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全程暨第二期計畫書 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暨擴大補助 )中華民國

高雄市政府
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
全程暨第二期計畫書
(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暨擴大補助)

全程計畫期間：自 107 年 1 月 1 日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
第二期計畫期間：自 108 年 1 月 1 日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年
108
月
1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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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計 36 個月
行
期
第二期 自 108 年 1 月 1 日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計 12 個月
程
全程量化節電目標：229,445,306 kWh (佔 2016 用電量 2.09% )
全程質化目標：呼應國家政策，創造國際典範，深化能源轉型，邁向永續成長

承諾

節電目標 第一期：36,253,184 kWh

第二期：76,019,582 kWh
第三期：117,172,540 kWh

(含第一期節電效益)
(含第一、二期節電效益)

全程 (仟元)

工作項目
申請經費
額度

其他經費

設備汰換及智慧用電

第二期 (仟元)

650,025.600
214,508.448
(實核 645,997.712) (實核 214,508.400)

(含擴大補助)

來源

自籌款，金額 (仟元)
其他機關補助，機關名稱，金額 (仟元)

備註

備註：
1.全程設備汰換實計核撥經費為 645,997.712(仟元)，原核定
650,025.600(仟元)
2. 第 二 期 設 備 汰 換 實 計 核 撥 經 費 為 214,508.400( 仟 元 ) ， 原 核 定
214,508.448(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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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內容摘要：
高雄市長期積極推動能源地方治理業務，推出多項措施，改善創造永續生
活環境，亦同時提升城市競爭力。本次為呼應國家重大政策，配合中央辦理縣
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預計自 107 年起，以連續三年的規劃，投入「1.設備汰
換與智慧用電」，並於 108 年度時擴大補助範疇，新增服務業與住宅部門「2.
擴大補助」業務，其目標、預算與效益簡述如下：
1. 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
主要工作包括：(1) 建立專責管理團隊、(2)汰換小於 71 kW 無風管冷氣、
(3)汰換辦公室及室內停車場照明設備、(4)針對 51 kW 以上之能源用戶導入能
源管理系統。全程約可節電 192,050,052 度電，約當 2016 年高雄市總售電 (扣
除工業部門)的 1.75%。
2. 擴大補助
108 年度擴大服務業及家庭補助範圍，服務業擴大補助項目包含(1)接風管
冷氣汰換、(2)辦公室老舊 T5 燈具汰換、(3)電冰箱等項目；家庭擴大補助項目
包含(1)無風管冷氣汰換及(2)電冰箱等項目。全程約可節電 37,395,254 度電，約
當 2016 年高雄市總售電 (扣除工業部門)的 0.34%。
承辦局處 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姓名
聯絡人

孫佩霞

電話 07-3368333#3166 傳真
地址

科員

Email

07-3305432

手機

職稱

doris@kcg.gov.tw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 2 號 9 樓

申請縣市：(機關用印)

負責人：(縣市首長蓋章)

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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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全程計畫
一、背景說明
高雄市自民國 60 年代，即投入鋼鐵、造船等基礎工業，為我國重工業之龍
頭，但伴隨經濟成長、人口結構與環境意識抬頭，能源的使用與污染漸受人重
視。就此，高雄市政府長期針對各級單位，進行多項節約能源相關措施。
前述節能措施具體包括：政策面宣示短中長期溫室氣體減量目標、法規面
推動綠建築自治條例、獎勵措施則有高雄厝獎勵回饋、另再搭配全國首創的「高
雄市政府中小企業商業貸款及策略性貸款」
，又稱小蝦米計畫，協助綠能推展。
近年來，高雄市亦積極配合中央，推行其他的節電運動，例如四省專案(機關學
校)、20 類指定能源用戶節能規定(服務業)、以及多項節能家用電器補助案(住
宅部門)，因此歷年來不論是夏月節電競賽，或是智慧節電運動等，均有累積長
期良好之成績，並逐步塑造累積在地永續發展的長遠基礎。
為了追求長期在地治理能量的提升，本府自 105 年起，主動編列預算辦理
「105 年度高雄市能源轉型政策規劃」與「106 年度高雄市能源管理政策推動
計畫」，深入研究高雄轄區內各部門用電特徵。除了據此提出在地化節電策略
之外，也同時投入能源自治工具選項之研議，以及成立志工機制等，以下簡述
其階段性成果。
若以總量觀之，2018 年全台灣整體(不包含工業)用電量 963.8 億度，高雄
市整體用電 110.3 億度，全國第 4，其中住宅部門用電 55.0 億度，全國第 3、
服務部門用電 43.0 億度，全國第 4、機關學校部門 (包含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包燈、大專院校) 用電 9.7 億度，全國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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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018 年高雄市用電占比(不含工業)
圖一、2018 高雄市整體用電情形
若以成長率觀之，2018 年相較 2017 年，全台灣整體(不包含工業)用電增加
0.22%。其中住宅部門用電下降 0.06%，服務部門用電增加 1.13%，機關學校部
門用電下降 3.67%。針對同一時期，高雄市整體 (不包含工業) 用電下降 1.26%。
以成長率來看，其百分比於各縣市排名第 19（節電率僅次於嘉義市、屏東縣和
連江縣）。分部門來看，住宅部門用電成長率為-2.59% (成長率全國最低)，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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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部門用電增加 0.72% (成長率全國排名第 13)，機關學校用電下降 3.05%(成長
率全國第 11)。

圖二、2018 年高雄市節電成效全台第 4 名

二、計畫目標

圖三、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全程計畫架構分類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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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圖三所示，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計畫分四大工作，本計畫書針對其
中：(一)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及查核機制、(二) 擴大補助，此兩項工作之
全程主要目標分別簡述如下：
(一) 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及查核機制
建立專責團隊，協助落實小於 71 kW 之空調設備、節能照明設備的補助汰
換作業，讓高效率設備得以藉由政府補助的誘因加速進入市場，節電設備汰舊
換新擴大普及。另外搭配導入能源管理系統，讓高效率設備不只發揮高效率的
優點，同時得以智慧化的運行在最節能的設定狀態，並且透過長期紀錄與儲存
的功能，讓使用者或維護人員可以在資訊充足的前提下擬定對應節電作為，與
調教系統最佳匹配。
由於節電成效具有累加性，因此當全程結束後，累積節電總量為如下表所
示：
設備汰換項目

第1期

第2期

第3期

(含第一期節電效益) (含第一、二期節電效益)

1.汰換無風管冷氣

= 3,112,500
= 3,329,784 (1+2 = 6,442,284)

= 3,112,500
(1+2+3=9,554,784)

2.汰換 T8/T9 照明設備

= 9,639,000
= 5,152,000 (1+2 = 14,791,000)

= 9,639,000
(1+2+3=24,430,000)

= 27,014,400

= 13,140,000
(1+2 = 40,154,400)

= 13,140,000
(1+2+3=53,294,400)

= 757,000

= 1,872,000
(1+2 = 2,629,000)

= 1,872,000
(1+2+3=4,501,000)

3.室內停車場智慧照明
4.導入能源管理系統
小計

36,253,184

= 27,763,500
= 27,763,500
(1+2 = 64,016,684) (1+2+3 = 91,780,184)

全程合計

192,050,052

(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

單位：度電
當全程結束以後，該年度將可節省用電 192,050,052 度，約當 2016 年高雄
市總售電 (扣除工業部門) 10,971,411,192 度的 1.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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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擴大補助
由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專責團隊，協助落實服務業與住宅部門汰換小於 71
kW 之空調設備、節能照明設備及電冰箱的相關補助作業，節電設備汰舊換新
擴大普及。
由於節電成效具有累加性，因此當擴大補助全程結束後，累積節電總量為
如下表所示：
設備汰換項目

第1期

第2期

第3期

(含第二期節電效益)

1.汰換接風管冷氣

--

= 1,556,250

= 1,556,250
(2+3=3,112,500)

2.汰換 T5 照明設備

--

= 4,647,048

= 4,631,256
(2+3=9,278,304)

3.汰換家用無風管冷氣

--

= 4,958,000

= 6,588,110
(2+3=11,546,110)

4.汰換服務業及家庭電
冰箱

--

= 841,600

= 613,842
(2+3=1,455,442)

小計

--

= 12,002,898

= 13,389,458
(2+3 = 25,392,356)

全程合計

37,395,254

(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

單位：度電
當全程結束以後，該年度將可節省用電 37,395,254 度，約當 2016 年高雄
市總售電 (扣除工業部門) 10,971,411,192 度的 0.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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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內容
(一) 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及查核機制
1.行政管理
有鑒於本項計畫全程經費 (約 6.5 億元) 相對龐大，工作內容也較複雜，
因此本市首先會規劃預留本項預算 10%(約 0.65 億元) 作為行政費用，以利
投入廣宣、現場民眾解說、文件受理審查、撥款、查核與舊機回收等作業。
本府目前已規劃專屬辦公室一處，設立於四維行政中心二樓，可同時容納至
多 15~20 名人員 (含工作人員與洽公民眾) 使用，其空間功能包括文件儲放
區、接待洽公區與進駐人員辦公區。屆時會委託廠商派駐專業人力辦理設備
汰換補助作業。
2.無風管空氣調節機汰換補助-服務業設備汰換
針對本次汰換補助項目之無風管空氣調節機，本計畫會遵循作業要點，
針對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以下簡稱 CNS) 3615 及 CNS 14464 規定，其額
定冷氣能力 71kW 以下，且列入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應施檢驗品目者辦理補助。
購買與補助流程依序為：(1) 購買新機並取得證明、(2) 處理廢棄冷氣機並取
得證明、(3) 檢附所需文件申請額定總冷氣能力每 kW 補助新臺幣 2,500 元
之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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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府針對汰換之冷氣及拆解機構執行必要查核。
針對小於 9.3 kW 冷氣，依循環保署廢四機逆向回收制度辦理，並取得
廢四機回收聯單據以佐證汰換事實；而大於 9.3 kW 冷氣應由申請人自行委
託環保署合法廢棄物處理機構辦理，並檢附廢棄物處理廠切結證明書。
3. 老舊辦公室照明 T8/T9 及室內停車場智慧照明汰換補助
老舊辦公室照明燈具補助，亦會依循作業要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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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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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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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效率應達 100lm/W 以上。補助額度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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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內停車場智慧照明補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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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項以上智慧照
明控制功能，意指至少需有自動開關、調光或時序控制等一項以上智慧且照
明控制功能之照明燈具。補助額度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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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或燈管數量上限。
4. 能源管理系統-服務業設備汰換
本次計畫補助之能源管理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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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W 至 800 kW 或大於 800kW(大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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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於 800kW 則應包含空調效率監測功能。補助額度方面，契
約容量介於 51 kW 至 800 kW 能源用戶每套能源管理系統建置補助以新臺幣
100,000 元為原則；契約容量大於 800 kW 能源用戶每套能源管理系統建置補
助以新臺幣 1,000,000 元為原則；最高不逾設置費用 1/2。

(二) 擴大補助
1.行政管理
由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及查核機制服務廠商，於本府專屬辦公室直
接處理相關擴大補助相關作業事宜。
2.接風管空氣調節機汰換補助-服務業擴大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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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本次汰換補助項目之接風管空氣調節機，僅針對原為接風管空氣調
節機者，汰換之室外機型號，符合國家標準進行能源效率分級標示。購買與
補助流程依序為：(1) 購買新機並取得證明、(2) 處理廢棄冷氣機並取得證明、
(3) 檢附所需文件申請額定總冷氣能力每 kW 補助新臺幣 2,500 元之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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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府針對
汰換之冷氣及拆解機構執行必要查核。
針對小於 9.3 kW 冷氣，依循環保署廢四機逆向回收制度辦理，並取得
廢四機回收聯單據以佐證汰換事實；而大於 9.3 kW 冷氣應由申請人自行委
託環保署合法廢棄物處理機構辦理，並檢附廢棄物處理廠切結證明書。
3.老舊辦公室 T5 照明燈具汰換補助-服務業擴大補助
老舊辦公室照明燈具補助，亦會依循作業要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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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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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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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無風管空氣調節機汰換補助-家庭擴大補助
針對本次汰換補助項目之無風管空氣調節機，本計畫會遵循作業要點，
針對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以下簡稱 CNS) 3615 及 CNS 14464 規定，其額
定冷氣能力 71 kW 以下，且列入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應施檢驗品目者辦理補
助。購買與補助流程依序為：(1) 購買新機並取得證明、(2) 處理廢棄冷氣機
並取得證明、(3) 檢附所需文件申請額定總冷氣能力每 kW 補助新臺幣 1,000
元之補助款 (註：本計畫每案補助功率每 kW 額定總冷氣能力新臺幣 1,000
元，每台補助上限不超過 3,000 元)、(4) 本府針對汰換之冷氣及拆解機構執
行必要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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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小於 9.3 kW 冷氣，依循環保署廢四機逆向回收制度辦理，並取得
廢四機回收聯單據以佐證汰換事實；而大於 9.3 kW 冷氣應由申請人自行委
託環保署合法廢棄物處理機構辦理，並檢附廢棄物處理廠切結證明書。
5.電冰箱汰換補助-服務業及家庭擴大補助
本次汰換補助項目之電冰箱，本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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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補助。購
買與補助流程依序為：(1) 購買新機並取得證明、(2) 處理廢棄電冰箱並取得
證明、(3) 檢附所需文件申請，每台以電冰箱容量每公升補助金額 10 元，每
台補助上限不超過 3,000 元之補助款、(4) 本府針對汰換之電冰箱及拆解機
構執行必要查核。
針對 800 公升以下壓縮式之冰箱者，依循環保署廢四機逆向回收制度辦
理，並取得廢四機回收聯單據以佐證汰換事實；而大於 800 公升壓縮式之冰
箱應由申請人自行委託環保署合法廢棄物處理機構辦理，並檢附廢棄物處理
廠切結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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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計畫經費
表一、全程計畫經費需求表
科

需

目

第 1 期(已核定)

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
(含擴大補助)

210,480,560

求

經

費

第 2 期(申請上限) 第 3 期(申請上限)
214,508,448

221,008,704

五、預期成果及效益
(一)質化成效
1.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
藉由大量的照明與空調設備補助汰換，讓民眾瞭解設備能源效率提升
對節電之重要性亦可瞭解政府推動非核家園的決心。
2.擴大補助：
藉由擴大補助服務業與住宅部門，增加多項設備電器汰換品項，使服務
業與住宅可依自身需求選擇補助誘因，促使民眾汰換，使民眾瞭解設備
能源效率提升對節電之重要性同時，加速高效率設備進入使用市場，老
舊耗能設備退場，實質提升高雄市整體用電效率。

(二)量化成效
工作執行量化成效如下表二及表三所示。
表二、全程計畫預期成果及效益表
計畫期別
節電工作

第1期

(107 年 1 月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

設備汰換與
節電 36,253,184 度電
智慧用電
擴大補助
合計

第2期

第3期

(108 年 1 月1 日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109 年 1 月 1 日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

節電 64,016,684 度電
(含第一期節電效益)

節電 91,780,184 度電
(含第一、二期節電效益)
節電 25,392,356 度電
(含第二期節電效益)

--

節電 12,002,898 度電

節電 36,253,184 度電

節電 76,019,582 度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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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電 117,172,540 度電

表三、「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及「擴大補助」預計完成數
第1期
無風管空氣調節機(kW)
設備
汰換 老舊辦公室 T8/T9 照明(具)
與 室內停車場智慧照明(盞)
智慧 中型能管系統(套)
用電
大型能管系統(套)
接風管空氣調節機(kW)
老舊辦公室 T5 照明(具)
擴大
家庭無風管空氣調節機(台)
補助
(註：假設每台冷氣 3.2 kW)
服務業及家庭電冰箱(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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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期

第3期

全程

16,972

10,000

10,000

36,972

56,000

51,000

51,000

158,000

56,000

75,000

75,000

206,000

20

0

0

20

5

6

6

17

-

5,000

5,000

10,000

-

55,322

55,134

110,456

-

7,400

9,833

17,233

-

1,600

1,167

2,767

貳、第二期計畫
一、承諾節電目標
(一) 量化目標
1.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及查核機制預計節電 27,763,500 度電(含第
一期節電效益則為 64,016,684 度電)。
2.擴大補助預計節電 12,002,898 度電。
(二) 質化目標
強化高效率設備市場滲透率，建立地方設備補助辦理能量。

二、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及查核機制
(一) 行政管理工作
有鑒於本項計畫的經費相對龐大，工作內容也較複雜，因此本市首
先會規劃預留本項預算併同擴大補助預算共 10%(約 1,900 萬元) 作為
行政費用，透過勞務委託的方式，讓專業廠商維運 107 年所建置之聯
合辦公室。聯合辦公室預計需求 8~10 人，負責辦理廣宣、受理、審查、
造冊、撥款、查驗及與設備抽查等作業。過程中需製作相關作業流程與
衍生表單，並且協助解決前來洽公單位的各項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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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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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第二期補助之項目及經費如下，各項經費可互相流用：
1. 服務業無風管空氣調節機(25,000,000 元)
2. 服務業老舊辦公室 T8/T9 照明燈具(40,8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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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室內停車場智慧照明(37,500,000 元)
4. 服務業能源管理系統(6,000,000 元)
(二) 服務業無風管空氣調節機
1.補助資格：服務業電力用戶、表燈營業用戶及政府機關與學校無風
管空氣調節機汰換。
2.補助標準：額定冷氣能力 71 kW 以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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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2 級產品。
3.補助額度：每 kW 額定總冷氣能力補助新臺幣 2,500 元。
為了鼓勵申請汰換，不予規範每案補助功率上限。
4.辦理方式：
(1)能源用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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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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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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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小於 9.3 kW 冷氣，依循環保署廢四機逆向回收制度辦理，
並取得廢四機回收聯單據以佐證汰換事實；而大於 9.3 kW 冷氣
應由申請人自行委託環保署合法廢棄物處理機構辦理，並檢附廢
棄物處理廠切結證明書。
(3)檢具申請表、完工前後照片與前述之購買證明、清除證明後，向
本府提出補助申請，本府審核通過後撥付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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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由本府針對配合之合法廢棄物處理機構進行必要之檢核抽查，查
核數量配合實際補助情形另外訂定。

圖四、無風管空氣調節機回收機制
5.潛在補助數量與推估方式：
預估節電效益方面，為避免後續節電效益估算方法不一致，故
本次「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全程暨第二期計畫書」中將以能源局
提供之【節電產品節能料推估表】為估算基礎，統一計算設備汰換
節電效益，假設以汰換一台 4 kW 無風管空氣調節機，1 kW 每年節
電量可達 311.25 度，以 107 年度執行成果推估預計可補助 2,500 台
(以一台 4 kW 計算可汰換 10,000 kW)，故一年可節省 3,112,500 度，
以每 kW 補助 2,500 元計，預計補助經費為 25,000,000 元。
(三) 服務業老舊辦公室 T8/T9 照明燈具
1.補助資格：服務業電力用戶、表燈營業用戶及政府機關與學校 T8/T9
螢光燈具汰換。
2.補助標準：汰舊換新後之照明燈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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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採用發光效率
100lm/W 以上之照明燈具。
3.補助額度：最高不逾汰換費用 1/2
為了鼓勵申請汰換，不予規範每案補助燈具數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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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辦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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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學校應出具公文申請；學校應另出具設立證明。
申請單位可親自遞交或郵寄至本計畫進行書面審核，相關資料符合
者撥付補助款。
為確保執行品質符合預期，本府會責成聯合辦公室成員採抽查
方式辦理，每季抽查至少 1%申請補助單位之燈具效率是否符合補
助資格，若有不符之情事，則會輔導受補助對象於一年內改善完畢，
以便後續撥付補助款項。
2. 潛在補助數量與推估方式：
(1)潛在補助數量：(51,000 具)
以 107 年補助數量估算，今年推估可補助 51,000 具，以一具
補助金額為 800 元計，預計補助經費為 40,800,000 元。
(2)預估節電效益方面：(節電 9,639,000 度)
預估節電效益方面，為避免後續節電效益估算方法不一致，
故本次「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全程暨第二期計畫書」中將以能
源局提供之【節電產品節能料推估表】為估算基礎，統一計算設
備汰換節電效益，假設以汰換一具辦公室 T8/T9 照明燈具，每年
節電量可達 189 度，以 107 年度執行成果推估預計可補助 51,000
具，故一年可節省 9,639,000 度，以每具補助 800 元計，預計補
助經費為 40,8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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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室內停車場智慧照明
1. 補助資格：本市轄內之集合式住宅、辦公大樓及服務業所屬之室
內停車場設置智慧照明。
2.補助標準：汰舊換新後之照明燈具，依據「室內停車場智慧照明燈
具節能標章能源效率基準與標示方法」認定，須採用發光效率 120
lm/W 以上之照明燈具，同時至少需有自動開關、調光或時序控制
等 1 項以上智慧照明控制功能。
3.補助額度：最高不逾汰換費用 1/2
為了鼓勵申請汰換，不予規範每案補助燈具數量上限。
4.辦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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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集合式住宅應出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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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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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確保執行品質符合預期，本府會責成聯合辦公室成員採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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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一年內改善完畢，以便後續撥付補助款項。
3. 潛在補助數量與推估方式：
(1)潛在補助數量(75,000 盞)
以 107 年補助數量估算，今年推估可補助 75,000 盞，以一具
補助金額為 500 元計，預計補助經費為 37,500,000 元。
(2)預估節電效益(節電 13,140,000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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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估節電效益方面，為避免後續節電效益估算方法不一致，
故本次「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全程暨第二期計畫書」中將以能
源局提供之【節電產品節能料推估表】為估算基礎，統一計算設
備汰換節電效益，假設以汰換一具室內停車場照明燈具，每年節
電量可達 175.2 度，以 107 年度執行成果推估預計可補助 75,000
盞，故一年可節省 13,140,000 度，以每具補助 500 元計，預計補
助經費為 37,500,000 元。
(五) 服務業能源管理系統
1. 補助資格：契約容量介於 51 kW 至 800 kW 或大於 800kW 之服務
業、機關及學校之電力用戶。
2. 補助標準：功能包括用電資訊可視化及自動化節能管理，其 800
kW 以上之能源用戶建置能源管理系統並應包含空調效率監測功
能。
3. 補助額度：契約容量介於 51 kW 至 800 kW 能源用戶每套能源管
理系統建置補助以新臺幣 100,000 元為原則；契約容量大於 800
kW 能源用戶每套能源管理系統建置補助以新臺幣 1,000,000 元為
原則；最高不逾設置費用 1/2。
4. 辦理方式：
(1)責成得標廠商進駐專家團隊，協助向洽案民眾說明抑低尖峰的
優點，並評估導入成本。
(2)責成得標廠商辦理媒合或說明會，鼓勵用戶包括大用戶參加聯
合型需量反應、府內機關參加需量競價，與所轄高中職以下學
校參加日減二時型方案。
(3)欲申請單位應檢附相關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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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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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契約容量大於 800 kW 以上之能源用戶，另需檢附空調冰水
系統及各冰機之需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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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潛在補助數量與推估方式：
(1)潛在補助數量(6 套)
以 107 年補助數量估算，今年推估可補助 6 套契約容量大於
800 kW 以上之能源用戶建置能源管理系統，以一套補助金額為
1,000,000 元計，預計補助經費為 6,000,000 元。
(2)預估節電效益(節電 1,872,000 度)
預估節電效益方面，為避免後續節電效益估算方法不一致，
故本次「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全程暨第二期計畫書」中將以能
源局提供之【節電產品節能料推估表】為估算基礎，統一計算設
備汰換節電效益，假設一套契約容量大於 800 kW 以上之能源用
戶建置能源管理系統，每年節電量可達 312,000 度，以 107 年度
執行成果推估預計可補助 6 套，故一年可節省 1,872,000 度，以
每具補助 1,000,000 元計，預計補助經費為 6,000,000 元。
6. 查核方式：針對服務業能源管理系統查核機制，本市府會責成聯
合辦公室成員採抽查方式辦理，抽查至少 1 案申請補助單位之功
能是否符合補助資格，若有不符之情事，則會輔導受補助對象於
一年內改善完畢。另，抽測過程則中會一併徵求自願用戶提供匿
名能源使用資料 (含設備存量)，供本府研究之用，除更加理解該
類用戶之能源使用型態，也可透過比例原則推估高雄市該類用戶
的設備存量，對比實際補助數量後，計算出中長程節電潛力與推
動規劃。
(六) 追溯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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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第一期設備汰換暨智慧用電 (107 年度高雄市設備汰換與
智慧用電補助計畫)補助期程已於 107 年 12 月 31 日截止，故本期計畫
之設備汰換暨智慧用電補助期程將追溯至 108 年 1 月 1 日。
(七) 經費控管
各品項將分項管控經費，各品項補助達原規劃預算之 85%後，將
停止收件(預空 15%預算)，如有餘裕勻支，再報經濟部核定，且調整後
補助經費以不影響全程節電目標為原則。

三、擴大補助
(一) 行政管理工作
鑒於擴大補助相關經費源自於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工作內
容將更加複雜，透過勞務委託方式讓專業廠商維運 107 年所建置之聯
合辦公室，相關行政預算併同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行政工作共同支應。
本計畫第二期補助之項目及經費如下，各項經費可互相流用：
1. 服務業接風管空氣調節機(12,500,000 元)
2. 服務業老舊辦公室 T5 照明燈具(44,257,600 元)
3. 家庭無風管空氣調節機(22,200,000 元)
4. 服務業及家庭電冰箱(4,800,000 元)
(二) 服務業接風管空氣調節機
1. 補助資格：服務業電力用戶、表燈營業用戶及政府機關與學校接
風管空氣調節機汰換。
2. 補助標準：室內機為接風管空氣調節機，而機外機為額定冷氣能
力 71 kW 以下，同時符合「無風管空氣調節機容許耗用能源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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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能源效率分級標示事項、方法及檢查方式」所規範之 1 或 2 級
產品。
3. 補助額度：每 kW 額定總冷氣能力補助新臺幣 2,500 元。
為了鼓勵申請汰換，不予規範每案補助功率上限。
4. 辦理方式：
(1)能源用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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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註明空調設備室外機品項廠牌
型號及費用(或檢附詳細之品項金額明細表)並檢附受補助產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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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小於 9.3 kW 冷氣，依循環保署廢四機逆向回收制度辦理，
並取得廢四機回收聯單據以佐證汰換事實；而大於 9.3 kW 冷氣
應由申請人自行委託環保署合法廢棄物處理機構辦理，並檢附廢
棄物處理廠切結證明書。
(3)檢具申請表、完工前後照片與前述之購買證明、清除證明後，
向本府提出補助申請，本府審核通過後撥付補助款。
(4)由本府針對配合之合法廢棄物處理機構進行必要之檢核抽查，
查核數量配合實際補助情形另外訂定。
為環保署公告廢四機回收廢棄物

9.3 kW以下者

販賣業者協助回收

廢四機回收聯單
第三聯影本

大於9.3 kW者

自行處理或委託
清除機構清運至處理機構

接風管空調室外處
理切結證明書

廢接風管空
調(室外機)

非屬公告應回收廢棄物

目前國內具備處理廢電冰箱資格之公
民 營廢 棄 物處 理 機 構業 者 共計 1 2 家
次，其中高雄市轄內共計4家次

圖五、接風管空氣調節機(室外機)回收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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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潛在補助數量與推估方式：
預估節電效益方面，為避免後續節電效益估算方法不一致，故
本次「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全程暨第二期計畫書」中將以能源局
提供之【節電產品節能料推估表】為估算基礎，統一計算設備汰換
節電效益，假設以汰換一台 4 kW 接風管空氣調節機，1 kW 每年節
電量可達 311.25 度，108 年推估預計可補助 1,250 台(以一台 4 kW
計算可汰換 5,000 kW)，故一年可節省 1,556,250 度，以每 kW 補助
2,500 元計，預計補助經費為 12,500,000 元。
(三) 服務業老舊辦公室 T5 照明燈具
1. 補助資格：服務業電力用戶、表燈營業用戶及政府機關與學校 T5
螢光燈具汰換。
2. 補助標準：汰舊換新後之照明燈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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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採用發光效率
100lm/W 以上之照明燈具。
3. 補助額度：最高不逾汰換費用 1/2
為了鼓勵申請汰換，不予規範每案補助燈具數量上限。
4. 辦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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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學校應出具公文申請；學校應另出具設立證明。
申請單位可親自遞交或郵寄至本計畫進行書面審核，相關資料符合
者撥付補助款。
為確保執行品質符合預期，本府會責成聯合辦公室成員採抽查
方式辦理，每季抽查至少 1%申請補助單位之燈具效率是否符合補
21

助資格，若有不符之情事，則會輔導受補助對象於一年內改善完畢，
以便後續撥付補助款項。
5. 潛在補助數量與推估方式：
(1)潛在補助數量：(55,322 具)
108 推估可補助 55,322 具，以一具補助金額為 800 元計，預
計補助經費為 44,257,600 元。
(2)預估節電效益方面：(節電 4,647,048 度)
預估節電效益方面，為避免後續節電效益估算方法不一致，
故本次「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全程暨第二期計畫書」中將以能
源局提供之【節電產品節能料推估表】為估算基礎，統一計算設
備汰換節電效益，假設以汰換一具辦公室 T5 照明燈具，每年節
電量可達 84 度，推估 108 年度預計可補助 55,322 具，故一年可
節省 4,647,048 度，以每具補助 800 元計，預計補助經費為
44,257,600 元。
(四) 家庭無風管空氣調節機
1.補助資格：高雄市轄內住宅(設備汰換與用電地址需為高雄市轄內)
無風管空氣調節機汰換。
2.補助標準：額定冷氣能力 71 kW 以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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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2 級產品。
3. 補助額度：每 kW 額定總冷氣能力補助新臺幣 1,000 元，每台補助
上限不超過 3,000 元。
4.辦理方式：
(1)能源用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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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上不應以公司購置(即受買人不應有營利事業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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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同時註明品項廠牌型號及費用(或檢附詳細之品項金額明
細表)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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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至 107 年 12 月 7 日汰購者，且該
補助項目經費用罄時，依民眾申請情形勻支調整其他補助品項經
費)，其 1~2 級能效仍然有效。
(2)針對小於 9.3 kW 冷氣，依循環保署廢四機逆向回收制度辦理，
並取得廢四機回收聯單據以佐證汰換事實；而大於 9.3 kW 冷氣
應由申請人自行委託環保署合法廢棄物處理機構辦理，並檢附廢
棄物處理廠切結證明書。
(3)檢具申請表、完工前後照片與前述之購買證明、清除證明後，向
本府提出補助申請，本府審核通過後撥付補助款。
(4)由本府針對配合之合法廢棄物處理機構進行必要之檢核抽查(其
無風管空氣調節機回收機制如圖五所示)，查核數量配合實際補助
情形另外訂定。
5.潛在補助數量與推估方式：
預估節電效益方面，為避免後續節電效益估算方法不一致，故
本次「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全程暨第二期計畫書」中將以能源局
提供之【節電產品節能料推估表】為估算基礎，統一計算設備汰換
節電效益，假設以汰換一台 3.2 kW 家用無風管空氣調節機，每台
每年節電量可達 670.0 度，108 年度執行成果推估預計可補助 7,400
台(以一台 3.2 kW 計算可汰換 23,680 kW)，故一年可節省 4,958,000
度，以每台補助上限 3,000 元計，預計補助經費為 22,200,000 元。
(五) 服務業及家庭汰換電冰箱
1.補助資格：服務業電力用戶、表燈營業用戶及政府機關、學校及高
雄市轄內住宅(設備汰換與用電地址需為高雄市轄內)電冰箱汰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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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補助標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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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2 級產品。
3.補助額度：以電冰箱容量每公升補助金額 10 元，每台電冰箱補助
上限不超過 3,000 元。
4.辦理方式：
(1)能源用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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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家
庭申請則免)，應註明電冰箱品項廠牌型號及費用(或檢附詳細之
品項金額明細表)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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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對象為家庭者追溯至
107 年 12 月 7 日汰購者，且該補助項目經費用罄時，依民眾申請
情形勻支調整其他補助品項經費)，其 1~2 級能效仍然有效。
(2)針對小於 800 公升之電冰箱，依循環保署廢四機逆向回收制度辦
理，並取得廢四機回收聯單據以佐證汰換事實；而大於 800 公升
之電冰箱應由申請人自行委託環保署合法廢棄物處理機構辦理，
並檢附廢棄物處理廠切結證明書。
(3)檢具申請表、完工前後照片與前述之購買證明、清除證明後，向
本府提出補助申請，本府審核通過後撥付補助款。
(4)由本府針對配合之合法廢棄物處理機構進行必要之檢核抽查(其
電冰箱回收機制如圖六所示)，預計查核申請件數 2%共 32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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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電冰箱回收機制
5.潛在補助數量與推估方式：
預估節電效益方面，為避免後續節電效益估算方法不一致，故
本次「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全程暨第二期計畫書」中將以能源局
提供之【節電產品節能料推估表】為估算基礎，統一計算設備汰換
節電效益，假設以汰換一台電冰箱每台每年節電量可達 526 度，108
年度執行成果推估預計可補助 1,600 台，故一年可節省 841,600 度，
以每台補助上限 3,000 元計，預計補助經費為 4,800,000 元。
(六) 追溯期程
本期計畫之設備汰換暨智慧用電擴大補助部分，服務業可申請之
補助品項包含接風管空氣調節機、老舊辦公室 T5 照明燈具及電冰箱汰
換，補助期程可追溯至 108 年 1 月 1 日；另一般民眾申請無風管空氣
調節機及電冰箱之補助品項，配合全國統一執行作法，補助期程可追
溯至 107 年 12 月 7 日。
(七) 經費控管
各補助項目規劃經費用罄時，依實際申請情形勻支調整其他補助
品項經費，且調整後補助經費以不影響全程節電目標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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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定工作進度
(一) 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
表四、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預定工作進度表
推動
項目

汰換
無風
管冷
氣

工作
比重
(%)

24%

第二期(108 年 1 月 1 日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108 年

進度(%)

3月

6月

9月

12 月

查核點

*1

*2

*3

*4

累計預定進度

6.0%

12.0%

18.0%

24.0%

*1
*2
查核點進度說明
*3
*4

設立專案辦公室無風管空氣調節機汰換補助團隊
完成宣傳文宣品 1 式
稽查輔導申請件數之一定比例
補助成果分析報告 1 式

查核點

*5

*6

*7

累計預定進度
9.0%
18.0%
27.0%
汰換
T8/T9
36%
*5 設立專案辦公室照明汰換補助團隊
照明
*6 完成宣傳文宣品 1 式
設備
查核點進度說明
*7 稽查輔導每季申請件數 1%
*8 補助成果分析報告 1 式

室內
停車
場智
慧照
明

36%

導入
能源
管理
系統

4%

合
計

100%

*8

36.0%

查核點

*9

*10

*11

*12

累計預定進度

9.0%

18.0%

27.0%

36.0%

*9 設立專案辦公室照明汰換補助團隊
*10 完成宣傳文宣品 1 式
查核點進度說明
*11 稽查輔導每季申請件數 1%
*12 補助成果分析報告 1 式
查核點

*13

*14

*15

*16

累計預定進度

1.0%

2.0%

3.0%

4.0%

*13
*14
查核點進度說明
*15
*16
累計預定進度
(%)

設立專案辦公室能源管理系統裝設補助團隊
完成宣傳文宣品 1 式
稽查輔導 1 件申請件數
補助成果分析報告 1 式

25%

50%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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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擴大補助
表五、擴大補助預定工作進度表
推動
項目

汰換
接風
管冷
氣

工作
比重
(%)

20%

第二期(108 年 1 月 1 日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108 年

進度(%)

3月

6月

9月

12 月

查核點

*1

*2

*3

*4

累計預定進度

5.0%

10.0%

15.0%

20.0%

*1
*2
查核點進度說明
*3
*4
查核點

設立專案辦公室汰換街風管冷氣補助團隊
完成宣傳文宣品 1 式
稽查輔導申請件數之一定比例
補助成果分析報告 1 式

*5

*6

*7

汰換
累計預定進度
12.0%
24.0%
36.0%
T5 照
48%
*5 設立專案辦公室汰換照明補助團隊
明設
*6 完成宣傳文宣品 1 式
備
查核點進度說明
*7 稽查輔導每季申請件數 1%
*8 補助成果分析報告 1 式

汰換
家用
無風
管冷
氣

24%

汰換
服務
業及
家庭
電冰
箱

8%

合
計

100%

*8
48.0%

查核點

*9

*10

*11

*12

累計預定進度

6.0%

12.0%

18.0%

24.0%

*9 設立專案辦公室汰換家用無風管冷氣補助團隊
*10 完成宣傳文宣品 1 式
查核點進度說明
*11 稽查輔導申請件數之一定比例
*12 補助成果分析報告 1 式
查核點
*13
*14
*15
累計預定進度
*13
*14
查核點進度說明
*15
*16
累計預定進度
(%)

2.0%

4.0%

6.0%

*16
8.0%

設立專案辦公室汰換服務業及家庭電冰箱補助團隊
完成宣傳文宣品 1 式
稽查輔導 2%申請件數
補助成果分析報告 1 式

25%

50%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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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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預期成果與效益
表六、第二期計畫節電工作預期效益
工 節電
對象及推動作法
作 措施
無風
管空
氣調
節機
照明

設
備
汰
換
與
智
慧
用
電

補助 服務 業及 政府 機關
與學校 1~2 級能效產品，
每 kW 補助 2,500 元。

1. 補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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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汰舊
換新後之發光效率應
達 100 lm/W 以上。不
逾汰換費用 1/2。
2. 補助集合住宅、辦公
大樓與服務業之室內
停車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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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最高
不逾汰換費用 1/2。
能 源 補助 服務 業、 機關 及學 節省 1,872,000 度電
管 理 校，50~800 kW 一案 10
系統 萬，大於 800 kW 一案 100
萬，每套補助不逾設置費
用 1/2。
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預期效益

擴
大
補
助

備註
預期效益
(如節電量
評估方式)
節省 3,112,500 度電
前文已檢附
節電量評估
方式，在此
不重複說明
1. 1.汰換老舊 T8/T9 照明 前文已檢附
計算過程，
節省 9,639,000 度電
2. 汰 換 智 慧 照 明 節 省 在此不重複
說明
13,140,000 電

接風
管空
氣調
節機
無風
管空

前文已檢附
節電量評估
方式，在此
不重複說明

節電 27,763,500 度

補助 服務 業及 政府 機關 節省 1,556,250 度電
與學校 1~2 級能效產品，
每 kW 補助 2,500 元。
補助一般家庭 1~2 級能效 節省 4,958,000 度電
產品，每 kW 補助 1,000
元，上限 3,000 元(假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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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已檢附
節電量評估
方式，在此
不重複說明
前文已檢附
節電量評估

氣 調 台 3.2 kW，則一台補助金
節機 額為 3,000 元)。

方式，在此
不重複說明

照明 補助服務業電力用戶、表 節省 4,647,048 度電
燈營 業用 戶及 政府 機關
與學校之 T5 螢光燈具，
汰舊 換新 後之 發光 效率
應達 100 lm/W 以上。不
逾汰換費用 1/2。
服 務 一般 服務 業及 家庭 汰換 節省 841,600 度電
業 及 1~2 級能效電冰箱，每台
家 庭 補助上限 3,000 元。
電冰
箱

前文已檢附
計算過程，
在此不重複
說明

前文已檢附
節電量評估
方式，在此
不重複說明

節電 12,002,898 度

擴大補助預期效益

六、計畫經費
(一) 人事費明細表
表七、人事費明細表
單位：（仟元）
人力項目

薪水

加班

人事費需求

機關人力

-

-

-

約聘雇員

-

-

-

合計

-

-

-

(二) 經常支出中人事費以外各項費用
表八、除人事費外之其他經常支出費用表
工
作
設
備
汰
換
與
智
慧

節電措
施

用途、說明及計算方
式

行政費用

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總
預 算 約 10 %

預算數（仟元）
全程經費

服務業無
風 管 空 氣 第 二 期 投 入 2,5 00.000 萬
調節機
服務業老
第 二 期 投 入 4,080. 000 萬
舊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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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經費

本期
自籌款

三期
自籌款

5 7, 90 1. 352 2 1, 45 0. 800

0 .0 00

0 .0 00

9 2, 43 2. 560 2 5, 00 0. 000

0 .0 00

0 .0 00

1 51 ,6 00 .00 0 4 0, 80 0. 000

0 .0 00

0 .0 00

工
作

節電措
施

用途、說明及計算方
式

預算數（仟元）
全程經費

本期經費

用 T8 /T9 照
電 明燈具
室內停車
場 智 慧 照 第 二 期 投 入 3,750.000 萬
明
服務業能
源 管 理 系 第 二 期 投 入 600.000 萬
統

1 45 ,0 00 .00 0 3 7, 50 0. 000

服務業接
風管空氣
調節機
服務業老
舊辦公室
T5 照 明 燈
具
家庭無風
管空氣調
節機
服務業及
家庭電冰
箱

三期
自籌款

0 .0 00

0 .0 00

6 ,0 00 .0 00

0 .0 00

0 .0 00

4 65 ,9 33 .91 2 1 30 ,7 50 .80 0

0 .0 00

0 .0 00

第二期擴大補助，投入
1,250.0 00 萬 補 助

2 5, 00 0. 000 1 2, 50 0. 000

0 .0 00

0 .0 00

第二期擴大補助，投入
4, 42 5.760 萬 補 助

8 8, 36 4. 800 4 4, 25 7. 600

0 .0 00

0 .0 00

第二期擴大補助，投入
2, 220 .000 萬 補 助

5 1, 69 9. 000 2 2, 20 0. 000

0 .0 00

0 .0 00

第二期擴大補助，投入
480. 000 萬 補 助

1 5, 00 0. 000

4 ,8 00 .0 00

0 .0 00

0 .0 00

1 80 ,0 63 .80 0 8 3, 75 7. 600

0 .0 00

0 .0 00

1 9, 00 0. 000

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小計
擴
大
補
助

本期
自籌款

擴大補助小計

(三) 其他經費來源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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