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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作業申請計畫資料表
執行
期程

全 程 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計 36 個月
第二期 自 108 年 10 月 1 日起至 109 年 6 月 30 日止，計 9 個月

承諾
節電目標

全程節電率 2%

申請經費 額
工作項目
度
單位：
164,628.844 設備汰換及智慧用
(仟元)
電

備註

全程

第二期

279,001.16 註 1

88,709.78

擴大補助

483,934.626 註 1

164,628.844

總計

767,692.800
(762,935.786 註 1)

253,338.624

註 1：依預算審查結果，調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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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經費來 □自籌款，金額
□其他機關補助，機關名稱
源
(仟元)

II

(仟元)
，金額

計畫內容摘要：
一、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世界各國除積極建立氣候調適能力以外，並同時
推動各項減緩政策，以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全球抗暖化的趨勢下，
國際社會正逐步邁向以低能耗、低污染為基礎的低碳經濟時代，其中在
夏月之節電減碳措施被列為重要政策之一。
二、臺中市近年因移居人口數與公司登記數增加、產業群聚效益及氣溫上升
等影響，爰用電量逐年增加，亦顯示本市推動節電更屬艱鉅之挑戰任務。
惟鑑於節電之重要性，本市仍積極配合中央政策，辦理相關節電措施。
三、擴大補助措施(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擴大補助、臺中市住宅家電補助) ：
(一) 擴大設備汰換及智慧用電補助：推動補助汰換老舊低效率冰水主機及
接風管冷氣機，以系統效率面進行改善，除汰換低效率之設備外，若
能導入變頻及最佳化運轉控制，將可大幅增加節能成效。另依據四省
計畫統計結果顯示，全市學校及機關單位照明燈具設備比例約占 7 成
仍使用 T5 燈具；而服務業部分因行業別營業上需求多使用較耗能之
筒燈、嵌燈、大型招牌燈以及電冰箱；另本市小型服務業(契約容量小
於 51KW 以下)佔多數，亦有設置小型能源管理系統之需求，故本計
畫擴大補助汰換品項類別，以達成降低本市用電量之目標。
(二) 住宅家電補助：依據本市用電類別占比(不含工業部門)，住宅部門用
電量為最高，考量住宅中仍有許多低效率高能耗家電設備，故本市將
規劃針對一般民眾住宅高耗能家電設備汰舊換新補助，補助品項為冷
暖氣機、電冰箱，促使民眾即可選購具有低能耗高效率之家電，從生
活中即可達到節能省電目的及宣傳效益。
四、本市將全力推動各項措施，鼓勵相關單位申請汰換前開老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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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計畫(擴大補助措施)
臺中市經104年度起執行智慧節電成果，探究主因係臺中市自104年起
連續2年商業登記率均為全國第一，經濟商業蓬勃發展，相對推動節電更
屬艱鉅任務，依實際用電度數研討，104年度服務業相較於103年度同期出
現 大 幅 用 電 正 成 長 (-41,993,871 度 ) ， 把 住 宅 (16,414,565 度 ) 及 機 關
(4,272,911度)之產生的節能效益完全抵銷，為持續推動節電措施發展低碳
城市的願景，有必要針對服務業類別進行更進一步地用電行為分析對症
下藥加強節電力度投注資源，以克盡其功。
再者，若針對臺中市服務業其中類別分析，服務業部門的能源消費也
逐年攀升，其中舊式空調用電量占服務業總用電量的40~50%，800kW以
上用戶比103年度同期佔了5%的用電成長，小於800kW以下用戶就佔了
88%的用電成長，表燈營業用戶則多了7%成長，由數據資料可以明顯看
出臺中市轄區500kW以上服務業用戶用電量，佔服務業整體用電量一半，
在用電管理上仍有許多待努力改善的空間，作為有效節電舉措因應改善
之參考。
一、 承諾節電目標
(一) 105 年、106 年、107 年度全市用電量(不含農林漁牧及工業部門，各類
用電如下表一所示)
(二) 3 年全期計畫承諾節電目標百分比(B)：約 2 %。
表一：近三年本市用電量
C.機關用電
(機關+包燈+學校)

合計(A+B+C)

105 年度 5,562,941,567 5,345,021,945

831,433,972

11,739,397,484

106 年度 5,531,918,995 5,522,293,525

746,832,662

11,801,045,182

107 年度 5,827,371,208 5,671,288,458

735,925,126

12,234,584,792

A.住宅部門 B.服務業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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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擴大補助措施第一期係針對住宅補助汰換冷暖氣機與電冰箱，另對於
機關、學校、服務業擴大補助冰水主機、接風管空氣調節機、T5、筒燈、
崁燈、招牌燈之燈具及 800 公升以下之電冰箱等予以補助，第二期將
持續辦理前開項目之補助，以降低機關、學校、服務業及住宅部門之用
電量。
表二：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含擴大補助)預計完成數
期別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全程

無風管冷氣 (kW)

9,818

9,818

9,818

29,454

老舊辦公室照明(盞)

58,667

58,667

58,667

176,001

室內停車場智慧照
明

5,000

5,000

5,000

15,000

51kW 以下能源管理
系統(套)

-

80

80

160

51KW 已上至 800kW
以下能源管理系統
(套)

3

3

3

9

800KW 以上能源管
理系統(套)

5

5

5

15

(接)風管空氣調節機
(kW)

2,000

11,080

11,080

24,160

5,000

5,000

6,250

6,250

18,288.4

18,288.4

40,338.92

50

1,000

1,000

2,050

冷暖氣機(台)

29,000

18,000

18,000

65,000

電冰箱(台)

14,500

10,000

10,000

34,500

T5、崁燈、筒燈(盞)
T8/T9/T5 招牌燈(盞)

8,000

空調系統冰水主機
3,762.12
(kW)
電冰箱(台)

30,500

二、 擴大補助措施(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擴大補助、臺中市住宅家電補助)：
(一) 擴大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品項：
1. 我國於 90 年公告實施「空調系統冰水主機能源效率標準」，提出空調
2

之冰水主機之效率標準建議。另於 102 年內政部會銜經濟部公告「新
建建築物節約能源設計標準」
，規範中央空調系統主機設計容量，新建
建築物需符合設計標準，因此參考國際上對於設備效率提升做法，引導
產業改善項目，落實節能政策推動，故將針對冰水主機補助。
2. 目前僅針對機關、服務業、學校補助無風管冷氣機汰換，惟本市用電大
戶多為接風管冷氣機，依先前描述，商業登記、營利事業及商業登記家
數合計逾四十萬家，具有大量潛在接風管冷氣機汰換需求，故將針對接
風管冷氣機補助。
3. 配合四省計畫規劃於 109 年本市機關學校單位將全數汰換照明設備為
LED 燈具，依據 107 年度統計資料，機關學校仍有 T8 燈具約 11 萬盞，
T5 燈具約 32 萬盞；另外，經輔導發現服務業照明設備除日光燈外，因
行業別之營業廣告或賣場陳列需求，有許多使用筒燈與嵌燈及
T8/T9/T5 招牌燈等；而服務業部分則再新增容量 800 公升以下之電冰
箱汰換補助，故本市將結合 107 年~109 年縣市共推節電行動計畫推動，
擴大汰換補助燈具品項，加強宣傳學校機關及服務業積極申請，落實全
市節能與智慧用電目的。
4. 能源管理系統目前針對中大型以上服務業進行補助，惟本市小型服務
業佔多數，於第一期補助期間，已有許多小型服務業業者詢問有無補助
設置能源管理系統，爰規劃第二期新增契約容量 51KW 以下能源管理
系統補助。
(二) 臺中市家電補助計畫：
臺中市 107 年設籍人口達 280.1 萬人，為臺灣人口排名第二的城
市，鄰里數 625 個、登記戶數共 971,054 戶。考量住宅部門用電量為本
市第二高，且登記之戶數近一百萬戶，應仍具有龐大節電潛力，因此，
本計畫擬擴大補助對象及範圍，將一般住宅納入補助對象之一，針對家
中冷暖氣機和電冰箱等較耗能之家電產品納入補助汰換品項中，並配
合環保署廢四機回收政策配套辦理，期能透過汰換老舊設備，提昇能源
使用效率及降低全市用電量，落實全民節電達成節能減碳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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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項措施補助項目經費用罄時，依民眾申請狀況優先勻支節電成本高
之品項經費辦理補助，如仍有不足，將向經濟部變更計畫核定後憑辦。
三、 擴大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品項補助措施規劃：
推動補助本市內合法之營業登記之服務業、機關及學校，落實節能減
碳，透過節能設備改善補助，汰換老舊低效率空調系統冰水主機或接風管
冷氣機，以系統效率面進行改善，除汰換低效率之設備外，若能導入變頻
及最佳化運轉控制，將可大幅增加節能成效。以提昇達成降低建築物用電
與節能減碳之目的。
另根據 107 年度補助執行情形，經由現場完工查核輔導及說明會宣傳
推廣發現，本市轄下服務業因賣場類型、商品展示陳列等營業需求，照明
設備多採用筒燈或嵌燈，另外服務業商家所刊登架設之 T8/T9/T5 招牌燈
亦為具有改善空間之 T8/T9/T5 燈具品項；而機關學校自民國 100 年起持
續配合四省計畫實施推動，逐年編列預算陸續汰換 T8、T9 傳統老舊耗能
燈具，目前多數單位已採用 T5 燈具，仍是有更換成 LED 燈具之需求。
另一方面則因服務業行業別營業需求，除空調及照明外，還有電冰箱屬高
耗能設備，新增老舊電冰箱汰換補助，並針對契約容量 51KW 以下能源
管理系統補助，提升能源設備使用效率，以降低整體用電量。
有鑑於此，在因地制宜部分規劃擴大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依據
相關補助對象之設備使用現況，擬定擴增冰水主機、接風管冷氣機、T5、
崁燈、筒燈、T8/T9/T5 廣告燈等類型之燈具以及服務業電冰箱、契約容
量 51KW 以下能源管理系統補助品項，不僅更能貼近申請單位汰換耗能
產品之實際需求，並提高申請意願。
(一) 補助資格：
本市轄內之服務業、機關與學校。
(二) 補助標準：
1. 冰水主機：符合經濟部公告「空調系統冰水主機能源效率標準」(中
華民國 90 年 9 月 12 日經能字第 09004619170 號)者。每冷凍噸補
助 5,000 元(每 kW 補助 1,421.6662 元)，且以設備購置金額 1/2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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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限。
2. 接風管冷氣機：符合經濟部能源局核准登錄之能源效率分級標示 1
級或 2 級且於補助期間仍有效之氣冷分離式或水冷式空調機之室
外機，搭配其系列型號室內機之新品。每 kW 補助新臺幣 2,500
元，且以汰換費用 1/2 為上限。
3. T5 燈具：符合經濟部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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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發光二極體平板燈具節能標章能源效率
基準與標示方法」
，且發光效率 100 lm/W 以上之燈具(組)。每具補
助 1/2 費用，且每盞以新臺幣 750 元為上限。
4. 崁燈、筒燈：發光效率應達 110lm/W 以上之崁燈、筒燈燈具(組)，
或符合經濟部公告「筒燈暨嵌燈節能標章能源效率基準與標示方
法」。每具補助 1/2 費用，且每盞以新臺幣 750 元為上限。
5. T8/T9/T5 招牌燈：符合發光效率 100lm/W 以上之照明燈具，每具
最補助 1/2 費用，且以新臺幣 200 元為上限。
6. 電冰箱：符合經濟部能源局公告之「電冰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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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級、2 級或具有
「節能標章」認證且於補助期間仍有效之產品。冰箱容量 800 公
升以下，每公升補助新臺幣 10 元為上限，每台不超過 3,000 元。
7. 契約容量 51KW 以下能源管理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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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KW 以下之申請案，
每套補助 1/2 導入費用，且以新臺幣 5 萬元為上限。
(三) 辦理方式：
T5、崁燈、筒燈、T8/T9/T5、電冰箱、契約容量 51KW 以下能源
管理系統將比照既有 108 年度臺中市住商節電補助計畫申請方式申請
者需透過臺中市住商節電補助申請平台(網址：https://www.tcsubsidy.tw)
進行線上申請。冰水主機及接風管冷氣機因設備變異性大，爰以紙本方
式送件，由專人個案審件。
(四) 預期成果與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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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項措施包括：
･ 冰水主機規劃補助 52 台，每台設備總容量以 100 冷凍噸計，每
冷凍噸補助 5,000 元，總計補助經費需 2,600 萬元。
･ 接風管冷氣機規劃補助 11,080KW，總計補助經費需 2,770 萬元。
･ T5、嵌燈、筒燈汰換，此補助品項初估規劃總補助經費約 375 萬
元(本項所規劃之補助經費可互相流用)，假設平均每具約補助
750 元，則約可補助 5,000 盞燈具。
･ T8/T9/T5 招牌燈汰換，此補助品項初估規劃總補助經費 125 萬
元(本項所規劃之補助經費可互相流用)，假設平均每具約補助
200 元，則約可補助 6,250 盞燈具。
･ 容量 800 公升以下之電冰箱規劃補助經費 300 萬元，假設平均
每台補助 3,000 元，約可補助 1,000 台。
･ 契約容量 51KW 以下能源管理系統規劃補助經費 400 萬元，假
設平均每套補助 50,000 元，約可補助 80 套。
2. 預期整體節電效益部分，空調系統冰水主機汰換 5,200 冷凍噸，相
當於 18,288.4KW，每 KW 每年節省 154 度，預計每年約可節電
2,816,414 度電；接風管冷氣機預估 1KW 節電量可達 311.25 度電，
補助 11,080KW，預計每年約可節電 3,448,650 度電；T5、嵌燈、
筒燈、T8/T9/T5 招牌燈每具每年可省約 84 度電，補助汰換合計
11,250 盞，預計每年可節電 945,000 度；電冰箱汰換後每年可省電
約 526 度，補助 1,000 台，共可節省 52,6000 度電；契約容量 51KW
以下能源管理系統，每套每年可省約 5,280 度電，補助汰換合計 80
套，預計每年可節電 422,400 度。
四、 臺中市家電補助計畫補助措施規劃：
潛在補助數量：依據設籍臺中市的 97 萬戶統計資料，假設其中具有
設備汰換之需求比例約 5%，若以每戶以汰換一臺設備為單位，預估可能
具有汰換需求數量為 48,552 臺。
(一) 補助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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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機地點及用電種類為臺中市轄內表燈非營業之一般民眾住家。
(二) 補助標準：
1. 冷暖氣機：符合經濟部能源局公告之「冷暖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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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級能
源效率或具有「節能標章」認證，且於補助期間仍有效之產品。額
定總冷氣能力每 kW 補助新臺幣 1,000 元為上限，且每台不超過
3,000 元，本項措施得回溯自 107 年 12 月 7 日實施。
2. 電冰箱：符合經濟部能源局公告之「電冰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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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級能源效率或
具有「節能標章」認證，且於補助期間仍有效之產品。冰箱容量每
公升補助新臺幣 10 元為上限，且每台不超過 3,000 元，本項措施
得回溯自 107 年 12 月 7 日實施。
(三) 申請流程如下：
1. 民眾提供廢四機回收聯單、發票、汰換前後相片及新機規格（如冰
箱公升）相片、電費單、申請書等文件，寄送本府公告之辦公室地
點，審件通過後辦理撥款。
2. 申請之相關佐證文件資料，可採郵寄或於上班時間親送至「臺中市
政府經濟發展局公用事業科」(地址：40701 臺中市西屯區台灣大
道三段 99 號惠中樓 5 樓)，以郵寄方式寄送者，請於信封註明「108
年度臺中市住宅家電節電補助」
，申請日期以郵戳為憑。
(四) 預期成果與效益：：
本市住宅家電補助總經費規劃約 8,400 萬元(本項所規劃之補助經
費可互相流用)，預期整體節電效益部分，依能源局提供之節電產品節
能資料推估表數據，冷暖氣機每年可省電約 670 度/臺；電冰箱每年可
省電約 526 度/臺。依照節電效率最佳化，假設規劃補助冷暖氣機 18,000
臺、電冰箱 10,000 臺；依據前述規劃汰換補助量初估冷暖氣機汰換可
節電 12,060,000 度，電冰箱可節電 5,260,000 度。
五、 0800 免付費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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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07 年 6 月 15 日完成專線設置(0800-585-058)，配合平日各上班
日於上午 9:00~12:00 及下午 13:00~18:00 每日八小時之服務；安排專人
負責專線之應答解說服務，諮詢內容包含住商節電補助辦法講解、線上申
請平台操作諮詢、節電相關活動詢問等服務，便於民眾參與市府推動節電
補助計畫補助申請疑問之即時性回應。
六、 申請方式說明
申請方式依補助類別可分為透過「臺中市住商節電補助申請平台」或
紙本送件，說明如下：
(一) 透過「臺中市住商節電補助申請平台」進行線上申請：機關、學校、服
務業購買 T5、崁燈、筒燈、T8/T9/招牌燈具及服務業購買電冰箱者，
藉由該平台線上申請補助作業，申請程序如下：
1. 申請文件線上審查：申請案件依線上申請完成送出之先後順序，由
工作小組進行審核，檢視申請文件有無缺漏，且是否符合補助對象
申請資格。上傳申請文件未齊全及線上填寫不合規定者，即予退件，
退件後須重新提出申請，俟工作小組審核通過後，再重新給予核定
編號。申請畫面如圖一所示。

8

圖一：申請文件線上審查畫面
2. 完工驗收相關表單審查：申請核可通過後，由平台系統以 E-mail 寄發
核可通知，申請單位需於接獲核可通知後 40 日內完成節能設備改善
施作，若申請單位因故無法於 40 日內完工，得線上申請展延一次為
原則，展延期間以 40 日為限。若因特殊情況仍無法於期限內完工，
應於 80 日期限屆滿前，正式發文申請展延，展延期限依核定為準。
申請單位於完工後需上網填寫及上傳完工相片、表單等相關資料，申
請完工審核。由工作小組進行審查。完工驗收表單主要包含完工後之
現場相片(同一拍攝角度之遠照及近照)、統一發票憑證影本、以申請
單位為戶名之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和補助款領據及切結書等。執行
畫面如圖二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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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完工驗收文件線上審查畫面
3. 補助核可後之異動作業申請方式：若補助案件申請通過審核後，因故
需調整汰換內容，須請申請單位提出異動聲明書並傳真至住商節電補
助工作審核小組。異動聲明書內容需包含：主旨【含 107 年/108 年臺
中市住商節電補助計畫及案件編號】、說明【敘明異動原因，跟異動
前後之欲汰換新設備廠牌、型號、數量、金額對照】、此致對象為臺
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並需加蓋大小章及註明日期。異動聲明書審核
通過者將退回至平台重新申請設備汰換品項，修正平台內容與實際汰
換情況相符後重新送件申請。
4. 核銷及撥款作業：前述完工審查上傳表單及改善內容經工作小組審查
通過並發文送機關審核無誤，於網站上公告核准節電補助名單，且以
匯款方式撥付補助款項，所有核銷文件(含補助款切結書正本)審查後
留存臺中市經濟發展局歸檔。
(二) 紙本送件補助類型：冰水主機、接風管空氣調節機、住宅家電補助需請
申請者填寫表件後，送至臺中市經濟發展局指定辦理單位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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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預定工作進度與管考機制
有關預定工作進度表如下表三所示。

補助宣傳

2%

(%)

(%)
完成前置招標作
業、節能工作小組
會

第二期(108年10月1日至109年6月30日)

進度

推動項目

工作比重

表三：擴大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及住宅家電補助預定工作進度表
108年
3月

6月

累積查核
點
累計預定
進度

109年

9月 12月 3月

6月

9月 12月

*1
2%

查核點進
*1：完成招標作業及召開跨局處會議。
度說明

10%

累積查核
點
累計預定
進度

*2

*3

5%

10%

查核點進 *2：完成各項補助宣傳規劃。
度說明 *3：完成補助宣傳說明會活動至少10場。

補助汰換冰水主機

補助接風管空氣調
節機

15%

累積查核
點
累計預定
進度

*4
5%

*5

*6

10% 15%

*4：完成汰換5,000KW冰水主機。
查核點進
*5：累積完成汰換10,000KW冰水主機。
度說明
*6：累積完成汰換18,288.4KW冰水主機。
累積查核
點
累計預定
進度

15%

*7
5%

*8

*9

10% 15%

*7：完成汰換3,000KW接風管空氣調節機。
查核點進 *8：累積完成汰換7,000KW接風管空氣調節機。
度說明 *9：累積完成汰換11,080KW接風管空氣調節
機。

補助汰換T5、崁
燈、筒燈及

5%

累積查核
點

*10
11

*11

*12

T8/T9/T5招牌燈

累計預定
進度

2%

4%

5%

*10：完成汰換4,500盞照明燈具。
查核點進
*11：累計完成汰換9,000盞照明燈具。
度說明
*12：累計完成汰換11,250盞照明燈具。

補助汰換服務業電
冰箱

5%

補助契約容量
51KW以下能源管
理系統

2%

累積查核
點
累計預定
進度

*13

*14

*15

2%

4%

5%

*13：完成汰換400台電冰箱。
查核點進
*14：累計完成汰換800台電冰箱。
度說明
*15：累計完成汰換1,000台電冰箱。
累積查核
*16
點
累計預定
2%
進度
查核點進
*16：完成汰換80套能源管理系統。
度說明

補助汰換住宅電冰
箱

18%

補助汰換住宅冷
(暖)器機

20%

辦理補助核銷作業

8%

累積查核
點
累計預定
進度

*17

*18

*19

5%

10% 18%

*17：完成汰換3,000台電冰箱。
查核點進
*18：累計完成汰換6,000台電冰箱。
度說明
*19：累計完成汰換10,000台電冰箱。
累積查核
*20 *21 *22
點
累計預定
5% 10% 20%
進度
*20：完成汰換6,000台。
查核點進
*21：累計完成汰換12,000台。
度說明
*22：累計完成汰換18,000台。
累積查核
*23
點
累計預定
8%
進度
查核點進
*23：完成補助核銷作業。
度說明
12

合

計

100%

累計預定
進度(%)

2%

31%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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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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預期成果與效益
有關第二期擴大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及住宅家電預估比率表如表四所
示，工作預期效益如表五所示。
表四：擴大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及住宅家電預估比率表
擴大補助措施(14,970 萬元，不含行政作業費)
品項

補助金額分配比例
(%)

金額(元)

種類

冰水主機

17.4%

約 2,600 萬

冰水主機

汰換老舊冰水主
機

接風管冷
氣機

18.5%

約 2,770 萬

接風管冷氣機

汰換老舊接風管
冷氣機

2.5%

約 375 萬

0.8%

約 125 萬

小型能管
系統

2.7%

約 400 萬

電器

2%

約 300 萬

一般住宅
家電

56.1%

約 8,400 萬

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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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5 燈具
筒燈、嵌燈
T8/T9/T5 招牌
燈

節電作為

汰換老舊辦公室
燈具

51KW 以下能源
管理系統

裝設能源管理

800 公升以下
電冰箱
冷暖氣機、電
冰箱

汰換服務業高耗
能電器產品
汰換一般住宅
耗能家電

系統

表五：第二期計畫節電工作預期效益
工作

節電措施

對象及推動作法

預期效益

擴 大 擴 大 設 備 汰換冰水主機
補助 汰換與智
措施 慧 用 電 補
助
汰換接風管冷氣
機

預估節省
2,816,414 度
電。
預估節省
3,448,650 度
電。

汰換燈具
預估節省
汰換既有 T5、嵌 945,000 度
燈 、 筒 燈 、 電。
T8/T9/T5 招牌燈
者，其符合發光
效率 100lm/W 以
上之照明燈具。
補助 51kW 以下 預估節省
能源管理系統
422,400 度
電。
服務業電冰箱
預估節省
汰換服務業高耗 526,000 度
能電冰箱，其應 電。
符合經經濟部能
源局核准登錄之
能源效率分級標
示 1 級或 2 級，
或通過節能標章
認證之產品。
臺 中 市 住 臺中市轄內一般 預估節省
宅 家 電 汰 民眾住家之冷暖 17,320,000 度
換補助
氣機、電冰箱，其 電。
應符合經經濟部
能源局核准登錄
之能源效率分級
標示 1 級或 2 級，
或通過節能標章
認證之產品。

定量預期節電量總計

25,478,464
度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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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如節電量評估方式)
1. 26,000,000/5,000=5,200，可汰換約計 5,200 冷
凍噸，每噸為 3.517KW，總計 18,288.4KW。
2. 推估節電量計算如下：每 KW 每年節省 154
度，預計每年約可節電 2,816,414 度電。
1. 27,700,000/2,500=11,080，可汰換約計 11,080
KW。
2. 推估節電量計算如下：1KW 節電量可達
311.25 度電，補助 11,080KW，預計每年約可
節電 3,448,650 度電。
1. T5、嵌燈、筒燈規劃總補助經費約 3,750,000
元，每具約補助 750 元，則約可補助 5,000
盞燈具。
2. T8/T9/T5 招 牌 燈 規 劃 總 補 助 經 費 約
1,250,000 元，每具約補助 200 元，則約可補
助 6,250 盞燈具。
3. 推估節電量計算如下：11,250 盞*84 度/盞
=945,000 度。
每套每年可省約 5,280 度電，補助汰換合計 80
套，預計每年可節電 422,400 度
1. 3,000,000/3,000=1,000，可汰換約計 1,000 台
老舊電冰箱。
2. 電冰箱汰換後每年可省電約 526 度，補助
1,000 台，共可節省 526,000 度電

1. 本計畫假設預計汰換冷暖氣機 18,000 臺、
電冰箱 10,000 臺，共計補助 28,000 臺。
2. 冷暖氣機每單位年節電量為 670 度，推估節
電量計算如下：18,000 (臺)*670(度/年)=
12,060,000 (度/年)。
3. 電冰箱每單位年節電量為 526 度，推估節電
量計算如下：10,000 (臺)*526(度/年)=
5,260,000 (度/年)。
4. 家電補助汰換估計總節電量：
12,060,000+5,260,000= 17,320,000 度。

九、 計畫經費
(一) 人事費明細
有關人事費明細如表五所示。
表六、人事費明細表
單位：（仟元）
項目
薪水

加班

機關人力

-

20

約聘雇員

-

-

-

合

-

20

-

人力

計

備註(計算依據)

辦理該項業務同仁加班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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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常支出中人事費以外各項費用
有關經常支出中人事費以外各項費用如表六所示。
表七：除人事費外之其他經常支出費用表
工
作

擴
大
補
助
措
施

預算數（仟元）
節電措施

用途、說明及計算方式

全程經費

1. 冰水主機規劃補助 52 台，每台設
備總容量以 100 冷凍噸計，每冷凍
噸 補 助 5,000 元 ( 每 kW 補 助
1,421.6662 元)，總計補助經費需
2,600 萬元。
2. 接 風 管 冷 氣 機 規 劃 補 助
11,080KW，每 KW 補助 2,500 元，
總計補助經費需 2,770 萬元。
3. 汰換 T5、崁燈、筒燈規劃補助 5,000
擴 大 設 備 汰 盞，每盞補助 750 元，總計補助經
140,648.094
換 與 智 慧 用 費需 375 萬元。
電補助
4. 汰換 T8/T9/T5 招牌 燈規劃補助
6,250 盞，每盞補助 200 元，總計
補助經費需 125 萬元。
5. 契約容量 51KW 以下能源管理系
統規劃補助 80 套，每套補助 50,000
元，總計補助經費需 400 萬元。
6. 汰換服務業 800 公升以下電冰箱
1,000 台，每台補助 3,000 元，約需
300 萬元。
7. 合計總計 6,570 萬元。
1. 汰換冷暖氣機 18,000 台，每台補
助 3,000 元，約需 5,400 萬元。
臺中市住宅
2. 汰換電冰箱 10,000 台，每台補助 298,500
家電補助
3,000 元，需 3,000 萬元。
3. 本項計畫總計約 8,400 萬元。
1. 運用多媒體、推廣宣傳並進行設備
汰換之說明等相關活動。
2. 設備汰換之相關輔導申報作業及
設備汰換行
44,766.532
審查、稽核作業等相關事宜。
政作業費
3. 匯款予民眾帳戶手續費支應。
4. 行政作業費內含進用 4 名約用人
員人事費用及相關人員加班費。

本期經費

自籌款

其他機
關補助

65,700

0

0

84,000

0

0

14,908.844

0

0

483,914.626 164,608.844

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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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1.本項措施補助項目經費用罄時，依民眾申請狀況優先勻支節電成本
高之品項經費辦理補助，如仍有不足，將向經濟部變更計畫核定後憑辦。
2. 擴大補助措施第一期經費：164,608.844 (仟元)+人事費 20(仟元)=
164,628.844 (仟元)；全程 483,914.626 (仟元)+人事費 20(仟元)= 483,934.626
(仟元)
(三) 其他經費來源：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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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參考文獻與資料來源
(一) 經濟部能源局網站
(http://www.moeaboe.gov.tw/ECW/populace/home/Home.aspx)。
(二) Energypark 節約能源園區
(https://www.energypark.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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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oea.gov.tw/MNS/dos/home/Home.aspx)。
(七) 中央氣象局網站
(http://www.cwb.gov.tw/V7/index.htm)。
(八)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網站
(http://www.economic.taichung.gov.tw/)。
(九)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網站
(http://www.udvision.taichung.gov.tw/)。
(十)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網站
(https://www.tc.edu.tw/school/list)。
(十一) 臺中市政府停車管理處網站
(http://tcparking.taichung.gov.tw/Parking/pages/FirstPage.aspx)。
(十二) 科學月刊
(http://scimonth.blogspot.tw/2014/03/blog-post_6415.html)。
(十三)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網站
(http://www.gcaa.org.tw/index.php)。
19

(十四) 2015 年 09 月能源報導－封面故事三
(http://energymonthly.tier.org.tw/outdatecontent.asp?ReportIssue=201509&
Page=21)。
(十五) 中華經濟研究院
(http://www.cier.edu.tw/sp.asp?ctNode=46&tp=EP0165&xdurl=publish/we
b/publish_content.asp)。
(十六) 節能標章
(http://www.energylabel.org.tw/applying/efficiency/upt.aspx?Cid=59)。
(十七) 能源管理系統(http://scimonth.blogspot.tw/2014/03/blogpost_6415.html)。
(十八) 全國建築管理資訊系統入口網(http://cpabm.cpami.gov.tw/index.jsp)。
(十九) 智慧照明
(http://www.lighting.philips.com.tw/systems/packaged-offerings/officeand-industry/green-warehouse/lighting-on-demand)。
(二十) 大紀元(http://www.epochtimes.com/b5/13/9/27/n3973558.htm)。
(二十一) 臺中市節電藍圖報告。
(二十二) 臺中市智慧節電輔導與改善計畫委託專業服務案期末成果實錄。
(二十三) 臺中市社區與產業節電輔導改善計畫委託專業服務案期末成果實錄。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