備
進行現場抽查(抽查申請用戶數比例 20%)，若經查核設
置不實或未符規定之用戶，將追回補助金。
4. 補助導入能源管理系統
(1)潛在補助數量與推估方式
透過基礎節電診斷宣導本縣用電契約超過 50kW 以上
之能源用戶(含機關學校)導入能源管理系統，規劃中小
型能源用戶(51kW 至 800kW) 6 家、能源大用戶(超過
800kW)2 家。
(2)節電潛力
若導入能源管理系統，經由控管用電設備後，預估節電
率可達 5%，大型用電戶用電量以 500 萬度、中小型用
電戶用電量以 50 萬度估算。
 3 年全程節電量：(50 萬度/家*6 家+500 萬度/家*2
家)*5%(節電率)=650,000 度。
 抑低 需量：【 (1 家 *500 萬度 /年+3 家 *50 萬度 /
年)/4,320 時/年)】+【(1 家*500 萬度/年+3 家*50 萬
度/年)/1,760 時/年)】=260 kW。
(3)補助經費
導入之系統功能應包括用電資訊可視化及自動化節能
管理，契約容量介於 51kW 至 800kW(中型)之申請案，
每案補助 40%導入費用，且以新臺幣 100,000 元為上限
(最高不逾汰換費用 1/2)；大於 800kW 之申請案(大型)，
每案補助 40%導入費用，且以新臺幣 1,000,000 元為上
16

限(最高不逾汰換費用 1/2)，預計補助 8 家用電戶(2 家
大型用電戶+6 家中小型用電戶)，需 260 萬元，加計辦
理補助作業行政費用以 10%估算，合計共需 286 萬元。
(4)補助對象
補助用電契約 50kW 以上之服務業電力用戶(含機關學
校)。(註:第一期計畫先以受理中小型用電戶為試辦對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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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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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應出具設立證明文件，
並以公函申請。
(5)辦理方式
申請補助之用戶檢附申請文件及採購證明向縣市政府
申請核發補助金。本府將針對申請汰換設置完成之設備
進行現場抽查(抽查申請用戶數比例 50%)，若經查核設
置不實或未符規定之用戶，將追回補助金。
(三) 因地制宜措施
本縣用電比例以住宅部門居高，而經濟發展以旅遊觀光產
業為發展主軸，因此本縣規劃在未來三期將主要針對住宅用電、
及觀光相關產業用電，表燈營業電（服務業）研擬出各項合適措
施計畫，以提升本縣節電目標。
本計畫「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計畫」本縣第一期規劃執行
項目包含推動廟宇各項燈具汰換 LED 燈具、辦理節電措施競賽、
輔導成立節能輔導團隊、辦理節能打卡送好禮及推廣住宅使用
節能電器等 5 項，詳細如第一期計畫－因地制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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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執行組織架構
本府成立「金門縣政府住商節電推動小組」
，由縣長(或副縣
長)擔任召集人，秘書長(或參議)擔任副召集人，建設處處長擔任
執行秘書，其餘成員由本府建設處(工商發展科)、教育處、觀光
處、環境保護局、民政處及行政處之副主管及承辦人員兼任；並
由建設處負責小組行政、議事、計畫督導及彙報等工作，另邀請
5-7 名節電領域之專家或學者擔任委員，執行組織架構如圖四。
節電核心能力方面(如圖五)，主要以節能推廣與宣導、設備
補助、活動行銷、教育訓練與志工管理、節能稽查與輔導等做為
本縣的節能減碳策略，後續因應用電情形的調查，進行滾動式的
調整與檢討。

召集人
縣長或副縣長
顧問團

副召集人
秘書長或參議

執行秘書
建設處處長

教育處

建設處

觀光處

環保局

民政處

行政處

學校暨所屬單位
節電教育宣導與
推廣

1.節電稽查與輔導
2.用電情形調查
3.節電組織與志工培
訓
4.節能教育與推廣
5.設備汰換與智慧用
電補助
6.辦理節電競賽
7.節電成果統計

1.旅館、民宿節
電教育與推廣
2.督導車船處配
合節電宣導

1.節電志工組織合
作
2.辦理節電家電補
助
3.垃圾車節電宣導

廟宇、社區節電教
育宣導與推廣

縣府節電教育宣導
與設備改善

圖四、節電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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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練
與
志工管理

節電推廣
與
宣導

節能策略
核心

節能稽查
與
輔導

設備補助

活動行銷

圖五、節能策略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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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計畫經費
表四、全程計畫經費表
科

分

目

配

第1期

經

費 (單位：千元)

第2期

第3期

4,000

4,000

4,000

5,466.120
(5,363.491 註)

5,466.120

5,631.760

因地制宜措施

895.291

895.291

922.420

小 計

10,361.411
(10,258.782 註)

10,361.411

10,554.180

節電基礎工作
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

31,277.002

總計

備註：依預算審查結果，調整各縣市第 1 期計畫執行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額度，併同調整第 1 期計畫
總額度，括弧內數字係實際核給數

七、 預期成果及效益
本計畫係以推動節電基礎工作、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
因地制宜節電推動工作三大主軸工作項目，本縣規劃 3 年節電
2%為目標，因此推估第一期提案規劃書；基礎節電工作節電約
50.4 萬度用電、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節電約 63.2 萬度、因
地制宜節電推動工作節電約 25.5 萬度，以第一期推估之節能效
益作為本計畫第二期及第三期效益之參考，並於計畫執行中隨
時做滾動式的修正。

計畫期別

節電工作

節電基礎
工作
設備汰換
與智慧用電
因地制宜
措施
小計

表五、全程計畫預期成果及效益表
第1期
第2期
(107 年 1 月 1 日

(108 年 7 月 1 日

至 108 年 6 月 30 日)

至 109 年 6 月 30 日)

第3期

(109 年 7 月 1 日至 110 年 6 月 30 日)

推估節電約 50.4 萬度

推估節電約 50.4 萬度

推估節電約 50.4 萬度

推估節電約 63.2 萬度

推估節電約 97.2 萬度

推估節電約 65.5 萬度

推估節電約 25.5 萬度

推估節電約 4.7 萬度

推估節電約 4.7 萬度

139.1 萬度

152.3 萬度

120.6 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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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預計完成數
期別

第1期

第2期

第3期

全程

1,752

1,076

1,882

4,710

老舊辦公室照明(具)

511

322

293

1,126

室內停車場智慧照明(具)

200

200

200

600

中型能管系統(套)

2

2

2

6

大型能管系統(套)

0

2

0

2

無風管空氣調節機(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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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第一期計畫
一、 承諾節電目標
達成縣市共推住商節能計畫之節能目標，本縣籌組「金門
縣政府住商節電推動小組」，並由本縣縣長(或副縣長)擔任決
策召集人，透過定期工作檢討執行推動節電成效推動目標，並
提升服務業、住宅、機關學校等相關單位節電推動成效及定期
管考，並以節電 0.6%(約 139.1 萬度)為目標。
透過節電稽查與輔導、產學合作節電服務團隊、校園節電
教學、志工培訓、節電推廣等系列的工作與相關活動、同時輔
以多項補助如汰換高效率節電商品及智慧能源管理系統等措
施，協助本縣推動節電工作，以期用電高峰降低用電需求及減
少全年用電量，並可減少台電貼補離島電費之負擔。
二、 節電基礎工作
(一) 節電稽查輔導
本工作項目大致分為稽查與輔導二個部份進行，
預計推動對象、節電潛力與成本及推動方式說明如下：
1. 預計推動對象
(1)稽查部份：主要於夏月用電尖峰時期針對 20 類服
務業能源用戶約有 200 家進行節能規定稽查(包含
禁用白熾燈及鹵素燈、冷氣不外洩、冷氣溫度不低
於 26℃等 3 項)。另外，為配合各項節能活動及相
關補助措施的宣導，將於稽查的同時發放節電政
令宣導廣宣品。
(2)輔導部份：主要針對 66 家 100kW 以上之能源用
戶進行現地勘察及節電輔導，透過節電技術診斷
挖掘節電潛力，預計每年執行輔導 2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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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節電潛力及成本預估
(1)稽查部份：每年稽查 200 家，預估執行成本為 300
元/家次，印製廣宣品(節能規定 3 摺頁、感溫片、
節電小撇步)需 6 萬元/年，則每年預計經費為 12
萬元。在節電潛力部份，若每家平均照明、空調的
用電約 800 度節能潛力及以 15%不合格率計算，
則每年約有 2.4 萬度的節電潛力。
(2)輔導部份：每年輔導 20 家能源用戶預估每家輔導
成本為 6 萬元，則年度預計經費為 120 萬元。在
節電潛力部份，每家平均輔導節電措施及潛力約
有 63,607 度(約 6%)計算，落實率則以 30%計算，
則年度實際節電量約 38.2 萬度。
另配合行政及其他相關的費用預估需求 19.5 萬元/年。
3. 推動方式
(1)稽查部份，每年夏月(6~9 月)期間，現場訪視宣導
本縣所轄 20 類指定能源用戶之營業場所落實室內
冷氣溫度不低於 26℃、冷氣不外洩、禁用白熾燈
及禁用鹵素燈規定，訪視宣導內容如下：
 依「室內冷氣溫度限值現場檢查程序作業要
點」
、
「冷氣不外洩現場檢查程序作業要點」及
「禁用鹵素燈泡及白熾燈泡現場檢查程序作
業要點」，檢測各營業場所之室內冷氣溫度及
冷氣外洩情形。
 宣導落實「指定能源用戶應遵行之節約能源規
定」
。
 填寫並彙整現場訪視紀錄表。
 彙整執行成果並針對不符合規定之用戶進行
複查或提報能源局並進行勸導限期改善及開
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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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節電輔導部份，針對契約容量超過 100kW 之能源
用戶進行現場勘訪，在瞭解各用戶用能情況及挖
掘相關可執行的節能潛力，現場勘訪內容如下：
 核對基本資料。
 核對公用設備(如電力、照明、空調、泵浦、水
塔、馬達及其他耗電設備等)之數量、容量、規
格等資料。
 節能措施的落實程度及節能效益確認。
 現場耗能設備節能潛力評估。
 相關計畫或政府資源推廣宣導。
表七、現場勘訪流程及執行內容
時間
10 分鐘

30 分鐘
10 分鐘
10 分鐘

議程

執行內容

 推動組織
現場能源查核制度  能源流向
情形說明
 重大耗能設備
 節能計畫(已執行；預計執行)
節能服務現場診斷：
節能潛力診斷作業
 診斷設備/系統項目
情形說明
 改善建議事項/內容/預期效益/回收年限
其他相關資源推廣  節能減碳輔導
宣導
 各項節能減碳補助
意見交流與討論

 Q&A 時間

(二) 在地能源使用情形研究
本縣轄內住商部門之契約容量超過 100kW 的能
源用戶約有 70 家，目前本縣對於各部門各類型的用電
設備及其用能情形尚不瞭解，故每年擬針對用電量大
之 2 大類型行業進行深入的瞭解，分析其用電設備及
用電情況的資訊收集統整，並將相關的資料提供於後
續輔導、補助及擬訂節能減碳措施作為參考的依據，
本項工作每年需要經費 31.5 萬元(含行政管理費)。
(三) 專責組織與人力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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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縣為完成相關節電計畫，將籌組「金門縣政府
住商節電推動小組」
，邀請產官學界節能相關領域專家
學者出席，共同研擬節電策略及工作內容，以求在執
行過程中產生最大節電效果，進而培育節電人才，讓
後續節能措施持續進行，同時針對不足部份補強及修
正。
除上述工作外，「金門縣政府住商節電推動小組」
預計聘請 3~5 名專家學者，預估每次出席及交通往返
費用約 10,000 元/人次，則年度預計經費約 20 萬元。
另外，為使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計畫順利的執行，編列
加班費 3 萬元，另招聘約用人員 1 名，協助相關行政、
報告整理及執行成效數據收集的工作，委託廠商駐點
人員 1 名辦理各項相關業務，預估經費包含本薪、勞
健保及各項保險支出每年 84 萬元(包含加班費)。除上
述經費支出外，尚需行政管理費用 10 萬元/年。
(四) 節電志工組織合作
在節電志工組織合作的部份，主要針對本縣既有
的鄉鎮里環保志工進行節電培訓教育，強化其節電觀
念，同時，藉由志工將節電觀念帶回家庭，進而達到
從社區到家戶連結的節電意識，進而完成家家戶戶節
能減碳的目標。
(1)預計推動對象：本縣環保志工為主、產業協會或商
圈自治管理委員會為輔。
(2)成本效益評估
以擴散至各鄉鎮為目標，共規劃 6 場次/年的節電
培訓課程教育訓練，每場次需要的場地租借、講師
費及茶點費用約 5 萬元，共計 30 萬元/年，宣導品
製作 5 萬元/年，行政管理費用需 10 萬元/年。
節電成效，由於可擴及至住宅部門，以住宅表燈用
電 97,883,791 度/年推算，預估以節電成效 1%及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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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率 10%計算，則每年減少用電度數 97,884 度。
(3)推動方式
於每年定期舉辦之環保志工培訓課程內，加強宣
導及增加節電課程，預計每場次增加 1~2 個小時
的訓練時間。
(五) 節約能源教育與推廣
為將節能觀念紮根並普及化，除建立節能推廣之社群
網站、縣府單位網站、各機關學校跑馬燈對大眾宣導
外，並針對國小學童辦理適齡之宣導活動，另本縣高
齡長者比例較高，規劃透過地方有線電視、車站等播
放宣導短片及各式巡迴穿梭於各村里的運輸載具(如
公車及垃圾車等)，結合節電標語或宣導短片，讓不適
字或交通不方便之長輩，取得相關節電資訊。
(1) 預計推動對象：一般民眾、學童、老年人。
(2) 成本效益評估
 節能社群網站宣導經營管理預估 5 萬元。
 國民小學推廣活動預估 10 萬元
 製作相關廣宣資訊或廣告文宣，短片託播費用
約需經費 30 萬元，透過宣導擴散，帶動社會民
眾節電氛圍。
 行政管理費用需 10 萬元/年。
(3) 推動方式
 成立節能社群網站宣導節能觀念。
 推廣國民小學落實節電教育工作，辦理全縣能
源教育活動。
 於地方電視台、車站等播放節能短片宣導。
 行動節能資訊巡迴車：透過公車和垃圾車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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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器(或跑馬燈)或廣告標誌，讓乘坐空間或
車身外清楚顯示節能宣導標語，亦可撥放政府
重要節能措施規定及節能宣導文宣，讓節能資
訊可廣泛深入至金門縣各村里居民。
三、 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及查核機制
本縣規劃第一期針對機關學校及服務業等場域補助換裝
高效率無風管冷氣機、高效率照明燈具及能源管理系統，以提
升相關能源用戶之用電效率，推動本項措施，預期節電量
632,643 度(抑低尖峰用電 279 kW)，所需經費共計 536.3 萬元，
預計將淘汰 204 台低效率無風管冷氣機(節電 425,011 度)及 511
具 T8/T9 照明燈具(節電量 90,356 度)、換裝停車場發高效率智
慧照明燈具 200 具(節電量 67,277 度)、導入 2 套中小型能源管
理系統(節電量 50,000 度)，詳細規劃說明如下各節。
(一) 補助服務業無風管空氣調節機
(1)潛在補助數量與推估方式
依據台電網站公布縣市住商用電資訊，105 年金門
縣服務業用電量為 82,180,634 度、機關學校用電
量(扣除包燈用電)為 36,901,313 度，若分別以空調
用電占比 40%推估，則空調用電分別為 32,872,254
度、14,760,525 度；其中無風管冷氣機用電占比以
70% 估 算 ， 則 用 電 量 分 別 為 23,010,578 度 、
10,332,368 度，服務業場所常使用之 10kW 無風管
冷氣及機關學校常使用之 7kW 無風管冷氣計算，
第一期申請汰換補助之比例分別以 3.2%、2%估算，
預計可補助 204 台無風管冷氣機(約 499 冷凍噸)。
 服務業可汰換無風管冷氣台數推估：
23,010,578 度 / 〔 (12 小 時 *30 天 / 月 *5 月 /
年)*(10kW*1/(2.71 kWh/kWh*0.78(使用 8 年之
效率衰退率))*80%(平均負載率)〕*3.2%(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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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申請汰換補助比例)=108 台。
 機關學校可汰換無風管冷氣台數推估：
10,332,368 度 / 〔 (8 小 時 *22 天 / 月 *5 月 /
年)*(7kW *1/(2.71 kWh/kWh*0.85(使用 8 年之
效率衰退率))*80%(平均負載率)〕*2%(第一期
申請汰換補助比例)=96 台。
(2)節電潛力
分別以無風管冷氣機每台額訂總冷氣能力 7 kW、
10kW，估算機關學校及服務業之節電潛力，以
COP2.71 kWh/kWh 計算，每年效率 decay 機關學
校以 2%計算及服務業以 3%計算，運轉 8 年後以
無風管空氣調節機能源效率分級標示 1 或 2 級產
品(COP 至少達 3.93 kWh/kWh)替換估算。
 第一期節電量：補助 204 台無風管冷氣機汰換，
共可節電 425,011 度。
‧服務業：108 台*10 kW/台*(12 小時*30 天/月
*5 月/年)*(1/(2.71 kWh/kWh*0.78)(使用 8 年
之效率衰退率)-1/3.93 (kWh/kWh))*80%(使
用率)=340,011 度(第一期節電量)。
‧機關學校：96 台*7 kW/台*(8 小時*22 天/月
*5 月/年)*1/(2.71 kWh/kWh*0.85)(使用 8 年
之效率衰退率)-1/3.93 (kWh/kWh))*80%(使
用率)=84,999 度(第一期節電量)。
 抑低用電需量：〔10kW/台*(1/2.11-1/3.93)*台
*108 台+7kW/台*(1/2.30-1/3.93)*台*96 台〕
*80%( 設 備 使 用 率 )*80%( 夏 季 平 均 負 載
率)=228 kW。
(3)補助對象及經費
額定總冷氣能力每 kW 以補助新臺幣 2,500 元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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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第一期所需經費：(108 台*10kW/台+96 台*7
kW/台)*2,500 元/kW=4,380,000 元，加計辦理補助
作業行政費用以 10%估算，合計共需 481.8 萬元。
以服務業營業場所及機關學校為主，申請補助者
需有以下資格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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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
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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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應出具設立證明文
件，並以公函申請。
(4)辦理方式
申請補助之用戶取得「廢四機回收聯單」或鄉鎮公
所開立之廢冷暖氣機清除證明，併同新冷暖氣機
採購證明向縣市政府申請核發補助金。
(5)廢冷氣機之回收處理機制

 小型無風管冷暖氣機(標示額定總冷氣能力
8000 仟卡/小時(kcal/h)或 9300 瓦(W)以下) 依
「應設置資源回收設施之電子電器販賣業者
範圍、設施置、規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由販
賣業者於消費者購買冷氣時，執行回收清除工
作並填寫「廢四機回收聯單」作為證明。廢機
於回收、貯存、清除過程不得拆解，本縣環保
局將監督回收業者回運至台灣處理場最終處
理。
 大型無風管冷暖氣機(標示額定總冷氣能力
8001 仟卡/小時(kcal/h)或 9301 瓦(W)以上)依
「金門縣一般廢棄物分類回收及清除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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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洽本府轄區內各鄉（鎮）公所之清潔隊或受
委託代執行一般廢棄物清除機構安排時間回
收。若交由回收、處理業者，由業者開立「廢
四機回收聯單」作為證明；若由各鄉鎮清潔隊
辦理回收作業，由鄉鎮公所開立清除證明；並
依一般廢棄物貯存相關規定妥善處理。
(6)設備補助查核機制
本府將針對申請汰換設置完成之設備進行現場抽
查(抽查申請單位比例 10%)，若經查核設置不實或
未符規定之用戶，將追繳補助金。
(二) 補助老舊辦公室照明
(1)潛在補助數量與推估方式
依據台電網站公布縣市住商用電資訊，105 年金門
縣服務業用電量為 82,180,634 度、機關學校用電
量(扣除包燈用電)為 36,901,313 度，若以照明用電
占比 30%推估，則分別為 24,654,190 度、11,070,394
度；其中再以 10%估算既存之 T8/T9 日光燈具用
電占比，用電量分別為 2,465,419 度、1,107,039 度，
若以換裝發光效率 100 Lm/W 之照明燈具計算，第
一期申請汰換補助之比例分別以 4.3%(服務業)及
3%(機關學校)估算，預計汰換 511 具照明燈具。
 服務業汰換 T8/T9 日光燈具數量：2,465,419 度
/ 〔 (12 小 時 / 天 *360 天 / 年 )*(0.096 kW/
具)*90%(使用率)〕*4.3%(第一期全程申請汰換
補助比例)=280 具。
 機關學校汰換 T8/T9 日光燈具數量：1,107,039
度/〔(8 小時/天*220 天/年) *(0.096 kW/具)
*85%(使用率)〕*3%=231 具。(本府已要求各級
機關學校全面換裝節能燈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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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節電潛力
若以換裝發光效率 100 Lm/W 之照明燈具替換傳
統式 T8/T9 日光燈具，節電率可達 65%。
 第一期節電量：(0.096-0.033)kW/具*〔280 具
*(12 小時/天*360 天/年)*90%(使用率)+231 具
*(8 小時/天*220 天/年)〕*85%(使用率)=90,356
度。
 抑低需量：511 具*(0.096-0.033)W/具*80%(設
備使用率)=23 kW。
(3)第一期補助經費
每具補助以新臺幣 500 元為原則(最高不逾汰換費
用 1/2)，預估所需經費 511 具*500 元/具=255,500
元，加計辦理補助作業行政費用以 10%估算，合計
共需 28.1 萬元。
(4)補助對象
以服務業營業場所、機關學校為主，需備有資格證
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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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
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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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應出具設立證明文
件，並以公函申請。
(5)設備補助及查核機制
申請補助之用戶檢附申請文件及採購證明向縣市
政府申請核發補助金。本府將針對申請汰換設置
完成之設備進行現場抽查(抽查申請單位比例
10%)，若經查核設置不實或未符規定之用戶，將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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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補助金。
(三) 補助室內停車場照明
(1)潛在補助數量與推估方式
金門縣設置室內停車場之場域很少，以具有 40 個
車位以上之停車場約有 10 處申請補助，估計停車
場及每處約使用 100 具 40W*1 型之 T8/T9 日光燈
具，推估照明總用電量為 420,480 度，若以換裝發
光效率 120 Lm/W 以上之 LED 智慧照明燈具，第
一期申請汰換補助之比例以 20%估算，預計補助
300 具智慧照明燈具汰換。
(2)節電潛力
若以換裝發光效率 120 Lm/W 之照明燈具替換傳
統式 T8/T9 日光燈具，節電率可達 80%。
 第一期節電量：200 具*0.048 kW/具*(8,760 小
時/年)*80%(節電率) =67,277 度。
 抑低需量：67,277 度/年/8,760 小時/年=8 kW。
(3)補助經費
每具補助以新臺幣 200 元為原則(最高不逾汰換費
用 1/2)，預估第一期所需經費 200 具*200 元/具
=40,000 元，加計辦理補助作業行政費用以 10%估
算，合計共需 4.4 萬元。
(4)補助對象
以集合住宅、辦公大樓與服務業之室內停車場，需
備有資格證明文件：
 服務業室內停車場用戶應出具電費單(用電種
類應為電力用戶或表燈營業用戶)、公司或商業
登記證明文件、法人設立登記證明文件或縣市
認定足資證明為服務業室內停車場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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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合住宅室內停車場用戶應出具電費單(用電
種類應為電力用戶或表燈營業用戶)、法人設立
登記證明文件或縣市認定足資證明為集合住
宅停車場之文件。
 機關應出具組織法規及附屬室內停車場之證
明文件；學校應出具設立證明及附屬室內停車
場之證明文件，並以公函申請。
(5)設備補助及查核機制
申請補助之用戶檢附申請文件及採購證明向縣市
政府申請核發補助金。本府將針對申請汰換設置
完成之設備進行現場抽查(抽查申請用戶數比例
20%)，若經查核設置不實或未符規定之用戶，將追
回補助金。
(四) 補助導入能源管理系統
(1)潛在補助數量與推估方式
透過基礎節電診斷宣導本縣用電契約超過 50kW
以上之能源用戶(含機關學校) 2 處導入能源管理
系統。
(2)節電潛力
若導入能源管理系統，經由控管用電設備後，預估
節電率可達 5%，中小型用電戶用電量以 50 萬度
估算。
 第一期節電量：(50 萬度/家*2 家)*5%(節電
率)=50,000 度。
 抑低需量：(1 家*50 萬度/年/4,320 時/年)+(1 家
*50 萬度/年/1,760 時/年)】=20 kW。
(3)補助經費
導入之系統功能應包括用電資訊可視化及自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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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管理，契約容量介於 51kW 至 800kW(中型)之
申請案，每案補助 40%導入費用，且以新臺幣
100,000 元為上限(最高不逾汰換費用 1/2)，預計補
助 2 家用電戶(含機關學校)需 20 萬元，加計辦理
補助作業行政費用以 10%估算，合計共需 22 萬元。
(4)補助對象
補助用電契約超過 50kW 以上之服務業電力用戶
(含機關學校)。需備有資格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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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
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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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應出具設立證明，
並以公函申請。
(5)設備補助及查核機制
申請補助之用戶檢附申請文件及採購證明向縣市
政府申請核發補助金。本府將針對申請汰換設置
完成之設備進行現場抽查(抽查申請用戶數比例
100%)，若經查核設置不實或未符規定之用戶，將
追回補助金。
四、 因地制宜措施
本縣用電比例以住宅部門居高，而本縣經濟發展以觀光旅
遊產業為發展主軸，緣此第一期規劃將主要針對住宅用電及觀
光相關產業用電，表燈營業用電（服務業）推動各項適宜之節
電措施，以達成本縣節電目標。第一期規劃執行項目包含推動
廟宇各項燈具汰換成 LED 燈、辦理服務業節電競賽、行動節
電資訊巡迴車、辦理節能打卡送好禮及補助住宅使用節能電器
等 5 項，詳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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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推動廟宇各項燈具汰換為 LED 燈

1. 措施節電潛力評估方式
廟宇照明系統大多是全天候開啟，因為 24 小時
燈火通明，其中不乏使用傳統白熾燈作為光明燈、神
明燈或裝飾景觀燈，造成電力浪費。因此，藉由廟宇
帶頭汰換節能燈具，不僅每年可節省不少用電量以外，
也能將社區居民時常集會的公共地點打造成為社區
節能的示範點，未來寺廟定期舉辦的祭祀活動或民眾
參拜時，也能做為推廣民眾使用省電燈具的最佳示範
場地。目前金門縣登記有案之大小廟宇共有 267 座，
若以尚未改善廟宇比例 10%計算，估計約有 1,602 顆
白熾燈泡，如果都能改成省電 LED 燈或其他節能燈
具，節電效果可觀。
2. 預計推動對象
金門登記有案之大小廟宇共 267 座，補助仍使用
傳統白熾燈作為光明燈、神明燈或裝飾景觀燈之廟宇
汰換為 LED 燈泡。
3. 成本效益評估
(1)節約用電：267 座×60 具白熾燈(每座廟宇平均設
置具數)×10%(尚未改善廟宇比例)×(0.0020.0005)kW×365 天×24(小時/天)＝21,050 度/年(抑
低尖峰用電 2.4 kW)。
(2)補助費用：每顆 0.5W 之 LED 燈泡材料費約 80 元，
需補助 128,160 元(1,602 顆*80 元/顆)，加計辦理
補助作業行政費用以 10%估算，合計共需 14.1 萬
元(施工費由廟方人員協助更換，後續維護及管理，
由廟宇管理委員會自行籌措)。
4. 推動方式
公告補助使用傳統白熾燈作為光明燈、神明燈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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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飾景觀燈之廟宇汰換為 LED 燈泡辦法，並宣導廟
宇管理委員會申請汰換補助。
註：第二期-第三期擬補助旅館民宿設置客房節電控制器。
(二) 辦理服務業節電措施競賽

依據台電 105 年用電資料，金門縣服務業中小電
力用戶(包含表燈用戶)用電量為 62,598,212 度，其中
民宿旅館業者和商業用戶約占服務業用電量的八成以
上，故舉辦「節電措施競賽計畫」
，邀請金門縣民宿/旅
館業者和商業用戶一起加入省電行列，以透過競賽獎
勵方式，讓業者自主性努力節電爭取獎金，以在地主
要經濟產業達到節能示範作用。
1. 預計推動對象
(1)民宿/旅館業組：金門縣登記有案之旅館業者 23 家
及民宿業者 247 家，鼓勵參與節電措施競賽，自主
努力爭取節電獎金。
(2)商業組：登記有案之商業用戶共約 1 萬家，鼓勵各
業者參與節電措施競賽。
2. 成本效益評估
(1)節約用電 4.7 萬度、抑低尖峰用電 5.3 kW。
 民宿/旅館業組：依據台電 105 年用電資料，金
門縣平均單一民宿業者用電量約 4 萬度，而單
一旅館業者平均用電量約 25 萬度，預計約 10%
之民宿/旅館業者參與競賽，參與競賽業者之平
均節電率以 2%估算，則節約用電：
【25 萬度/
家×23 家+4 萬度/家×247 家】×10%(參與業者
比例)×2%(平均節電率)＝3.1 萬度(抑低尖峰用
電 3.5 kW)。
 商業組：依據台電 105 年用電資料，金門縣平
均單一商業用戶用電量約 4,000 度，預計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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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商業用戶參與競賽，參與競賽業者之平均節
電率以 2%估算，則節約用電：0.4 萬度/家
×10,000 家×2%(參與業者比例)×2%(節電率)＝
1.6 萬度(抑低尖峰用電 1.8 kW)。
(2)辦理經費(含競賽獎金)約 60 萬元
 依民宿/旅館業組及商業組分別編列 22 萬元競
賽獎金，共計 44 萬元。
 行政費用及活動經費：辦理廣宣及相關行政作
業費用約需 16 萬元。
3. 推動方式
宣導廣邀業者參與競賽，以參與業者 107 年 6~9 月
電費帳單與前一年同期比較，以各組參加業者之節電
率較高之前三名，各頒發 10 萬元、8 萬元及 4 萬元
獎勵金，並透過網路管道宣傳其節電手法及擴散節能
成效。
(三) 配合地區大型活動辦理打卡送好禮節能宣導

如：石蚵小麥文化季、國際海島音樂季、花蛤季
等活動是本縣每年上半年均會舉辦之重要觀光活動，
民眾可光臨活動現場親身體驗屬於金門特有的海洋資
源及豐富珍貴的自然生態，充分享受大自然之美，兼
具宣傳海洋生態的保育觀念，由於活動內容闔家適宜，
故每年均吸引上萬人次共襄盛舉。人潮聚集之戶外活
動除可減少室內用電亦是進行節電宣導的好時機，故
本府計畫於活動現場設置節能宣傳攤位，透過互動遊
戲的方式吸引民眾關注節電，達到節電宣傳加成效果。
1. 推動方式
於活動現場設置節能宣傳攤位，辦理 FB 打卡按
「讚」
送好禮活動，活動期間民眾於活動現場加入本府設置
的節能宣傳 FB 粉絲團，打卡按讚並於服務台大聲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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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節能通關密語，經工作人員認證後，即可於服務台
兌換活動紀念品乙份，以鼓勵民眾參與及響應節電。
2. 成本效益評估
(1)預計於活動期間擇期宣導 4 日，攤位設置及布置、
購置宣導品等，約需經費 15 萬 4 千元。
(2)透過趣味互動遊戲宣導擴散，可有效帶動參與民
眾響應節電。
(四) 推廣住宅使用節能電器(自籌款項目)

為鼓勵住宅部門節電，本府持續推動高效率家電
補助計畫，鼓勵家戶汰換家中老舊耗電設備，如冷氣
及電冰箱等，達到提升住宅能源使用效率目的。預計
於第一期計畫補助 420 台節能家電(冷氣及電冰箱)，
並依執行情況調整後續補助作業。
1. 推動方式
第一期持續公告「節能家電補助要點」，宣導及鼓勵
民眾申請換裝 1 及 2 級高效率冷氣機及電冰箱，以減
少住宅部門之用電。
2. 成本效益評估
(1)節電量：依 103~104 年度補助執行成果，補助汰換
6,011 台節能冷氣與 1,074 台節能電冰箱計算，共
為本縣節電 315.2 萬度，平均每台節能家電節省約
445 度/年.台。第一期預期節電量 420 台×445 度/
台＝186,900 度。
(2)辦理經費：第一期本縣自籌編列預算 126 萬元補
助住宅部門汰換，並因循既有機制辦理補助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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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預定工作進度
(一) 節電基礎工作
進度 (%)

工作比重 (%)

推動項目

表一、節電基礎工作預定工作進度表
第1期(107年1月1日至108年6月30日)

6月

9月

12月

查核點

*1

*2

*3

*4

累計預定
進度

10%

20%

30%

50%

查核點
進度說明

專責組織
與
人力配置

節電志工
組織合作

節約能源
教育與推廣

查核點
累計預定
進度
查核點
進度說明

3月

*5

*6

*7

5%

10%

15%

*5挑選研究對象，並設計規劃調查方式。
*6累計完成1類型能源使用情形。
*7累計完成2類型能源使用情形。

*8

*9

*10

*11

累計預定
進度

1%

2%

4%

5%

查核點
進度說明

*8建立產官學研專家學者名單及聘請行政人員。
*9累計召開一次節電成效追蹤會議。
*10累計召開二次節電成效追蹤會議。
*11累計召開三次節電成效追蹤會議。

查核點

*12

*13

*14

*15

累計預定
進度

3%

8%

12%

15%

15%
查核點
進度說明
查核點
累計預定
進度

6月

*1建立輔導及稽查機制，並挑選重點推動對象
*2累計完成20家次稽查及2家次輔導。
*3累計完成200家次稽查及10家次輔導。
*4累計完成20家次輔導。

查核點

5%

15%

108年

3月

節電稽查輔導 50%

在地能源
15%
使用情形研究

107年

*12教育對象及課程講師、內容擬訂、場地租借。
*13累計辦理1場次教育訓練課程。
*14累計辦理4場次教育訓練課程。
*15累計辦理6場次教育訓練課程。

*16

*17

*18

*19

5%

10%

1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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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 (%)

工作比重 (%)

推動項目

計

107年
3月

查核點
進度說明

合

第1期(107年1月1日至108年6月30日)

100% 累計預定進度(%)

6月

9月

108年
12月

3月

6月

*16建立FB節能宣導粉絲頁。
*17國民小學節能活動。
*18宣導影片、跑馬燈、布條等文宣巡迴宣導
*19持續宣導並彙整宣導成果

24%

45%

68%

94%

100%

〔註〕各工作項目每季須規劃一個查核點，執行單位得視實際執行期程彈性調整本
表。
說明：累計預定進度(%)為每個計畫分項工作累計預定進度的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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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
表二、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預定工作進度表

老舊辦公室
照明燈具

室內停車場
智慧照明

40%

30%

計

9月

查核點

*1

*2

累計預定
進度

10%

20%

12月

3月

6月

*3

*4

*5

30%

35%

40%

*1訂定補助辦法並公告受理
*2-5整理補助申請並確認資格文件及數量並公告補助單位

查核點

*6

*7

*8

*9

*10

累計預定
進度

10%

20%

25%

27%

30%

*6訂定補助辦法並公告受理
*7-10整理補助申請並確認資格文件及數量並公告補助單
位

查核點

*11

*12

*13

*14

*15

累計預定
進度

5%

10%

13%

14%

15%

查核點
進度說明

100%

108年

6月

查核點
進度說明

15%

107年
3月

查核點
進度說明

中型(大型)服
務業、機關及
15%
學校導入
能源管系統

合

進度 (%)

無風管
空氣調節機

工作比重 (%)

推動項目

第1期(107年1月1日至108年6月30日)

*11訂定補助辦法並公告受理
*12-15整理補助申請並確認資格文件及數量並公告補助單
位

查核點

*16

*17

*18

*19

*20

累計預定
進度

5%

10%

13%

14%

15%

查核點
進度說明
累計預定進度
(%)

*16訂定補助辦法並公告受理
*17-20整理補助申請並確認資格文件及數量並公告補助單
位

30%

60%

81%

90%

100%

〔註〕各工作項目每季須規劃一個查核點，執行單位得視實際執行期程彈性調整本
表。
說明：累計預定進度(%)為每個計畫分項工作累計預定進度的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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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因地制宜措施
表三、因地制宜措施預定工作進度表

推 動 廟 宇 燈 具 汰 換 40%
為 LED 燈

辦理
節電措施競賽

進度 (%)

工作比重 (%)

推動項目

108年

107年
3月

6月

9月

查核點

*1

*2

*3

*4

累計預定
進度

10%

20%

30%

40%

12月

3月

6月

*1訂定補助辦法並公告受理
查核點 *2整理補助申請預計250盞(具)
進度說明 *3整理補助申請預計達500盞(具)
*4整理補助申請預計達1千盞(具)並彙整補助成果
查核點
*6
*7
*8
*5
累計預定
10%
15%
20%
5%
進度
*5訂定競賽辦法並公告受理
*6整理及完成確認參與競賽能源用戶參賽資格及報名資

20%

配合大型活動辦理
打卡送好禮節能宣 20%
導

第1期(107年1月1日至108年6月30日)

查核點
料
進度說明
*7整理參與業者之用電資料
*8並彙整競賽成果並公告得獎能源用戶
查核點
*9
*10
累計預定
10%
20%
進度
*9活動籌備規劃工作

查核點
*10配合地區大型活動辦理打卡送好禮節能宣導並彙整
進度說明
辦理成果

推廣住宅
使用節能電器

20%

查核點

*11

*12

*13

*14

累計預定
進度

5%

10%

15%

20%

*11訂定補助辦法並公告受理
查核點
*12-14受理補助申請並確認資格文件及數量,彙整補助
進度說明
成果

合

計

100%

累計預定進
30%
度(%)

60%

80%

90%

100%

〔註〕各工作項目每季須規劃一個查核點，執行單位得視實際執行期程彈性調整本
表。
說明：累計預定進度(%)為每個計畫分項工作累計預定進度的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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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預期成果與效益
表八、第一期計畫節電工作預期效益
工
節電措施
作

預期效益

稽查：服務業 20 類
用戶(每年 200 家)
輔導：契約容量大於
100kW 之能源用戶
(每年 20 家)

稽查節電：2.4 萬度 稽查：
輔導節電：38.2 萬度 節電 800 度/年.家×200 家×不
合格率 15%=24,000 度
輔導：
每家平均節電潛力約有
63,607 度(約 6%)計算，落實
率以 30%計算，則每年 20 家
的實際節電量約 38.2 萬度
63,607 度/年×20 家×落實率
30%=381,642 度/年

挑選住商部門 2 大
類別，進行耗電設備
及該類別用戶用能
情形調查。

此工作項目主要是瞭
解各行業別的用電情
形，進而作為後續節
電輔導、補助及政策
擬訂的參考依據，效
益反應至其他項目。

專責組織與
人力建置

建置「金門縣政府
住商節電推動小
組」及招聘約用人
員。
辦理推動小組會議
及委託服務案。

建全人力、建立推動
小組並聘請專家學者
擔任顧問，開會管理
推動進度，可提升節
電工作之效率。

節電志工
組織合作

結合環保志工或商
圈自治管理委員會
進行教育訓練及節
電推廣。

節電
稽查輔導

在地能源
使用情形
節
電
基
礎
工
作

備註
(如節電量評估方式)

對象及推動作法

建立 FB 節能粉絲
專頁。
推動國民小學節電
節約能源
教育活動。
教育與推廣
節電短片、跑馬
燈、紅布條之巡迴
宣導。

節電 9.8 萬度

此措施主要為提升節
電意識，節電效益已
反應至其他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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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住宅表燈用電 97,883,791
度/年推算，預估以節電成效
1%及落實率 10%計算，則每
年減少用電度數 97,884 度

工
節電措施
作
設
備
汰
換
與
智
慧
用
電

預期效益

補助對象：本縣服
服務業無風 務業及機關學校
管空氣調節 補助產品：1、2 級
機補助
高效率無風管空氣
調節機

節電 42.5 萬度

補助對象：本縣服
服務業老舊 務業及機關學校
辦公室照明 補助產品：汰換辦
燈具補助
公室 T8/T9 照明燈
具

節電 9.0 萬度

室內停車場
智慧照明補
助

補助導入能
源管理系統
因
地
制

對象及推動作法

推動廟宇各
式燈具汰換
為 LED 燈

補助對象：服務
業、機關學校、集
合式住宅之室內停
節電 6.7 萬度
車場
補助產品：汰換為
智慧照明燈具
補助對象：本縣服
務業及機關學校。
補助產品：用電資 節電 5 萬度
訊可視化及自動化
節能管理系統
補助對象: 第一期
針對金門縣登記有
節電 2.1 萬度
案之廟宇
補助產品：汰換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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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如節電量評估方式)

補助 204 台無風管冷氣機汰
換，共可節電 42.5 萬度。
‧ 服務業：108 台*10 kW/台
*(12 小時*30 天/月*5 月/
年)*(1/2.71
kWh/kWh*0.78)(使用 8 年
之效率衰退率)-1/3.93
(kWh/kWh))*80%(使用
率)=340,011 度(第一期節
電量)。
‧ 機關學校：96 台*7 kW/台
*(8 小時*22 天/月*5 月/
年)*(1/2.71
kWh/kWh*0.85)(使用 8 年
之效率衰退率)-1/3.93
(kWh/kWh))*80%(使用
率)=84,999 度(第一期節電
量)。
換裝發光效率 100 Lm/W 之
照明燈具替換 511 具傳統式
T8/T9 日光燈具，第一期節
電量：(0.096-0.033)kW/具*
〔280 具*(12 小時/天*360
天/年)*90%(使用率)+231 具
*(8 小時/天*220 天/
年)*85%(使用率)〕=90,356
度。
200 具(補助數量)*0.048 kW/
具*8,760 小時/年*80%(節電
率) =67,277 度

50 萬度/家*2 家*5%(節電
率)=50,000 度
267 座×60 具光明燈(每座廟
宇平均設置具數)×10%(尚未
改善廟宇比例)×(0.0020.0005)kW×365 天×24(小時/

工
節電措施
作
宜
措
施

辦理節電措
施競賽

對象及推動作法

預期效益

燈、神明燈、景觀燈
仍使用傳統白熾燈
之廟宇燈具
(註：108-109 年擬補
助旅館民宿設置客
房節電控制器)
金門縣登記有案之
民宿/旅館業者集商
業能源用戶，業者
針對自身建築提出
節能改善措施，措
施結果進行相互競
賽

備註
(如節電量評估方式)
天)＝21,050 度

節電 4.7 萬度

‧ 民宿/旅館業組：
金門縣平均單一民宿業者用
電量約 4 萬度，而單一旅館
業者平均用電量約 25 萬度，
預計約 10%之民宿/旅館業者
參與競賽，參與競賽業者之
平均節電率以 2%估算，則節
電【25 萬度/家×23 家+4 萬度
/家×247 家】×10%(參與業者
比例)×2%(平均節電率)＝3.1
萬度
‧ 商業組：
金門縣平均單一商業用戶用
電量約 4,000 度，預計約 2%
之商業用戶參與競賽，參與
競賽業者之平均節電率以
2%估算，則節電 0.4 萬度/家
×10,000 家×2%(參與業者比
例)×2%(節電率)＝1.6 萬度

於地區大型活動現
此措施主要為提升節
辦理節能打
場設置節能宣傳攤
卡送好禮活
電意識，節電效益已
位，辦理 FB 打卡按
動
反應至其他項目。
「讚」送好禮活動
推動「自己的電自
己省」補助計畫，
推廣住宅使
鼓勵家戶汰換家中
用節能電器
老舊耗能設備，如
冷氣及電冰箱等

預期節電量總計

節電 18.7 萬度

139.1 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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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103~104 年度補助執行成
果，平均每台節能家電節省
約 445 度/年.台。
第一期預期節電量 420 台
×445 度/台＝186,900 度

七、 計畫經費
(一) 人事費明細表
表九、人事費明細表
單位：（仟元）
人力

項目

薪水

加班

人事費需求

(列於節電基礎項下)

合計
註： 107 年僅編列 4 月~12 月的人事費用

(二) 經常支出中人事費以外各項費用
工
作
節
電
基
礎
工
作

表十、除人事費外之其他經常支出費用表
預算數（仟元）
節電措施 用途、說明及計算方式
其他機
全程經費 本期經費 自籌款
關補助

節電
稽查輔導

‧ 稽查:稽查 200 家次/年，預估執
行成本為 300 元/家次，印製廣
宣品(節能規定 3 摺頁、感溫片、
節電小撇步)需 6 萬元，小計經
費 12 萬元/年
‧ 輔導: 20 家/年×6 萬元/家+19.5
行政管理)=139.5 萬元/年

每年擬針對 2 大類型行業用電進
行深入分析探討，以提供於後續
在地能源
輔導、補助及擬訂節能減碳措施
使用情形 依據，本項工作每年需要經費
31.5 萬元
‧ 聘請 5~7 名專家學者、公民團
體代表出席費及交通住宿費用
10,000 元/人次，約 20 萬元
專責組織 ‧ 工作人員 2 名:84 萬元
與人力建置 ‧ 加班費用:3 萬元
‧ 行政管理費:1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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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5

1,515

945

315

3,510

1,17 0

‧ 6 場次/年×5 萬元(場地租借、
講師費及茶點費)=30 萬元/年
‧ 宣導品:5 萬元
‧ 行政管理費:10 萬元/年

1,3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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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電社群網站經營管理 5 萬元
‧ 國民小學節能宣導活動 10 萬
節約能源 ‧ 節能短片播放、行動節能巡迴
教育與推廣
車宣導等 30 萬
‧ 行政管理費:10 萬元

1,65 0

550

第一期：(108 台*10kW/台+96 台
服務業無風管 *7
kW/ 台 )*2,500
元
空氣調節機補 /kW=4,380,000 元，加計辦理補助
作業行政費用以 10%估算，共需
助
481.8 萬元。

12,952

4,818

第一期每具補助以新臺幣 500 元
服務業老舊辦 為原則(最高不逾汰換費用 1/2)，
預估所需經費 511 具*500 元/具
公室照明燈具
=255,500 元，加計辦理補助作業
補助
行政費用以 10%估算，共需 28.1
萬元。

620

281

第一期每具補助以新臺幣 200 元
室內停車場智 為原則，預估第一期所需經費 200
具*200 元/具=40,000 元，加計辦
慧照明補助
理補助作業行政費用以 10%估
算，合計共需 4.4 萬元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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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預計補助 2 家用電戶(含機
補助導入能源 關學校)需 20 萬元，加計辦理補
助作業行政費用以 10%估算，合
管理系統
計共需 22 萬元。

2,860

220.491

423

141

1,80 0

600

節電志工
組織合作

設
備
汰
換
與
智
慧
用
電

每顆 0.5W 之 LED 燈泡材料費約
80 元，需補助 128,160 元(1,602
推動廟宇各式 顆*80 元/顆)，加計辦理補助作
燈 具 汰 換 為 業行政費用以 10%估算，第一期
合計共需 14.1 萬元。(註：第二
LED 燈
因
期-第三期以相同經費規劃補助
地
其他節電設備)
制
‧依民宿/旅館業組及商業組分
宜
別編列 22 萬元競賽獎金，共
措
計 44 萬元。
施
辦理
‧行政費用及活動經費：辦理廣
節電措施競賽 宣及相關行政作業費用約需
16 萬元。
(註：第二期或第三期改以辦理
區、村、里節電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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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節能打卡 大型活動現場設置節能宣傳攤位
租借及宣導品 1,000 份及行政管
送好禮活動
理費共需 15 萬 4 千元。

490.002

154.291

第一期補助汰換 420 台節能電
推廣住宅使用 器，每台補助 3,000 元，經費共計
節能電器
126 萬。(註：第二期-第三期視縣
府經費運用情形再行規劃)

1,260

(三) 其他經費來源
無
八、 參考文獻
1. 呂穎彬、洪明龍(2000)，「金門低碳島建設規劃」專案計
畫，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期末報告。
2. 劉華嶽(2015)，「金門新建社區低碳化可行性研究期末報
告」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3. 金門縣政府(2016)，「金門縣低碳島自治條例」
。
4. 蘇娟儀、陳奕宏(2016)，
「神明也省電─ LED 有「廟」用」
，
能源報導。
5. 經濟部(2017)，「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作業要點」
。
6. 環 保 署 「 低 碳 永 續 家 園 資 訊
網 」， )https://lcss.epa.gov.tw/LcssViewPage/Responsive/Ar
eaResult.aspx?cityid=09020。
7. 台 電 公 司 網 站 ， 縣 市 住 商 用 電 資 訊
http://www.taipower.com.tw/content/announcement/ann01.a
spx?BType=37。
九、 附件

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