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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全程暨第一期計畫書
評審意見回覆表
※計畫名稱：臺東縣政府 「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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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小組委 1. 建議加強說明計畫各期節電目標之計算方式，如當
員審查共通
年度節電效益及各年度累計節電效益。
性意見
2. 建議加強與在地志工之合作體系，分享推動經驗並
規劃延續性推動做法，結合志工資源共推節電。
3. 建議能源局定期與縣市團隊討論執行進度，並提供
必要之諮詢服務，協助及強化縣市能源治理能力建
構，並營造在地節電氛圍。
4. 各期計畫經費得由經濟部依各年度立法院審議通過
之預算額度統一核配。
5. 能源局已於 106.10.18 訂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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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1.01
訂定「室內停車場智慧燈具節能標章能源效率基準
與標示方法」
，建議縣市做為照明燈具補助標準之依
據。
6. 因地制宜項目辦理住宅部門家電補助者，建議應要
求補助產品之能源效率標準，如符合能源效率一、
二級或節能標章之產品，且冷氣機、冰箱、電視機
及洗衣機等家電，每臺補助以不逾新臺幣 2,000 元
為原則，另屬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應回收廢棄
物回收處理業管理辦法」中之廢電視機、廢洗衣機、
廢電冰箱及廢冷、暖氣機（簡稱廢四機）
，應依規定
辦理回收作業。
7. 建議加強無風管空氣調節機之管考及回收機制，確
認達成汰舊換新之目的。
1.節電目標 1. 承諾節電目標應作具體說明。
2. 應訂立年度節電目標，俾利了解目標達成率。

2.節電基礎 1.
工作
2.

3.
4.
5.
6.

7.

稽查輔導未估算節電效益。
依據能源局委辦計畫估算每家次宣導稽查費用約
300 元左右，而本計畫編列每家稽查費用以 3000 元
計算，請說明其合理性。
p.9 和 p.3 診斷輔導家數不一樣，請再確認。(10 家
或 20 家)
在地能源使用情形研究費用及做法合理性？
人力佈建與相關規劃皆不足。
依計畫規劃老舊辦公室照明費用第 1 期經費約需
854 萬元，然針對其內佔全國較多之教堂、寺廟等
僅提供 458 萬元，其是否合理，請評估。
應設立輔導及追蹤機制以利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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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已修正計畫各期節電目標
之計算方式(如 P2)。
2. 本計畫在節電志工組織合
作的部分 已規劃與在地
NGO 團 體 合 作 ( 如 P3 、
P11)。
3. 各期計畫經費得由經濟部
依各年度立法院審議通過
之預算額度統一核配。
4. 已修正計畫，參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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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停車場智慧燈
具節能標章能源效率基準
與標示方法」做為照明燈
具補助標準之依據(如
P13)。
5. 已修正計畫加強無風管空
氣調節機之管考及回收機
制(如 P13)。

1. 修正承諾節電目標，並增
加具體說明(如 P2)。
2. 調 整 訂 立 年 度 節 電 目 標
(如 P2)。
1. 已修正稽查輔導節電效益
(如 P21)
2. 已調整宣導稽查費用降為
2000 元，宣導稽查費用較
高原因為臺東縣地理位置
特殊，服務業分布較廣，
進行宣導稽查之成本較高
(如 P25)。
3. 已修正確認診斷輔導家數
(如 P3 及 P9)。
4. 已修正在地能源使用情形
研究費用及做法合理性
(如 P25)。

項次

審

3.設備汰換 1.
與智慧用電 2.

3.
4.
5.
6.

4.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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汰換標準規劃不足。
對於無風管空氣調節機之回收，如屬一般冷氣機
(屬應回收廢棄物者)，依現行環保署回收處理機制，
民眾僅有回收聯單，尚無拆解處理證明文件，請再
確認。
請修正計畫書表 3.6，預計完成數(無風管冷氣
(kw))。
請修正計劃書表 8 工作預期效益備註欄之無風管
冷氣補助設備不得為冰水主機。
各項補助應有明確標準，建議修改。
應強化查核機制。

1. 只有補助+宣導，甚至沒針對住宅，太過薄弱，應大
幅修正。
2. 部落集會、寺廟、教會之照明補助措施，目前規劃
之補助標準，其補助設備並不要求應採節能標章之
設備，請補充說明其原因。
3. 公有 124 個部落集會所，每個集會所以補助 4 萬為
額度，一所申請總機額 600 萬元，可補助 150 個部
落集會所 26X4=104 萬的預定使用於何處?
4. 共有寺廟教會共有 503 處，以每處 5 萬為補助，每
年 60 處，三年只有 180 處，以總額 900 萬，也僅
能補助 180 處僅補助約 1/3，如何審查呢?為何集會
所全額補助，寺廟、教會只補助 1/3?
5. 第一年的寺廟及宗教會址，文中寫補助 258 萬，但
預算為 300 萬，請釐清兩者差異?

5.其它須修 1.
正事項
2.
3.
4.
5.

P.3 與 P.11 之節電志工組織合作對於居家診斷服務，
請釐清為 100 戶或 140 戶。
P.16 請確認節電稽查輔導之完成節能診斷輔導至
少 20 家次，而非 10 家次。
P.17、P19 合計累計預定進度 9 月份達成率應為
75%，而非 73%。
P.18 請說明收件與完成之差異。
P.18 工作比重與每季之累計預定進度比例並無關
聯性，如工作比重 20%則 12 月累計預定進度亦應
ii

5. 已修正人力組織規劃(如
P11)
6. 已修正第 1 期補助老舊辦
公室照明費用總額(如
P26)
7. 已 修 正 輔 導 及 追 蹤 機 制
(如 P11)。
1. 已 修 正 汰 換 標 準 ( 如
P13)。
2. 已修正無風管空氣調節機
之回收方式(如 P13)。
3. 已修正計畫書表 3、5，預
計完成數(無風管冷氣
(kw)) (如 P8、19)。
4. 已修正計劃書表 7 工作
預期效益備註欄之無風
管冷氣補助設備不得為
冰水主機(如 P21)。
5. 已修正訂立補助明確標
準(如 P13)。
6. 已修正強化查核機制(如
P13)。
1. 挑選集會所、教會、寺廟
作為示範，補助其更換燈
具，藉此影響居民自主更
換燈具。
2. 已修正補助設備之標準
(如 P16)。
3. 補助集會所之部分，是以
集會所的實際汰換狀況
來提供補助，為方便計
算，依據部分集會所之現
況，暫估 4 萬做為計算效
益之基準，實際補助費用
仍以實際申請為準
4. 該補助將以地理位置、使
用頻率、影響人次等條件
作為補助審查標準。
5. 已修正補助經費額度(如
P9)。
1. 已修正節電志工組織合作
對於居家診斷服務戶數
(如 P.3、9)。
2. 已修正確認節電稽查輔
導之完成節能診斷輔導
為 10 家次(如 P.3、11)。
3. 已修正合計累計預定進
度 9 月份達成率應為
75%(如 P.17、19)。

項次

審

查

意

見

回覆意見及應改善事項

為 20%，請確認。
6. P.19 工作比重與每季之累計預定進度比例並無關
聯性，如工作比重 40%則 12 月累計預定進度亦應
為 40%，請確認。
7. P.20 節電基礎工作之預期效益完成節能診斷輔導
為 10 家次，與計畫書 P.3 之 20 家次不相符。
8. P.20 節約能源教育與推廣之預期效益其中一項為
完成 1 場次實體宣導活動，與 P.12 所描述 2 場不
相符。
9. P.23~24 經費或數字請加上千分位數符號。
10. P.24 一般事務費 1 式 40 仟元，但第一期僅編列 38
仟元，請確認。
11. P.24 設備汰換與因地制宜合計之第一期經費與 P.6
所列不符，總計 A+B+C 亦請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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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受件為符合補助之對
象提出申請時送出文件
但未完成改善程序，完成
則為符合補助之對象實
際完成改善並將成果提
送至審查單位核撥經費
完成。
5. 已修正工作比重與每季
之累計預定進度比例並
無關聯性(如 P.18)。
6. 已修正工作比重與每季
之累計預定進度比例並
無關聯性(如 P.19)。
7. 已修正節電基礎工作之
預期效益完成節能診斷
輔導家次(如 P.21)。
8. 已修正節約能源教育與
推廣之預期效益為完成 1
場次實體宣導活動(如
P.21)。
9. 已增加經費或數字請加
上千分位數符號(如 P.23、
24)。
10. 已修正一般事務費編列
費用，請確認(如 P.24)。
11. 已修正設備汰換與因地
制宜合計之第一期經費
(如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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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期 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至 108 年 6 月 30 日止，計 18 個月
程
量化目標：以 3 年減少 770 萬度(105 年度售電量 1%)為目標
質化目標：鼓勵所轄機關、學校、服務業、家庭及跨部門落實節電
措施，落實節約能源，達成節電目標。
承諾
節電目標 第一期：預計節電 1,130,000 度
第二期：預計累計節電 5,500,000 度

第三期：預計累計節電 7,700,000 度
工作項目

第1期

全程
18,000(仟元)

節電基礎工作
申請經費
設備汰換及智慧用電
額度

46,838(仟元)

單位:仟元 因地制宜

9,156.382(仟元)
73,994.382(仟元)

總計
其他經費 □自籌款，金額
□其他機關補助，機關名稱
來源

6,000(仟元)
15,456.540 (仟元)
(15,166.308)
3,021.606(仟元)
24,478.146 (仟元)
(24,187.914)

(仟元)
，金額

(仟元)

計畫內容摘要：(至多以一頁為原則)
本計畫推動，在基礎節電部分，將結合臺東縣獨特的在地文化，持續推動
節電能量，並宣導節能減碳之重要性，查核能源指定用戶並推廣節能觀念，辦
理各項節電競賽及推廣活動，形塑節約能源環境氛圍，並與 NGO 團體、社區、
部落及學校結合推廣能源教育，持續鼓勵所轄機關、學校、服務業、家庭及跨
部門落實節電措施，落實節約能源。
此外也將透過補助設備汰換，如無風管空氣調節機、老舊辦公室照明燈具、
室內停車場智慧照明、能源管理系統等，及針對更換部落聚會所戶外照明燈具、
及寺廟教會(堂)照明燈具等，來實質達成降低用電之效果。同時引領全縣縣民
翻轉用電行為，達成節電目標。

iv

承辦局處 財政及經濟發展處
姓名 甘婕妤
聯絡人

職稱 約用人員 Email D8008@taitung.gov.tw

電話 089-330727 傳真 089318207
地址 臺東縣臺東市中山路 276 號

申請縣市：(機關用印)

手機 0926-015838

負責人：(縣市首長蓋章)

中華民國 107 年 10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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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全程計畫
一、 背景說明
本縣近年電燈及電力用電情況統計如圖 1 所示，民國 100 年電燈用量為
481,256,072 度，往後逐年漸增，至民國 105 年用量為 537,099,824 度，成長率
為 11.6%。而在電力方面，民國 100 年用電量為 371,830,132 度，民國 101 年用
電負成長降為 360,884,082 度，後又逐年增長至民國 105 年 404,395,407 度，成
長率為 12.1%。
此外根據台電公司網站統計 104 年 1 月到 104 年 12 月住宅/服務業/機關等
部門售電量資料顯示，本縣住宅部門用電量占 47.2%、服務業部門占 35.2%、
機關學校占 13.2%；統計 105 年 1 月到 105 年 12 月住宅/服務業/機關等部門售
電量資料顯示，本縣住宅部門用電量占 47.3%、服務業部門占 35.8%、機關學
校占 12.9%；104 年 1 月到 105 年 3 月，本縣住宅部門用電量比例略為上升
0.1%、服務業部門上升 0.6%較高、機關學校則稍微下降 0.3%，顯見本縣住宅
用電依舊為大宗，服務業則為推動重點，該部分也是本縣未來推動節能省電最
重要的一個區塊。
本縣過去節電措施推動方式，包括配合經濟部推動的自己的電自己省「智
慧節電計畫」
，及配合經濟部能源局規劃「夏月節電」縣市競賽活動，延續地方
政府推動節電能量，宣導節能減碳之重要性，並查核能源指定用戶並推廣結能
觀念，辦理各項節電競賽及推廣活動(如節電講習或高效率家電展售會)，形塑
節約能源環境氛圍，並與學校結合推廣能源教育，持續鼓勵所轄機關、學校、
服務業、農業、家庭及跨部門落實節電措施，落實節約能源等。期望能透過這
些節電措施，引領全縣民翻轉用電行為，達成節電目標。

資料來源 :台灣電力公司網站 http://www.taipower.com.tw/index.aspx

圖一、台東縣歷年用電量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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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目標
依據臺東縣的用電趨勢來看，臺東縣自 103 年至 105 年，每年的住宅/服務
業/機關/農林漁牧部門售電量皆為成長的趨勢，103 年較 102 年成長 4.24%，104
年較 103 年成長 2.42%，105 年較 104 年成長 2.32%，其中尤其以服務業部門
之用電量上升較多，住宅部門用電量則小幅上升，至於機關/農林漁牧部門之用
電量則為下降，由此可見，未來臺東縣節電行動仍應針對服務業部門及住宅部
門持續推動。
未來本計畫推動，將結合臺東縣獨特的在地文化，持續推動節電能量，並
宣導節能減碳之重要性，查核能源指定用戶並推廣節能觀念，辦理各項節電競
賽及推廣活動，形塑節約能源環境氛圍，並與 NGO 團體、社區、部落及學校結
合推廣能源教育，配合設備汰換工作，持續鼓勵所轄機關、學校、服務業、家
庭及跨部門落實節電措施，落實節約能源。在量化目標部分，將以 105 年度用
電量為基準，以 3 年減少 770 萬度(105 年度售電量 1%)，引領全縣縣民翻轉用
電行為。

(一) 掌握臺東縣經濟能源使用狀況，擬定能源轉型策略，精進節電措施，
建構節電氛圍。

(二) 提供節能診斷輔導作業，結合產官學節能減碳相關資源與能量，協助
本縣住宅部門、服務業部門用戶發掘節電潛能，落實節能減碳活動推
行，提升住宅、服務業節電效益。

(三) 結合非營利組織、環境友善團體、社區村里志工等，深入本縣住宅部
門、服務業部門辦理節電推廣活動，將能源轉型計劃成為社會運動。

(四) 配合本縣住宅與服務業用電特性，因地制宜提升用電效率推動節能推
廣活動。

(五) 利用網路及文宣等方式，有效持續擴大推廣節能減碳。
三、 計畫內容
(一) 節電基礎工作
1. 節電稽查輔導
(1) 推動緣由：20 類指定能源用戶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且一般商
業建築之空調設備及照明設備用電量皆較高，因此為提高節電宣
導效果並具宣導擴散效果，除針對 20 類指定用戶持續進行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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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外，也將針對本縣機關及服務業用電戶進行節能診斷輔導，
以促使能源合理有效使用，達成節電目標。
(2) 推動規劃：本工作項目為持續性項目，各期程皆將成立節能稽查
小組，針對 20 類指定能源用戶進行輔導，建議第 1、2、3 期每
期皆以輔導 150 家次，並邀請在地專家學者成立節能診斷輔導
團，每期皆進行節能診斷輔導 10 家次。

2. 在地能源使用情形研究：
(1) 推動緣由：推動執行節電政策的根本，應從瞭解地方能源使用習
慣與體質開始，因此將持續進行在地能源使用情形研究，依據研
究結果，針對能源消耗問題對症下藥。方能達到節約能源、提升
能源效率，降低整體用電量之目標。
(2) 推動規劃：本項工作將分為 3 期進行，第 1 期將從事縣市社經背
景、各部門用電資訊及結構進行調查分析，擬定各部門之節電策
略；第 2 期除將持續進行能源使用調查外，並納入再生能源發展
之調查進行分析，依據研究結果，訂定短中期能源轉型目標，並
邀集產官學節能減碳專家能源共同研議規劃轉型策略與推動措
施、及法規制度與組織籌劃等；第 3 期將依據除持續進行能源使
用調查外，並將依據各期調查結果，完成臺東縣推動能源轉型白
皮書，並逐步落實。

3. 專責組織與人力建置
(1) 推動緣由：為維運與強化節電推動體系，專責組織與人力的使用
與管理也相當重要，因此除管理單位外，也將委託專業團隊執行
本計畫，專辦推廣節電行動相關業務。
(2) 推動規劃：本工作項目為持續性項目，各期程皆由臺東縣政府統
籌、監督，委託專業團隊成立執行小組辦理。

4. 節電志工組織合作
(1) 推動緣由：推動全民節電政策，若僅依靠政府組織的推動其廣度
不夠，若能結合 NGO 團體、社區發展協會等民間組織共同合作，
透過分享增強專業知識、培訓能源診斷技能，培養「居家能源診
斷師」，並逐漸擴大至村里社區及一般民眾，即可產生民眾觀念
與行為改變的「漣漪效應」。
(2) 推動規劃：本工作項目將分為 3 期進行，第 1 期將建立「居家能
源診斷師」培訓制度，培訓 60 人次，並由結業後之「居家能源
診斷師」深入村里社區協助民眾居家診斷服務 120 戶，擴大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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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節電；第 2 期除將持續培訓「居家能源診斷師」60 人次、
居家診斷服務 120 戶等工作外，並將建立「居家能源診斷師」回
訓制度，以確保人員進行診斷服務之專業性，同時也將追蹤查核
接受診斷服務之民眾居家節能改善情形，並提供進一步的協助；
第 3 期除將持續培訓、回訓「居家能源診斷師」、居家診斷服務
120 戶等工作外，也將持續調查過去 2 期接受診斷服務之民眾居
家節能改善情形，以做為未來制度推廣與修正依據。

5. 公民參與
(1) 推動緣由：推動節電行動，擬定節電策略等皆與社會大眾之生活
息息相關，若可吸引公眾參與決策，獲得資訊或意見回饋，可協
助政府單位解決問題，以落實節電政策。
(2) 推動規劃：本工作項目將分為 3 期進行，第 1 期將建立提供民眾
節電資訊及節電政策之網站、互動平台為主，並將於網路互動平
台上，初步提供公民參與提供意見回饋之方式；第 2 期除將持續
提供網路等互動平台外，並將於互動平台上提供主題，邀請民眾
共同提供意見，以引導村里社區公民共同參與節電政策與行動；
第 3 期除將持續提供網路等互動平台外，並將辦理公民咖啡館，
擴大公民對話，營造政府與民間共同協力氛圍，完善臺東縣能源
轉型推動規劃。

6. 節約能源教育與推廣
(1) 推動緣由：透過各種教育宣導方式，依據廣告行銷成功的 5 大階
段「注意力(Attention)、刺激客戶興趣(interest)、對商品產生慾望
(Desire)、採取行動(Action)、消費滿足(Satisfaction)」，來推動節
約能源教育，以潛移默化民眾共同於生活中達到節約能源之目的。
(2) 推動規劃：工作項目為持續性項目，各期程將分別針對機關、學
校、服務業、一般民眾等進行如節能宣導課程、展覽、競賽活動
等方式來進行節能教育推廣，喚起民眾社區對節電議題之重視。

(二) 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及查核機制
1. 推動緣由：由於臺東縣社經、人口背景關係，臺東縣中大型之商業
用戶數量較少，因此臺東縣在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方面，將以
服務業電力用戶、表燈營業用戶及政府機關與學校為主要對象，目
前臺東縣商業登記共有 17,984 家數、學校有 243 家(包含幼兒園 117
家)，其中服務業(含批發零售業、住宿餐飲業等)約佔 80%，推估潛
在補助數量約有 13,00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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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推動規劃：本計畫將分為 3 期進行，在無風管空氣調節機補助方面，

第一期補助額度為 800.075 萬、第二期為 786 萬、第三期為 786.275
萬，將針對行政機關、旅館業、醫療業等分期進行推動；在服務業
老舊辦公室照明燈具補助方面，各期程補助額度分別為 584.1 萬、
565 萬、565 萬來進行，將以政府機關與學校、服務業電力用戶、表
燈營業用戶為主要對象；在室內停車場智慧照明補助方面，3 期皆
補助為 10 萬，將以集合式住宅、辦公大樓與服務業之室內停車場
為主要對象；在能源管理系統補助方面，將以機關、學校、旅館業、
醫療業等為主要對象進行推動，第一期將先針對目標對象進行能源
管理系統需求調查研究，並進行可行性分析評估，再依據分析評估
結果，於第二期、第三期提供補助額度 100 萬，協助可行對象申請
能源管理系統補助及建置。

(三) 因地制宜措施
1. 推動緣由：據公務統計，臺東縣原住民人口佔總比例約為 36%，為
全國比例最高之縣市，而臺東縣原住民經常使用之場所包括集會所、
部落關懷據點、原住民藝術社、教會(堂)等地，而寺廟一直都是臺
灣民間傳統信仰的中心，這些場所之用電需求量高，且使用人次多，
若於原住民常使用之場所施行更換燈具等節電措施，除可立即達到
省電省能之效之外，更可間接影響及教育在地原住民之使用行為。

2. 推動規劃：本計畫將分為 3 期分別補助集會所、部落關懷據點、原
住民藝術社、教會(堂) 或寺廟等原住民族部落經常聚會使用之場所
完成更換省電燈具之工作，在第 1 期時將全面調查臺東縣 124 個部
落所使用之集會所、282 個教會(堂)、219 個寺廟未更換省電燈具之
數量，並分 3 期提供部落、教會(堂)及寺廟申請補助以完成更換省
電燈具之工作。

四、 執行組織架構
本府前依行政院核定之「四省專案計畫」訂有「臺東縣政府暨所屬各機關
學校配合四省專案執行及成效管理計畫」，並成立本府節約能源推動小組。
本府節約能源推動小組由秘書長擔任召集人，財政及經濟發展處處長擔任
執行秘書，其餘成員由本府財政及經濟發展處(工商管理科)、教育處(學務管理
科)、行政處(庶務科)、計畫處、建設處、本縣環境保護局及本縣衛生局之副主
管及承辦人員(幹事)兼任；其中幹事主要負責小組行政、議事、計畫督導及彙
報等工作，另必要時得邀請省電、水或油之管理專家或學者擔任顧問。執行機
關則含括本府、所屬各機關及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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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台東縣節約能源推動小組組織圖

五、 計畫經費
表一 全程計畫經費表
科

目

節電基礎工作
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

分

配

需

求 ( 仟元 )

第1期

第2期

第3期

6,000

6,000

6,000

15,456.540

15,924.920

15,456.540
(15,166.308)

因地制宜措施

3,021.606

3,021.606

3,113.17

小 計

24,478.146

24,478.146

25,038.090

總計

73,994.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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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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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預期成果及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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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期

(107 年 1 月 1 日至 108 年 6 月 30

第3期

日)

1. 藉由整合各局處資源，持 1.
續推動本市各項節電工
作。
2. 邀請公民團體、專家學 2.
者，成立專家諮詢委員
會，協助擬定節電策略。
3. 提供節電措施輔導、廣宣
活動，間接帶動校園、住 3.
宅等節電成效，並建立良
好節電習慣。
節電基礎工作 4. 透過實地訪查服務業營
業場所，提供相關節電措 4.
施，輔導能源用戶進行改
善，擴散節能相關宣導成
效
5. 提供節電措施網路平台，
可間接帶動全民節電成 5.
效，並建立良好節電習
慣。

藉由整合各局處資源，持 1.
續推動本市各項節電工
作。
邀請公民團體、專家學 2.
者，依據擬定之節電策略
執行狀況進行檢討及修
訂。
提供節電措施輔導、廣宣 3.
活動等，帶動住宅節電成
效，建立居民良好節電習
慣。
透過實地訪查服務業營 4.
業場所，提供相關節電措
施，輔導能源用戶進行改
善，擴散節能相關宣導成
效
持續維護節電措施網路 5.
平台，運用網路平台間接
帶動全民節電成效，並建
立良好節電習慣。

藉由整合各局處資源，持
續推動本市各項節電工
作。
邀請公民團體、專家學
者，依據擬定之節電策略
執行狀況進行檢討及修
訂。
提供節電措施輔導、廣宣
活動，間接帶動住宅節電
成效，並建立良好節電習
慣。
透過實地訪查服務業營
業場所，提供相關節電措
施，輔導能源用戶進行改
善，擴散節能相關宣導成
效
持續維護並更新節電措
施網路平台，運用網路平
台間接帶動全民節電成
效，並建立良好節電習
慣。

1. 透過設備汰換，實質達成 1.
降低用電之效果。
設備汰換與智 2. 透過智慧用電，引導用戶 2.
慧用電
主動節約用電，降低尖峰
負載及用電量。

透過設備汰換，實質達成 1.
降低用電之效果。
透過智慧用電，引導用戶 2.
主動節約用電，降低尖峰
負載及用電量。

透過設備汰換，實質達成
降低用電之效果。
透過智慧用電，引導用戶
主動節約用電，降低尖峰
負載及用電量。

1. 透過在地特色集會點如 1.
集會所、寺廟及教堂等地
點之節電設備汰換，實質
因地制宜措施
達成降低用電之效果外，
並間接帶動全民節電成
效，並建立良好節電習慣

透過在地特色集會點如 1.
集會所、寺廟及教堂等地
點之節電設備汰換，實質
達成降低用電之效果外，
並間接帶動全民節電成
效，並建立良好節電習慣

透過在地特色集會點如
集會所、寺廟及教堂等地
點之節電設備汰換，實質
達成降低用電之效果外，
並間接帶動全民節電成
效，並建立良好節電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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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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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0.3

3,144

3,145.1

9,489.4

11,682

11,800

11,800

34,282

200

200

200

600

中型能管系統(套)

0

1

1

2

大型能管系統(套)

0

0

0

0

無風管空氣調節機 (kW)
註：每台冷氣約 4kW

老舊辦公室照明(具)
室內停車場智慧照明(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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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第一期計畫
一、 承諾節電目標
第一期將先以所轄機關、學校為主要對象，協助汰換無風管空氣
調節機、老舊照明燈具為主，並持續推動服務業、住宅大樓汰換相
關設備為輔。在量化目標部分，將以 105 年度用電量為基準，第 1
年減少 1,130,000 度為目標。

二、 節電基礎工作
(一) 節電稽查輔導
1. 節電行為稽查輔導：
(1)委由專責團隊執行，成立節能稽查小組，針對 20 類指定
能源用戶（觀光旅館、百貨公司、零售式量販店、連鎖超
級市場、連鎖便利商店、連鎖化妝品零售店、連鎖電器零
售店、銀行、證券商、郵局、大眾運輸場站及轉運站）節
約能源三項規定｢冷氣不外洩｣、｢禁用鹵素燈泡及白熾燈
泡｣、及｢室內冷氣溫度限值｣是否符合規範，及節能識別標
章及標示等進行實地輔導及宣導，至少輔導 150 家次。其
中以零售式量販店、觀光旅館室內溫度規定，為重點輔導
冷氣外洩之營業場所。
2. 節能診斷輔導：
(1)邀請在地專家學者成立節能診斷輔導團，協助本縣機關及
服務業用電戶進行節能診斷輔導，至少輔導 10 家次。節
能診斷項目包括能源管理、照明節能設備、空調節能設備
及其他相關硬體設施等，並透過節能診斷輔導尋找有意願
接受補助汰換節能設備之潛在對象。

(二) 在地能源使用情形研究
為了解本縣在地能源使用情形，107 年度將進一步分析縣各
鄉鎮市之用電情形，同時也將人口消長、社經背景、產業發展及
經濟成長納入分析，並依據各鄉鎮市特性，規劃所屬之住宅部門
節電作為。此外本項工作中亦將透過服務業、機關及學校之用電
調查分析，規劃相對應節電措施。最後，除進行用電資訊分析外，
更將確實掌握能源之使用特性，研擬本縣中長期節電策略。
1. 鄉鎮市用電資料調查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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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各鄉鎮市之經濟活動、觀光活動、人口、農漁養殖等，
分析各鄉鎮市之整體用電情形。
(2)取得各鄉鎮市之住宅、服務業、工業等部門各年度、各月
份之用電量統計。
(3)依據各鄉鎮市之特性，歸類擬定節電推動策略。
2. 服務業/機關/學校用電分析
(1)針對本縣 4 大行政區(臺東、關山、成功、太麻里)之服務
業/機關/學校進行問卷調查，調查其能源使用與消費之相
關用電資訊，內容包括現況調查、用電設備調查、節約能
源落實情形調查、未來政策接受度、尖峰需量調整可行性
能源管理系統使用接受度及強制性節電政策之可行性調
查等。
(2)歸納擬定服務業/機關/學校之節電推動策略。
3. 住宅用電分析
(1)針對本縣一般住宅用戶進行隨機抽樣調查，製作能源使用
與消費及節能減碳措施調查表，寄送予社區、家庭填寫，
一般家庭住戶可透過社區發展協會、里長或鄰長，協助將
節能調查表給家庭住戶填寫；或透過填問卷送節電宣導品
為吸引民眾參與問卷訪談作業。調查問卷至少共寄發 1000
份，回收率至少要達 7 成。
(2)歸納擬定住宅用戶之節電推動策略。
4. 智慧型能源管理系統設置調查分析
(1)辦理臺東縣智慧型能源管理系統設置調查，針對本縣 4 大
行政區(臺東、關山、成功、太麻里)之服務業/機關/學校
等可能對象進行現勘、調查方案評估，協助評析各項方案
優劣勢分析，資料收集、系統商研商等及探討須排除之法
規、技術障礙等。
(2)歸納擬定智慧型能源管理系統之推動策略。

(三) 專責組織與人力建置
本縣為維運與強化節電推動體系，由臺東縣政府財政及經濟
發展處工商管理科管理及監督，委託專業團隊執行本計畫，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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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節電行動相關業務，該組織除邀請 NGO 團體參與外，並將依
工作性質，分為節能稽查輔導組、能源研究調查組、整合宣導活
動組、申請審查查核組等 4 組分別執行計畫各項工作，包括：
1. 執行節電推動相關行政工作。
2. 推動管理本計畫之各項工作進度。
3. 定期召開節電推動工作會議，向承辦科彙報各項工作執行狀
況。
4. 協助節約能源推動小組辦理跨局處會議。

圖三、專責組織組織圖

(四) 節電志工組織合作
結合荒野協會、主婦聯盟等 NGO 團體，共同打造居家能源診
斷師培訓教學內容，辦理節電培訓課程，經由課程與實作，透過
分享增強專業知識、培訓能源診斷技能，讓學員深入了解議題，
分享經驗與自我成長，經由出席率與評核機制，提供「居家能源
診斷師」結業證明，於結業後可協助社區施行居家節電診斷。
1. 居家能源診斷師培育：辦理 2 場次「居家能源診斷師」課程
培訓，每場次參加人數至少 30 人，透過培訓課程、實地觀摩、
現場演練、結訓考試等紮實的學習演練過程，專業深化，將整
套培訓制度延續，藉此帶動在地居民對於居家節能、生活實踐
之推動。
2. 居家能源診斷師服務：由培訓完成居家能源診斷師以 2 人 1
組之方式，提供村里社區居民申請參與居家診斷服務至少 120
戶，由申請之民眾準備電費單，由居家能源診斷師提供住宅能
源使用分析、診斷之服務，並填寫住宅節能自我評估表單，提
供其診斷結果作為本計畫分析依據，此外為確保居家診斷服
務能達成功效，並將於第 2 期計畫時，進行追蹤查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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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接受居家診斷服務之居民落實節電行為之狀況，並提供
期改善意見。

(五) 公民參與
建置節電網站及經營網路社群平台，提供本縣縣民得知本縣
具體節電做法、各項節電策略、節電資訊及相關活動訊息等。
1. 網站維護更新：維持與更新改版本縣節電網站，維護及更新暨
及 FACEBOOK 粉絲專頁運維工作；並設置租賃網站網路空間，
供計畫相關人員進行資料存放管理作業。
2. 節電網站及網路社群平台營運：為加強行銷本縣相關節電策
略，增加民眾互動及投入節電作為，社群網站經營將著重於粉
絲互動，除定時更新粉絲團文章外，更於相關活動辦理增加
QRCODE 宣導，加強推廣人數。此外將每季於節電網站、社群
平台、或縣府相關社群網站，辦理小型網路互動宣導活動，如
主題留言、打卡按讚等，鼓勵民眾上網參與，可獲得相關節電
宣導品，提高粉絲團參與人數，增進民眾節電概念與參與節電
行動之意願。
3. 辦理 2 場次大型網路社群創意節電宣導或競賽活動，舉辦方
式如辦理有獎徵答、線上學習、或節電競賽等，鼓勵民眾積極
參與節電行動，藉由活動鼓勵民眾踴躍節電，並透過活動內容
了解節電概念。

(六) 節約能源教育與推廣
1. 公務員節電知識培訓：針對公務員進行節電知識培訓，規劃邀
請臺東縣轄內各級政府機關相關人員進行至少 4 場次節電知
識培訓，每場課程規劃約 30 人次，以利各機關人員於結訓後
了解相關節電手法與觀念，並進一步協助機關推動節能減碳
活動，示範引導民間採行節約能源措施。
2. 辦理校園節能教育活動：結合 NGO 團體，於國中小學校辦理
校園節能教育宣導至少 20 場次，使節電教育宣傳活動生活化、
趣味化、簡易化，希望透過各式宣導活動將節電節能觀念扎根
於學童們心中，進而擴散至家庭，督促親友家人，共同落實節
電新生活運動。
3. 辦理實體宣導活動：為宣導節電觀念，鼓勵民眾落實日常生活
省電，辦理至少 1 場次實體宣導活動，宣導節能標章、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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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等，增加民眾節能觀念，帶動居民共同落實居家節能。

三、 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及查核機制
(一) 無風管空氣調節機
1. 補助對象：以政府機關、學校、服務業電力用戶、表燈營業用
戶為主要對象，目前臺東縣商業登記共有 17,984 家數、學校
有 243 家(包含幼兒園 117 家)，其中服務業(含批發零售業、
住宿餐飲業等)約佔 80%，推估潛在補助數量約有 13,000 家。
2. 補助標準：補助符合申請對象更換之無風管空氣調節機須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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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總經費約為 800.075 萬，每 0.1kW 額定總冷
氣能力補助新臺幣 250 元。
4. 廢機回收規劃：與家電業者合作，由申請補助之用戶透過配合
之家電業者進行廢冷暖氣機(無風管空氣調節機)之回收、清
除作業，並由家電業者定期送往合作之合法廢棄物處理機構
進行拆解處理，取得合法廢棄物處理機構出具之廢冷暖氣機
(無風管空氣調節機)拆解處理證明文件後，批次送回至審查
單位審查。
5. 辦理方式：由申請補助之用戶提交申請書，先進行申請資格審
核，確認後核發同意補助核定函後，由申請單位於收到核定函
120 日內完成設備改善、完成廢機回收作業，並提交報告書及
該廢冷暖氣機(無風管空氣調節機)拆解處理證明文件，經由審
核單位查驗無誤後，再辦理補助經費撥付事宜。

(二) 服務業老舊辦公室照明燈具
1. 補助對象：以服務業電力用戶、表燈營業用戶及政府機關與學
校為主要對象，目前臺東縣商業登記共有 17,984 家數、學校
有 243 家(包含幼兒園 117 家)，其中服務業(含批發零售業、
住宿餐飲業等)約佔 80%，推估潛在補助數量約有 13,000 家。
2.

補助標準：補助符合申請對象之 T8、T9 燈具進行更換，更
換之燈具不限定採用已通過經濟部能源局節能標章認證之
LED 燈具產品，但須具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商品驗證登錄證
書，或符合 CNS 相關標準之測試報告，且燈具發光效率應
13

在 100.0(lm/W)以上。
3. 補助額度：補助總經費為 5,841,000 元，將補助申請單位 1/2
汰換費用。
4. 辦理方式：由申請單位提交申請書，先進行申請資格審核，確
認後核發同意補助核定函後，由申請單位於收到核定函 60 日
內完成設備改善並提交報告書，經由審核單位查驗無誤後，再
辦理補助經費撥付事宜。

(三) 室內停車場智慧照明
1. 補助對象：以集合住宅、辦公大樓與服務業之室內停車場為主
要對象，因臺東縣人口密度低，集合住宅、辦公大樓、服務業
之停車場建於室內數量較少，推估潛在補助對象以臺東市為
主，潛在數量約不超過 100 家。
2. 補助標準：補助符合申請對象之停車場燈具進行汰換，更換之
燈具不限定採用已通過經濟部能源局節能標章認證之 LED 燈
具產品，但須具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商品驗證登錄證書，或符合
CNS 相 關 標 準 之 測 試 報 告 ， 須 採 用 LED 產 品 發 光 效 率
1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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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補助額度：補助總經費為 10 萬，將補助申請單位 1/2 汰換費
用。
4. 辦理方式：由申請單位提交申請書，先進行申請資格審核，確
認後核發同意補助核定函後，由申請單位於收到核定函 60 日
內完成設備改善並提交報告書，經由審核單位查驗無誤後，再
辦理補助經費撥付事宜。

四、 因地制宜措施
(一) 部落集會點、寺廟教會(堂)照明燈具
據公務統計，臺東縣原住民人口佔總比例約為 36%，為全國
比例最高之縣市，而臺東縣原住民部落共有 183 個，其中共有
124 個部落擁有集會所，其餘未擁有集會所之部落有的以部落關
懷據點、原住民藝術社、部落社造點等做為聚會場所，以臺東縣
原住民之集會所為例，集會所通常是鐵皮架高的多功能型空間，
在活動時可做為集會所使用，在平時可供居民打籃球、聚會使用。
在此空間所使用之戶外照明燈具通常為 500W 之鹵素投射燈，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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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耗能，且每個集會所使用數量至少超過 20 個，若皆能更換為
LED 投射燈等省電燈具，在耗能上可立刻由 500W 下降為 100W，
且照度更高，再加上 LED 燈具壽命較長，可有效達到省電、節能
之效果。
此外，原住民的宗教信仰通常以天主教及基督教為主，臺東
縣共有 284 個教會，為全國第四多之縣市，在臺東縣，教會(堂)
除每周固定望彌撒活動使用外，在平時也會有社團活動等使用，
若能將教會(堂)內之照明皆更換為 LED 燈等省電燈具，可有效達
到省電、節能之效果。
另臺東縣之寺廟數量僅佔全台灣寺廟數量 1.8%，但也擁有
219 個寺廟之多，且寺廟中各種照明燈、光明燈、太歲燈及神桌
燈等皆為 24 小時開著，電力耗費龐大。若能將廟宇中各式傳統
燈具更換為 LED 燈等省電燈具，不僅可改善安全性，更能減少電
力的耗費。
1. 補助對象：臺東縣原住民部落集會所、部落關懷據點、原住民
藝術社等部落集會點、轄內之寺廟、天主教教會、基督教教會。
2. 補助標準：補助符合申請對象之燈具進行汰換，更換之燈具不
限定採用已通過經濟部能源局節能標章認證之 LED 燈具產品，
但須具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商品驗證登錄證書，或符合 CNS 相
關標準之測試報告，且燈具發光效率應在 100.0(lm/W)以上。
3. 補助額度：補助總經費為 3,021,606 元，將全額補助申請單
位汰換費用。
4. 辦理方式：由申請單位自行汰換後提交申請書及相關汰換文
件資料，由補助單位先進行申請資格審核，確認後核發同意補
助後，受補助單位簽具領據，再辦理補助經費撥付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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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預定工作進度
(一) 節電基礎工作
進度
(%)

推動項目

工作比重 (%)

表四 節電基礎工作預定工作進度表

查核點
累計預定
進度

節電稽查輔導

20%

20%

節電志工組織合
作

10%

20%

6月

9月

12月

*1

*2

*3

*4

5%

10%

15%

20%

5%

10%

15%

20%

*5蒐集臺東縣社經調查、歷史用電、能源使用等
資料；擬定能源使用與消費之研究調查內容。
*6完成鄉鎮市用電資料調查與分析。
查核點進度
*7完成服務業/機關/學校、住宅用電調查問卷回收
說明
作業。
*8完成在地能源使用情形調查及分析、完成智慧
型能源管理系統推動調查及分析。
查核點
*9
*10
*11
*12
累計預定
進度

專責組織與人力建
置

3月

*1成立節能稽查小組，20類指定能源用戶累計完
成輔導10家次。
*2 20類指定能源用戶累計完成輔導70家次；成立
查核點進度 節能診斷輔導團。
說明
*3 20類指定能源用戶累計完成輔導130家次；節
能診斷輔導累計至少輔導5家次。
*4 20類指定能源用戶累計完成輔導150家次；節
能診斷輔導累計完成10家次。
查核點
*6
*7
*8
*5
累計預定
進度

在地能源使用情形
研究

第一期(107年1月1日至107年12月31日)
107年

2.5%

5%

7.5%

10%

*9 委託專業團隊成立節電推動工作小組，召開工
作小組會議至少1場次。
查核點進度
*10節電推動工作小組會議累計完成至少2場次。
說明
*11節電推動工作小組會議累計完成至少4場次。
*12節電推動工作小組會議累計完成至少6場次。
查核點

*13

*14

*15

*16

累計預定
進度

5%

10%

1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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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結合NGO團體，研擬「居家能源診斷師」課程
培訓機制與課程。
*14辦理完成「居家能源診斷師」課程培訓2場
查核點進度
次。
說明
*15完成居家診斷服務至少120戶。
*16「居家能源診斷師」培訓課程及居家診斷服務
成果彙整分析。
查核點
*17
*18
*19
*20
累計預定
進度

公民參與

20%

合

計

10%

100%

10%

15%

20%

*17完成節電網站及網路社群平台建置。
*18規劃多元媒體宣導方案，辦理1場次創意節電
查核點進度
競賽活動。
說明
*19辦理1場次網路創意社群節電宣導活動。
*20網路社群推廣活動成果彙整。
查核點
*21
*22
*23
*24
累計預定
進度

節約能源教育與推
廣

5%

2.5%

5%

7.5%

10%

*21擬定節能教育推廣課程內容與場次。
*22完成校園節能教育宣導活動至少10場次。
查核點進度 *23完成4場次節電知識培訓；累計完成校園節能
說明
教育宣導活動至少15場次；完成1場次實體宣導活
動。
*24累計完成校園節能教育宣導活動至少20場次。
累計預定
25%
50%
75%
100%
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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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
表五 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預定工作進度表

(%)

60%

進度

無風管空氣調節機

工作比重 (%)

推動項目

30%

合

計

10%

100%

108年

6月

9月

12月

3月

6月

查核點

*1

*2

*3

*4

*5

*6

累計預定
進度

15%

30%

45%

50%

58%

60%

*1規劃及周知無風管空氣調節機補助辦法。
*2累計收受600kW無風管空氣調節機補助申請。
查核點進 *3累計收受1,800kW無風管空氣調節機補助申請。
度說明 *4累計收受2,500kW無風管空氣調節機補助申請。
*5累計收受,3000kW無風管空氣調節機補助申請。
*6累計完成3,200.2kW無風管空氣調節機補助申請。
查核點
*7
*8
*9
*10
*11
*12

7.5%

15% 22.5% 26%

28%

30%

*7規劃及周知服務業老舊辦公室照明燈具補助辦法。
*8累計收件2,000具照明燈具補助申請。
查核點進 *9累計收件4,000具照明燈具補助申請。
度說明 *10累計收件7,000具照明燈具補助申請。
*11累計收件9,000具照明燈具補助申請。
*12累計完成11,682具照明燈具補助申請。
查核點
*13
*14
*15
*16
*17
*18
累計預定
進度

室內停車場智慧照
明

107年
3月

累計預定
進度

服務業老舊辦公室
照明燈具

第一期(107年1月1日至108年6月30日)

2.5%

5%

7.5%

8%

9%

10%

*13規劃及周知室內停車場智慧照明燈具補助辦法。
*14累計收件30具室內停車場智慧照明燈具補助申請。
查核點進 *15累計收件50具室內停車場智慧照明燈具補助申請。
度說明 *16累計收件100具室內停車場智慧照明燈具補助申請。
*17累計收件150具室內停車場智慧照明燈具補助申請。
*18累計完成200具室內停車場智慧照明燈具補助申請。
累計預定
25% 50% 75% 84% 95% 100%
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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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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因地制宜措施
進度
(%)

推動項目

工作比重 (%)

表六 因地制宜措施預定工作進度表
第一期(107年1月1日至108年6月30日)
107年
3月

6月

9月

12月

3月

6月

*1

*2

*3

*4

*5

*6

查核點
累計預定
進度

部落集會點、寺廟教堂
100%
照明燈具

合

計

100%

108年

25% 40% 60% 80% 90% 100%

*1規劃及周知部落集會點、寺廟教堂照明燈具補
助辦法。
*2完成部落集會點、寺廟教堂照明燈具更換數量
調查。
*3累計完成10件集會點、寺廟教堂照明燈具更換
查核點進
補助申請。
度說明 *4累計完成35件集會點、寺廟教堂照明燈具更換
補助申請。
*5累計完成55件集會點、寺廟教堂照明燈具更換
補助申請。
*6累計完成75件集會點、寺廟教堂照明燈具更換
補助申請。
累計預定
25% 40% 60% 80% 90% 100%
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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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七 第一期計畫節電工作預期效益
工
節電措施
作
節 節電稽查
電 輔導
基
礎
工
作

對象及推動作法

預期效益

20 類能源用戶為
主，以節電標章
稽查輔導為主
57,600(度)

備註
(如節電量評估方式)
透過室內溫度維持為適
溫 26 ℃、冷氣不外洩、
採用省電燈管等方式節
電，每個店家一天至少
可省下 2 度電，預計將
完成 150 家稽查輔導及
10 家次節能診斷輔導
(以 180 天*160 家*2 度
計算)

在 地 能 源 政府機關、學校、 完成鄉鎮市用電資料、
使 用 情 形 服務業、住商等， 成服務業/機關/學校、
研究
以能源使用調查 住宅用電、智慧型能源
管理系統推動等在地能
為主
源使用情形調查及分析
專 責 組 織 委託專業團隊成 1. 完成推動節電計畫
與 人 力 建 立節電推動工作
相關各項工作。
置
小組，由財經處 2. 節電推動工作會議
管理督導
至少 6 場次
節 電 志 工 NGO 團體、一般
完成居家診斷服務方
組織合作 民眾為主
式，輔導民眾住家以冷
氣調到 26 度、關掉待機
電力、利用定時器管理
耗電量、汰換燈具等方
21,600(度)
式節電，每個家庭一天
至少可省下 1 度電，預
計 將輔 導 120 個家 庭
(以 180 天*120 家*1 度
計算)
公民參與 一般民眾為主， 1. 完成建置節電網站
提供網路及社群
及網路社群平台
平台，讓民眾可 2. 辦理 4 場次小型網
自由發表意見
路互動宣導活動
3. 辦理 2 場次創意節
電宣導或競賽活動
節 約 能 源 公務員、學校師 1. 完成 4 場次節電知
教 育 與 推 生、一般民眾，以
識培訓
廣
教育訓練宣導推 2. 完成校園節能教育
廣為主
宣導活動至少 20 場
20

工
作

節電措施

對象及推動作法

預期效益

備註
(如節電量評估方式)

次
3. 完成 1 場次實體宣
導活動
4. 推估影響 1000 人次
設
備
汰
換
與
智
慧
用
電

無 風 管 空 以服務業電力用
氣調節機 戶、表燈營業用
戶及政府機關與
學校為主要對
象，以更換冷暖
氣機為主
服 務 業 老 以服務業電力用
舊 辦 公 室 戶、表燈營業用
照明燈具 戶及政府機關與
學校為主要對
象，以更換辦公
室照明燈具為主

996,000(度)

584,100(度)

室 內 停 車 以集合住宅、辦
場 智 慧 照 公大樓與服務業
明
之室內停車場為
主要對象，以更
換智慧照明燈具
為主
因
地
制
宜
措
施

10,000(度)

部 落 集 會 1. 對象為部落集
所、寺廟、
會所，以更換
教會(堂)
集會所戶外照
照明燈具
明燈具為主
2. 對象為寺廟及
教會，以更換
寺廟及教會照
明燈具為主

253,60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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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預計汰換補助
3200.3kw，約可汰換
800 台 4kw 冷氣，以每
台約省電 1245 度電計
算。(節電量=800 台
*1245 度=996,000 度電)
服務業辦公室照明燈具
由傳統 4 尺 T8 燈管更
換為 4 尺 LED 燈管，
每更換 1 支 1 年約可節
省 50 度電。(節電量
=11,682 支*50 度
=584,100 度電)
室內停車場照明燈具由
傳統 4 尺 T8 燈管更換
為 4 尺 LED 智慧照明
燈管，每更換 1 支年約
可節省 50 度電。(節電
量=200 支*50 度
=10,000 度電)。
1. 部 落 集 會 所 戶 外 照
明燈具由 500W 投射
燈更換為 100WLED
投射燈，更換 1 座每
年約可節省 416 度電
(以每日使用 4 小時，
每週使用 5 日，每年
52 週計算)，本期預
估更換 100 座。(節電
量 =100 座 *416 度
=41,600 度電)。
2. 寺廟神明燈由白幟
燈泡 7.2W 更換為
LED 燈泡 0.8W，更
換 1 個每年約可節
省 56 度(以每日使用
24 小時計算，每年

工
作

節電措施

對象及推動作法

預期效益

備註
(如節電量評估方式)
使用 365 日)，本期
預估更換 2,000 個
(節電量=2,000 個
*56 度=112,000
度)。
3. 教堂照明燈具由傳
統 4 尺 T8 燈管更換
為 4 尺 LED 燈管，
更換 1 支每年約可
節省 50 度電(以每日
使用 8 小時，每週
使用 5 日，每年 52
週計算)，本期預估
更換 2,000 支(節電
量=2000 支*50 度
=100,000 度電)。

1,922,900(度)

預期節電量總計

七、 計畫經費
(一) 人事費明細表
表八 人事費明細表
單位：（仟元）

項目
人力
機關人力
約用人員
合
計

薪水

加班

人事費需求

660
660

-

660
660

備註：每月以 40,166 元任用約用人員；人事費由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內 10% 行政作業費項下支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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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常支出中人事費以外各項費用
表九 除人事費外之其他經常支出費用表
工
作

預算數（仟元）
節電措施

用途、說明及計算方式

1. 150 家節能宣導及查核作業，每家 2
仟元，共計 300 仟元。
節電稽查輔
2. 10 家次節能診斷輔導輔導，每家 35
導
仟元，共計 350 仟元
1. 鄉鎮市用電資料調查與分析，1 式
150 仟元
2. 服務業/機關/學校用電調查分析，1
在地能源使
式 200 仟元
用 情 形 研 究 3. 住宅用電調查分析，1 式 200 仟元
4. 智 慧型 能源管 理系 統推 動調 查分
析，1 式 200 仟元

節
電
基
礎
工
作

1. 執行節電推動相關行政工作，1 式
720 仟元
專 責 組 織 與 2. 協助召開節電推動工作會議，1 式
130 仟元
人力建置
3. 推動管理本計畫之各項工作進度，1
式 300 仟元
1. 2 場次「居家能源診斷師」課程培訓，
每場次 100 仟元，共計 200 仟元
節電志工組
2. 提 供村 里社區 居家 診斷 服務 至少
織合作
120 戶，每戶 5 仟元，共計 600 仟元
1. 建 置節 電網站 及經 營網 路社 群平
台，1 式 480 仟元
2. 辦理 2 場次創意節電宣導或競賽活
公民參與
動，每場次 350 仟元，共計 700 仟
元
1. 辦理 4 場次公務員節電知識培訓，
每場次 30 仟元，共計 120 仟元
2. 國中小學校辦理校園節能教育宣導
節約能源教
至少 20 場次，每場次 50 仟元，共
育與推廣
計 1000 仟元
3. 辦理至少 1 場次實體宣導活動，每
場次 350 仟元，共計 350 仟元
合

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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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經費 本期經費

1,950

650

1,450

750

3,450

1,150

3,200

800

3,540

1,180

4,410

1,470

18,000

6,000

自籌款

其他機
關補助

工
作

設
備
汰
換
與
智
慧
用
電

因
地
制
宜
措
施

預算數（仟元）
節電措施

用途、說明及計算方式

全程經費 本期經費

自籌款

其他機
關補助

補助更換無風管空氣調節機，0.1KW
無風管空氣
額定總冷氣能力補助0.25千元，共計
23,723.5
8,000.75
調節機
3,200.3KW約8,000.75千元
服 務 業 老 舊 補助服務業辦公室更換老舊照明燈
辦 公 室 照 明 具，1具預估補助0.5仟元，共計
17,141
5,841
11,682具約5,841仟元
燈具
室 內 停 車 場 補助室內停車場智慧照明，1具預估
300
100
補助0.5仟元，共計200具約100仟元
智慧照明
能源管理系
補助能源管理系統
2,000
0
統
委員出席、審查費及雜費、交通等費
出席、審查費
75
25
用，1式25仟元
購置文具、紙張、租用電腦週邊及耗
一般事務費 材等材料用品及其他雜支等，1式40
120
40
仟元
文件郵資電話聯繫無限網路連線費及
通訊費
52.5
17.558
查詢費等，共計17.558仟元
計畫委辦契約資料印刷及裝訂費、宣
印刷及裝訂費
54
18
導文宣設計印刷製作，1式18仟元
計畫宣導品印刷及製作費，1式100仟
宣導品
300
100
元
國內洽公/參加會議/節電觀摩活動/
宣導活動/研習/訓練等旅費，共計
國內旅費
1,092
364
364仟元
合
計B
44,858 14,506.308
備 註 ： 該經費 44,858 加上表八人事費 660*3 年總和 1,980 為設備汰換 3 期加總費用 46,838。
補助部落集會點、寺廟教會更換照明
部落集會點
燈具，1處次預估約40仟元，約計75
9,156.382 3,021.606
照明燈具
處次3,021.606仟元
合

總

9,156.382

計C

3,021.606

73,994.382 24,187.914

計 A+B+C

(三) 其他經費來源：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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