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園市政府
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
全程暨第三期
節電基礎工作及因地制宜計畫書(修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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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計畫期間：自 107 年 1 月 1 日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
第三期計畫期間：自 109 年 6 月 1 日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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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第三期節電基礎與因地制宜)」
審查小組委員綜合意見回復
審查項目

審查意見

本府回復

1.節電目標 1.每年節電率為 1%的目標，需說明 1.因本市住商部門用電戶逐年增加，
期程與基準年。

故本計畫節電目標已於計畫書 Pi
頁註明「107 至 109 年戶均用電與
106 整年戶均用電量比較，節電率
1%」。

2.成立「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辦 2.為整合本市再生能源業務，本市於
公室的經驗，有助於其他縣市整合

107 年成立「綠能專案推動辦公

資源推動低碳節能業務，建議多加

室」，並納入節電相關業務；另業

說明如何因業務的整合，更有效地

務整合部分，綠能及節能政策由本

有助於節電及抑低尖峰用電的連

辦公室擬定及執行，並協助其他相

結性資訊。

關局處爭取資源。

3.桃園市是否有編列自籌款？

3.因市預算分配考量，本府並未針對
本計畫編列自籌款。

4. 市 府 內 針 對 節 電 的 長 期 經 費 為 4.本市於 107 年成立「綠能專案推動
何？

辦公室」，每年皆針對再生能源編
列是項預算；本府預計於 110 年編
列機關學校節能輔導及儲能設備
補助相關預算。

5. 請 說 明 第 三 期 承 諾 節 電 目 標 為 5.因本次承諾節電目標為 8,500 萬
8,500 萬度電，但最後預期成果僅

度電，係計算總計畫預估節電量

能達約 5,000 萬度 (P.35)之原

(含節電基礎工作、設備汰換與智

因；另請說明倘預期成果無法達

慧用電及因地制宜)；惟本計畫屬

成，應如何加強?

節電基礎工作及因地制宜，設備汰
換與智慧用電以另行提報，未納入
該工項預估節電量。另如無法達成
預估節電量，將先行計算用電戶數
成長率與用電成長率是否有同步
上升，如用電成長率大於用電戶數
率，將檢視造成用電成長之部門，
並列入後續節電重點工作。

6.以 106 年用電資訊分析較為老舊， 6.因「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全程
建議可以更新。

計畫部分係於 106 年 11 月提報，
故相關背景資訊應以 106 年為基
礎，特此說明。

審查項目

審查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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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第二期承諾目標（節電率 1％）， 7.本府皆有檢視每年各部門用電情
具積極及挑戰性，惟宜以前 2 年之

形，並針對各項計畫需求及成效進

執行成效，檢視各項工作之成效。

行檢討；例如第 3 期計畫提高隔熱
補助經費，刪減部分宣傳經費。

8.第三期的節電目標是依據計畫規 8.本府皆有檢視每年各部門用電情
劃時的預定目標，應該檢討前兩期

形，因本市住商部門用電戶數明顯

的目標達成狀況，再據以規劃第三

成長，故前兩期計畫以總用電節電

期的承諾節電目標。

率作為目標較不合理，故本次計畫
之節電目標改採戶均節電率。

9.如何抑制尖峰用電？應補充說明。 9.為有效抑制尖峰用電，本計畫納入
儲能補助，鼓勵用電戶於離峰時段
充電，並於尖峰時段放電。
10.第三期自 109 年 6 月 1 日起至 110 10.計畫期程係配合各期計畫提報期
年 12 月 31 日止，計 19 個月。

程銜接及納入預算時程擬定，節

承諾節電目標為 107 至 109 年戶

電相關工作並無於計畫總期程

均用電與 106 年整年用戶用電量

(107-109 年)中斷；另有關節電目

比較，節電率 1%，各期預計節電

標之訂定，為利檢視各年用電成

量目標均設定為 8,500 萬度。惟

長情形，將維持原方式以一年完

因各期的起迄時間不一，實際執

整年度呈現節電成效。

行的時間長度亦不同，以第二期
為例，執行期間為 12 個月，而第
三期則為 19 個月，建議節電量目
標應根據時間長度調整，以合理
反映執行時間差異所導致的節電
量目標差異。
11.執行機關之規劃執行進度及預期 11.因本市住商部門用電戶數逐年成
成效，證諸前期的執行成果，應

長，故考量此原因，總用電度數

具可行性，惟 3 年執行節電目標

不增反減較有難度；本府將持續

之設定偏於保守，建議依實際節

檢視各部門用電情形，及各用電

電成果，納入住商部門之節電潛

部門之需求，擬定因地制宜之節

力、技術進步、成本下降之趨勢，

電工作。

務實提升第三期節電目標設定的
企圖心。
12.結案報告應呈現縣市 2019 年節 12.結案報告已依其指示修正，近日
電率數據。

將函送修正版至貴部續審。

13.有承諾節電目標，但計畫書期程 13.因本次承諾節電目標為 8,500 萬

審查項目

審查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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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節電計算期程不同，請調整或

度電，係計算總計畫預估節電量

澄清。

(含節電基礎工作、設備汰換與智
慧用電及因地制宜)；惟本計畫屬
節電基礎工作及因地制宜，設備
汰換與智慧用電以另行提報，未
納入該工項預估節電量。

14.整體執行工作幾乎較著重在節電 14.本府已於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
效益，因此對抑低尖峰用電方面

納入能源管理系統補助，並於本

之著墨較少；建議在儲能補助部

次計畫加入儲能補助，盼加強抑

分可結合能源管理系統之導入，

低尖峰用電成效。

說明對抑低尖峰用電可能之效
益，並可作為示範及驗證用途，
以利後續之推廣。
15.節能效益計算上可能要對計算基 15.節電效益計算已於本次計畫表 13
礎補充說明，以求合理性。

呈現。

16.每一期承諾節電目標是否可以與 16.本府皆有檢視每年各部門用電情
該期實際用電做比較，如此才能

形；如無法達成預估節電量，將

看出相關的措施是否有效益？如

先行計算用電戶數成長率與用電

果沒有達到目標，原因為何？

成長率是否有同步上升，如用電
成長率大於用電戶數率，將檢視
造成用電成長之部門，並列入後
續節電重點工作。

17.計畫書的部分宜清楚書寫並確定 17.期程誤植部分已修正。另因「縣
第二期或第三期,已完成者該寫

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全程計畫

於何時完成？而不是計畫書初期

部分係於 106 年 11 月提報，故相

的「將」
，且也該書寫運作狀態，

關背景資訊及語氣應以 106 年為

而不是由原計畫書沒有修改而一

基礎，特此說明。

直累積。
18.節電預期效益的估算過於籠統， 18.節電效益計算已於本次計畫表 13
應說明估算的方法與根據條件。

呈現；有關設備補助部分皆依設
備節電成效計算，另節電宣導部
分因涉及用電行為改變，較無法
計算實際節電量，故採減少住宅
部門總用電呈現。

19.執行項目有助於節電及抑制尖峰 19.本次隔熱補助係參照財團法人台
用電，但具體成效的評估方法則

灣建築中心-高性能節能玻璃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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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缺說明。例如，透過什麼監測

建 材 相 關 資 訊 ( 須 符 合 CNS

方法，來獲取加強隔熱對於抑制

12381、ISO 9050 及 JIS R-3106

尖峰的助益資料？

標準)。

20.第 3 頁目錄有關承諾節電目標及 20.期程誤植部分已修正。
第 23 頁承諾的節電目標為第二
期計畫，請再確認。
2.節電基礎 1.於村里進行能源教育後，要如何追 1.將請各里回報參與人數，並追蹤住
工作

蹤成效 ?

宅部門戶均用電成長情形。

2.公民參與除了委員會外，應思考其 2.因全程計畫已提報公民參與部分
他的合作方式，透過公民團體更深

將由專家諮詢會呈現；後續如有相

入影響住商部門節電行為。

關節電計畫提報，將研議其他的合
作方式。

3.桃園市府以綠能推動辦公室為主 3.為整合本市再生能源業務，本市於
責機關，有助於進行跨局處的溝通

107 年成立「綠能專案推動辦公

與推動，另想確認，目前節電的政

室」，並納入節電相關業務；另業

策推動中，有哪一些項目可以與綠

務整合部分，針對用電戶輔導及補

辦業務中的「再生能源」相關業務

助部分將納入綠能及節能，資訊揭

結合？節能與創能為一體兩面，若

露部分亦公布本市綠能發電及用

能以綠辦為主責單位，進一步整合

電數據。

兩者的資源，也能跳脫出過往節能
已遇瓶頸的宣傳困境，與綠能結
合，促進民眾參與動機。
4.桃園市轄內用電情況已進行諸多 4.本府已建置專屬綠能網站，並公布
分析，但是在資訊公開上，較難查

每月各行政區用電情形供民眾週

詢桃園市的用電概況，包含村里用

知

電資料、不同型態用電戶的比例

(https://greenenergy.tycg.gov

等。資訊公開能捲動民眾的行為改

.tw/)

。

變，建議可適度將轄內能源研究資
料進行轉譯，定期向民眾發布。
5.報告 P.23 為第二期計畫?亦或為 5.期程誤植部分已修正。
文字誤繕，請釐清。
6.節電基礎工作僅經發局已成立「縣 6.有關「節約能源推動小組」，係配
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專案辦公室」

合貴部「政府機關及學校節約能源

辦理(P.12)，但因地制宜工作卻係

行動計畫」成立，並於本次計畫納

成立市府層級之「節約能源推動小

入相關設備汰換補助。

組」
，建議釐清其差異或予以整併。

審查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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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小學推廣能源教育，辦理桃園市 7.本次計畫能源教育部分係配合本
國民小學能源教育學藝競賽等相

市「能源教育重點學校」之需求提

關活動，宜從能源學校推動再往一

報，全市國小皆可參加；另本府亦

般學校進行推廣，並能有創新或在

有辦理高中職電動車設計競賽，全

地性之設計，讓節能教育能有效達

市高中職皆可參加，以利能源教育

成目標。

全面推廣。

8.計畫的規劃須依據在地資料的研 8.前兩期計畫「在地能源使用情形研
究和分析；本計畫已經是第三期，

究」的分析及結果已補充說明至

如何回應前兩期計畫的『在地能源

P24-25。

使用情形研究』的分析及結果，應
補充說明。
9.有推動辦公室做為推動之執行單 9.本府配合「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
位，同時又有推動小組作為執行跨

動」，已於 107 年起辦理集合式住

局處整合之功能，同時在各項工作

宅節能診對輔導，管委會反應熱

規劃上大致具體且可行；在志工部

烈，輔導場次逐年提高，惟將注意

分有成立大專院校學生節電志工

提供正確之專業資訊及臨場訪視

團，結合本府建築管理處提供集合

之技巧。

式住宅節能場域，是結合人才培育
及擴大參與很好之作法；但在實際
執行上如何提供正確之專業資訊
及臨場訪視之技巧則需要注意。
10.可參酌前面兩期經驗進行滾動式 10.本府皆有各期各項計畫需求及成
的檢討及必要的修正。

效進行檢討；因隔熱補助反應熱
烈，相較於前兩期，已提高隔熱
補助經費，刪減部分宣傳經費。

11.各查核點均有說明且有量化數 11.節電專家諮詢委員會之功能係邀
據，但有些說明卻無法真正了解

請外界相關專家學者、利害關係

其效益，如查核點 10 召開 1 場次

人及公民團體針對能源相關政策

節電專家諮詢委員會，其和公民

提供意見，並將其意見納入，以

參與有何關聯性不是很明確；建

利落實公民參與政策討論。

議能補充說明。此外對管考機制
之說明似乎著墨較少，建議也可
以稍加補充。
12.節電基礎工作的預期效益與實際 12.因基礎工作主要以建立專責單位
用電相比較是否一致？有達到預

及政策宣導為主，故其節電效益

期目標嗎？

係間接改變用電行為，與汰換設

審查項目

審查意見

本府回復
備產生直接性節電效益有異；預
估目標部分，後續將計算 107 至
109 年戶均用電與 106 整年戶均
用電量檢視。

13.「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自治 13.因「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屬
條例」實際執行情況如何？

本府經濟發展局主責；
「桃園市發
展低碳綠色城市自治條例」係本
府環境保護局主責，該局已建置
「桃園低碳綠色城市網」
，並已揭
露旗艦計畫相關成果。

14.大專學生的診斷輔導團的宣導及 14.本次計畫集合式住宅節能診斷報
診斷頗佳，但在診斷過程中卻加

告將避免產品推銷相關字樣。

上建議加裝數位電表，會讓診斷
與推銷造成居民的不舒服。
15.對於綠能之推動，沒有看到推動 15.本次計畫係屬節電相關，故無納
方案及原則，此部分牽扯到生態

入再生能源之計畫及成果。

環境，宜有一定的生態檢核標準。
16.節電諮詢委員會僅有一場次，太 16.已於表 11 之場次修正為 3 場。
少，功能不足。
17.桃園市是否有整體能源政策規 17.本府後續將視 3 年節能計畫之成
劃？若有，建議應說明本計畫與

果與經驗，並結合再生能源推廣

整體能源政策規劃，在政策目標、

之情形，研議整體能源政策規劃。

願景、策略、與綠能發展搭配上
的關聯。若無，盼能綜合三年節
能計畫之成果與經驗，思考上位
整體能源政策規劃之建議。
18.教育推廣及行銷宣傳，應先研究 18.本次教育推廣係針對本市各國小
目標群眾特性，一般來說依據認

學生，宣傳方式亦考慮該群體之

知程度與參與程度可分為四類：

特性，以圖作方式進行能源教育

不活躍的群眾（認知及參與均不

推廣。

足、覺醒的群眾（認知不足但參
與動機高）
、知識群眾（知識度高
但參與度低）
、行動型群眾（認知
與行動力皆強）
，再依據年齡、職
業、區位等屬性，設定不同 TA 的
行銷目的、方式與管道，才能檢

審查項目

審查意見

本府回復

驗教育推廣的效果。
3.因地制宜 1.預計辦理夏日節電宣傳、推動設置 1.表 13 之期數已修正。
儲能設備補助、綠建築暨智慧用電
綠色交通運具補助，集合式住宅節
能推廣活動、區里節電推廣活動等
措施，規劃內容可行，表 13 第二
期計畫節電工作預期效益，應為第
三期建議更正，建議能加強節電效
益之預估。
2.該市推動設置儲能設備補助，可驗 2.為有效抑制夏季尖峰用電，本府將
證台電用電需量反應管理，有助抑

持續推廣儲能補助。

制夏季尖峰用電。
3.請敘明是否有更明確、永續的機 3.本市於 107 年成立「綠能專案推動
制，辦公室如何在計畫結束後持

辦公室」，每年皆針對再生能源編

續，資金來源為何?

列是項預算；本府預計於 110 年編
列機關學校節能輔導及儲能設備
補助相關預算。

4.在針對集合式住宅的診斷上，建議 4.本次計畫將盤點受診斷社區可獲
可藉此機會，進一步設定後續的推

補助資源，並協助擬定相關申請文

廣宣傳設計，讓這些受診斷的住

件。

宅，能嫁接到市府其他的節能方案
補助上，或更進一步成為在地推廣
節能成效的節點。
5.在儲能補助的規劃上，是否有設定 5.本次儲能設備，預定對象為住商高
好預計有意願申請、或有潛力申請

壓用電戶，並將結合儲能設備業者

的用戶？因儲能設備成本高，較難

協助推廣。

引發民間自行安裝的誘因，或不易
找到有意願申請的用戶 ，除了在
本次計畫中如何找到先行加入者
外，也可進一步規劃如何透過這些
已裝設的單位進行後續的宣傳。
6.請明確說明「服務業綠建築暨智慧 6.因多數服務業業者已使用電動車
用電綠色交通運具補助」中，如何

作為業務使用已成趨勢，「服務業

透過「藉由更換老舊電池或新車」

綠建築暨智慧用電綠色交通運具

達省電之效果?

補助」之立意為鼓勵業者更換為儲
電效率高之電池或電動車，進而減

審查項目

審查意見

本府回復
少充電時間，降低尖峰時段電網負
載。

7.區里節電推廣活動，宜補充說明今 7.為使各里里長能因地制宜宣傳節
年執行工作如何能有更創新的作

電，本計畫區里節電推廣將以節電

法。

知識培育為主題，辦理相關講習及
互動式活動。

8.因地制宜的執行內容應能展現和 8.本次計畫係承襲「縣市共推住商節
回應地區的特性，請再補充本計畫

電行動」全程計畫之因地制宜措施

因地制宜規劃的內容的地區特色

提報，該工項係盤點住商部門需

或是必須面對的獨特問題並提出

求，並試辦未曾推行之節能補助。

解決的策略。
9.儲能設備補助、綠建築隔熱補助計 9.本府將確實辦理，並彙整成果提報
畫及集合式住宅節能診斷值得其

貴部。

他縣市仿效。
10.電動機車補助雖能達到環保降空 10.綠色交通運具補助補助為鼓勵業
污成效，但電動機車取代燃油機

者更換為儲電效率高之電池或電

車無助於節電，不應使用節電計

動車，進而減少充電時間，降低

畫經費。

尖峰時段電網負載；惟綠色交通
運具補助已於 107 年推動，為期
3 年，且經費已逐年減少，故為落
實本府政策宣示，敬請同意辦理。

11.節電效益之計算上應該可以再細 11.有關儲能設備補助，後續將邀請
緻化；如儲能補助，在一充一放

專家學者協助透過數據分析建立

之模式下，其實際用電量是增加

計算模式及檢討機制。

的，反而透過適當的管理，可能
對降低尖峰用電有較實質效益。
建議可以透過邀請專家學者協助
及透過數據分析來建立計算模式
及檢討機制。
12.經費與節電目標大致上有對應， 12.本府皆有各期各項計畫需求及成
投入經費亦有其合理性；但可多

效進行檢討；因隔熱補助反應熱

參酌前面兩期之經驗進行滾動式

烈，相較於前兩期，已提高隔熱

的檢討及必要的修正。

補助經費，刪減部分宣傳經費。

13.雖有詳細查核點之說明，但部分 13.為有效填報及管考查核點之辦理
卻不夠明確或較無法聯想查核點

成果，故採用量化方式呈現；惟

內容和工作項目之連結性；此外

質化部分較難填入查核點進度，

審查項目

審查意見
對管考機制之說明似乎著墨較

本府回復
將本權責落實政策品質管理。

少，建議可以稍加補充。
14.因地制宜計畫所用的用電資料， 14.因「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全
只有 105 年跟 106 年的比較。看

程計畫部分係於 106 年 11 月提

不出 107 年跟 108 年的實際情況。

報，故相關背景資訊應以 105-106
年為基礎，特此說明。

15.里民節電推廣活動是否列於節電 15.因基礎工作匡列金額為 800 萬
基礎工作比較合適？

元，區里節電推廣活動擴及範圍
為本市 504 里，所需經費 604 萬
8,000 元應不足以支應，故納入
因地制宜辦理。

16.在預期成果及效益表格內有提及 16.各項措施所需經費已於表 14 呈
各項措施之效益，但無對應之成

現。

本，故無法判定各項節能措施是
否符合成本效益。
17.投入經費之合理性宜考量推動工 17.效益評估已於表 13 呈現。
作是否具成本效益。
18.或許書寫前尚未有新冠肺炎疫情 18.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本次計畫夏
現在為了防疫也為了節能教育及

日 節 電 宣傳 經費 已 降至 46 萬

其他相關活動推動，宜進行相關

9,110 元(第 2 期計畫經費為 250

調整或因應之策。

萬 6,843 元)。

19.服務業綠建築計畫各項措施值得 19.前兩期服務業綠建築計畫申請需
肯定，但小商家若是租屋營業，

求熱烈，故第 3 期已增列補助經

改造意願可能較低，宜設法捲動

費。

屋主投入改善。
20.集合式住宅與社區節能診斷措施 20.本府將持續追蹤社區改善情形，
具可行性，出具書面報告可引發

並提供協助。

社區或大樓了解及討論能源改善
措施。建議繼續與社區或大樓討
論情況，了解願意或不願意投入
改善的原因為何，做為未來推動
政策參考。
21.建議能源使用分析是尋求達到淨 21.將會同本府建築管理處研議納入
零耗 能社區或建物的方向來調
研，方有利於未來推動進階能源
政策。

後續節電計畫提案。

審查項目

審查意見

本府回復

22.建議區里節電推廣活動前，先研 22.本次教育推廣係針對本市各國小
究目標群眾特性，一般來說依據

學生，宣傳方式亦考慮該群體之

認知程度與參與程度可分為四

特性，以圖作方式進行能源教育

類：不活躍的群眾（認知及參與

推廣。

均不足、覺醒的群眾（認知不足
但參與動機高）
、知識群眾（知識
度高但參與度低）、行動型群眾
（認知與行動力皆強）
，再依據年
齡、職業、區位等屬性，設定不同
TA 的行銷目的、方式與管道，才
能檢驗教育推廣的效果。
23.P.34 表十二為第二期的表格，請 23.已修正表 11 及表 12 期數及期程。
更正為第三期。
24.夏日節電宣傳舉辦 2020 桃園市 24.設備補助部分可依設備節電成效
購物節暨節能家電補助宣傳 ,鼓

計算，另節電宣傳部分因涉及用

勵民眾走出戶外，減少家中冷氣

電行為改變，較無法計算實際節

用電，預計 1 萬民市民參與節電

電量，故採減少住宅部門總用電

促銷活動 宣傳效益估計可較

呈現。另新冠肺炎疫情，本次計

108 年度住宅表燈非營業用電省

畫夏日節電宣傳經費已降至 46

0.6%(約 2,300 萬度 )，請說明

萬 9,110 元(第 2 期計畫經費為

估算方式。此外相關大型活動辦

250 萬 6,843 元)。

理亦應考慮肺炎疫情的影響。
25.有關補助設置儲能設備，請補充 25.本府於 108 年推動儲能設備補
過往貴府推動對象與成果，另本

助，經費總計 500 萬元(市預算)，

案辦理應以住商用戶為限，應事

共受理 3 案，補助 891kWh，申請

前評估所轄住商用戶需求及預期

對象分別為電動巴士製造商、汽

效益，或洽台電公司 (業務處 )

車製造商及電池製造商；另本府

參考其推動經驗，俾確保措施可

將依貴部指示，補助對象以所轄

行性。

住商用戶為限。

桃園市「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第三期節電基礎與因地制宜)」
審查小組委員綜合意見回復 2
審查意見

本府回復

1.P.34 查核點*11 誤植為*13

1.查核點已修正。

2. 審查意見因地第 13 項：委員意見為查核 2.已補充說明，詳表十一、表十二。
點不夠明確、進度管考機制著墨較少
(1)儲能補助查核點*3 及*5 僅執行率達
60%，無後續查核點，請釐清。
(2)建議補充相關量化指標，如能源教育可
補充幾個查核點(如完成競賽規劃、完成
徵件受理…)、里民研習活動可補充目標
場次或參加里民人次….
3.節電基礎工作項下大專院校節電志工培 3.節電基礎工作之節電志工培訓係提升大
育(經費$96 萬)，與因地制宜項下集合住
專院校學生相關節能輔導知識，屬課程講
宅診斷(經費$470 萬)內容相似，請另外
授性質，故所須經費 96 萬元；另因地制
提供說明或工作規劃供參考；另計畫中說
宜係辦理集合式住宅節能診斷計畫，須派
明結合 EDC 推動，本部能源局亦有提供相
駐相關專業團隊進入社區，提供節能相關
關經費培訓 EDC，亦請補充說明本計畫經
建議；惟過去節電志工培訓僅限於授課，
費用途、角色及與 EDC 之分工。
缺乏實務經驗，以致效益不彰；故本計畫
將組織上開大專院校節電志工，藉由所學
運用於實際節能輔導業務，建立官學合
作，其經費 470 萬元為診斷 20 戶集合式
住宅、報告撰寫及機關行政作業費。
因診斷戶為 20 戶，如另有需節能診斷的
集合式住宅，本市也將媒合 EDC，借助其
輔導產業中小能源用戶(營業場所)的實
務經驗與技術，協助本市集合式住宅(非
營業場所)落實節能減碳工作。
4.建議設置儲能設備補助計畫，執行上可定 4.本府將持續追蹤儲能設備運作情形，並彙
期追蹤儲能設備建置後之運作情形，以利
整成效提報貴部，詳 P29。
後續結案成效之呈現。
5.建議服務業綠建築補助執行上，可擇案回 5.服務業綠建築補助本府依據往年輔導受
訪補助後成果，做成相關案例作為後續推
廣使用。

補助單位業者執行經驗與建議研擬(詳
P30)，本府亦將依據辦理情形彙整成果提
報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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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31 日止，計 48 個月
行
期 第三期 自 109 年 6 月 1 日起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計 19 個月
程
承諾

107 至 109 年戶均用電與 106 整年戶均用電量比較，節電率 1%。

節電目標 第一期：8,500 萬度

第二期：8,500 萬度

工作項目
申請經費
額度

第三期：8,500 萬度

全程

節電基礎工作

單位：仟元 因地制宜

總計
其他經費 □自籌款，金額
來源 □其他機關補助，機關名稱

第三期
24,000

8,000

96,226.796

32,717.110

120,226.796

40,717.110

(仟元)
，金額

(仟元)

計畫內容摘要：(至多以一頁為原則)
一、計畫預計推動項目：
(一)節電基礎工作：
1.節電稽查輔導：訪視輔導本市 20 類指定能源用戶落實能源管理法，及稽
查本市 12 大賣場節能標章及標示。
2.在地能源使用情形研究：建立在地化住商部門能源消費細部資料，掌握各
用戶能源消費特性。
3.專責組織與人力建置：成立「桃園市『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計畫」專
案辦公室，含專案主持人及專任助理數名。
4.節電志工組織合作：培訓大專院校節電診斷人員，並協助集合式住宅節能
診斷計畫。
5.公民參與：辦理專家及公民節電研討會，提供本市節電政策探討及建議。
6.節約能源教育與推廣：辦理本市國民小學能源教育推廣活動。
(二)因地制宜措施：
1.夏日節電行銷宣傳：結合桃園購物節辦理節電宣導活動。
2.機關學校及服務業節能改善補助，預計推動措施如下：
(1)辦理本市儲能設備補助計畫。
(2)辦理本市服務業綠建築暨智慧用電綠色交通運具補助計畫。
3.集合式住宅節能推廣活動，預計推動措施如下：
(1)辦理本市集合式住宅節電計畫，節能診斷輔導。
(2)辦理本市優良公寓大廈及節能標竿社區評選活動。
i

4.區里節電推廣活動，預計推動措施：辦理本市區里節電知識培訓課程。
二、計畫預期效益：
(一)質化節電效益：
1.落實本市服務業能源管理法第 8 條及第 14 條政令宣導。
2.成立節電專案辦公室，協助節電行政事務及設備汰換補助推廣事宜。
3.完成本市住宅、服務業暨農業部門及機關學校能源消費研究。
4.培訓大專院校節能診斷人才。
5.持續加強節約能源教育宣導。
6.推廣綠建築及綠色交通運具，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7.推廣儲能設備，抑低尖峰用電。
8.以親民方式傳遞節電知識，建構節電氛圍。
(二)量化節電效益：
1.補助裝置容量約 700kW 儲能設備，可降低約 16 萬 8,000kWh 年用電。
2.預計補助約 45 戶服務業完成隔熱改善。
3.完成集合式住宅節能推廣活動，預計 20 處集合式住宅受惠。
4.完成優良公寓大廈暨節電標竿社區評選活動，預計表揚 120 處社區。
5.完成區里里民節電知識課程研習活動，預計約 3 萬名市民參與。
承辦局處 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聯絡人

姓名 周智業

職稱 股長

Email 10017047@mail.tycg.gov.tw

電話

傳真 033313597

手機 0958612772

033322101#5266

地址 330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1 號前棟 2 樓
申請縣市：(機關用印)

負責人：(縣市首長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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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全程計畫
一、背景說明
隨著時代的進步與科技的發達，人類對能源的需求越來越多，相對
的耗損也越來越多，也因燃燒石化燃料的同時，所排放的二氧化碳
(CO2)、二氧化硫(SO2)，使得全球異常的變遷現象日益明顯，不僅影響
人類的健康也嚴重破壞生態。因此世界各國紛紛以「節能減碳」做為能
源發展的重要政策，推動各項節電減碳措施，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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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達成這樣的目標，開發綠色無污染的能源就成
為能源政策非常重要的一環。台灣能源高度依賴石油，為貫徹「節能減
碳」目標，開發綠色環保能源更成為國家能源政策重中之重。因此行政
院於 97 年 6 月 5 日核定的「永續能源政策綱領」
，明訂未來數年內將提
高能源效率、發展潔淨能源及確保能源供應穩定，達到「能源、環保與
經濟」三贏的政策目標，更突顯出政府對於「節能減碳」相關議題的重
視。
本市位於北台灣地理與人口、經濟中心，為各產業軸帶之樞紐，人
口及產業皆持續移入，依據下表一的統計資料，本市總人口數每年皆呈現
正成長之情形；用電量部分，除了 97 年及 98 年，受全球金融海嘯影響，
售電量有明顯減少之情形外，其餘年度總用電量均出現持續成長的狀況。
除了反映出本市於升格後之榮景，亦顯現出節電政策推行的必要性。
表 一、本市人口數、售電量、人均售電量之變化數據
年度

人口數

人口
成長率

售電量(度)

96

1,934,968

-

26,752,994,570

97

1,958,686

1.23%

24,984,349,521

1

售電
成長率
-6.61%

人均
售電量
13,826
12,756

人均售電
成長率
-7.74%

98

1,978,782

1.03%

24,770,327,661

-0.86%

12,518

-1.86%

99

2,002,060

1.18%

26,929,782,667

8.72%

13,451

7.50%

100

2,013,305

0.56%

27,576,728,667

2.40%

13,697

1.83%

101

2,030,161

0.84%

27,272,721,637

-1.10%

13,434

-1.92%

102

2,044,023

0.68%

27,789,121,020

1.89%

13,595

1.20%

103

2,058,328

0.70%

27,791,395,319

0.01%

13,502

-0.69%

104

2,105,780

2.31%

27,814,412,311

0.08%

13,209

-2.17%

105

2,147,763

1.99%

28,440,496,287

2.25%

13,242

0.25%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主計總處網站、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網站)

由於地形、地質的關係，桃園台地最主要的地理特色，就是遍佈
供農田灌溉用的人工埤塘，埤塘最多曾達 8,846 個，贏得「千塘鄉」
的美稱，造就桃園的「埤塘文化」。在行政區域劃分方面，本市共分為
13 個區(如圖一)，分別為桃園區、中壢區、平鎮區、八德區、楊梅
區、 大溪區、蘆竹區、龜山區、龍潭區、大園區、觀音區、新屋區、
復興區。其中以復興區面積最大，八德區為最小。本市土地面積約
1,220 平方公里，其中最大的市區為山地區復興區，面積 350 平方公
里，約佔本市面積的 1/3；最小的市區為八德區，面積僅 33 餘平方公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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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桃園市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
圖 一、本市 13 行政區分布圖

因本市得天獨厚之地理環境，奠定了由農業轉型為工業的基礎，
並在政府經濟建設計畫持續的推動下，各大工業區陸續成立，至今有
30 個工業區，年產值新台幣 2.87 兆元，連續 12 年全國第 1。然而，
上述情形亦反映在其用電情形，經統計本市工業部門及住商部門(含機
關學校、住宅及服務業暨農業部門)105 年總用電佔全國用電 13.41%，
為全國第 2 高。圖二為本市 106 年工業部門及住商部門用電比例，工
業部門占比約 70%，住商部門占比約為 30%。惟因工業部門節電相關
政策仍屬中央機關主導，住商部門節電為中央機關與各地方政府共
推，因此，圖三再細分住商部門用電，其中服務業及住宅用電比例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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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約 92%以上，機關學校占了約 8%，顯示了本市如欲降低住商部門
用電，服務業住宅部門可發掘不少節電潛力。

住商,
30.89%

工業,
69.11%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網站)
圖 二、本市 106 年工業部門及住商部門用電比例

機關學校,
7.18%
住宅,
50.07%

服務業暨農
業, 42.75%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網站)
圖 三、本市 106 年機關學校、住宅、服務業暨農業部門用電比例

本市自 104 年起，配合經濟部辦理「智慧節電計畫」
，為首次中
央與地方共同推動節電政策。計畫期間致力於機關學校、住宅及服務
業部門節電措施，並引進外部協力廠商及顧問，協助計畫之進行，包
4

括專案管理、成立節能網站宣導節電方法及各項措施、舉行相關夏日
節電行銷宣傳活動，並辦理節能改善補助計畫，建構本市節電氛圍。
本市於智慧節電話期間，統計 104 年 4 月至 105 年 3 月，全年共節電
1,724 萬 5,975 度，節電率 0.22%，節電成績為 6 都第 3，全國第 6 之
佳績，榮獲縣市「節電優良獎」
，亦獲經濟部能源局「104 年縣市創意
節電競賽活動計畫─縣市創意獎」佳作獎項。
此外，為夏季電力供應吃緊，倡導市民於夏月用電尖峰期間減少
用電，本市亦推動 105 年度經濟部「夏月．節電中」縣市競賽活動計
畫，並於 A 組(直轄市組)，榮獲節電優良縣市。
為延續其節電能量，本市亦持續配合經濟部能源局推動 106 年度
經濟部「夏月．節電中」縣市競賽活動計畫，並於 106 年 1 月 1 日起實
施「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自治條例」。本市致力於相關節能減碳成
果亦反映至用電數字上，表二為本市 106 年夏月期間住商部門用電與
去年同期比較表，機關學校用電微幅成長 0.04%，查其原因應為局處外
移導致用電戶數增加。其餘住宅及服務業暨農業部門用電皆有下降之情
形。此外，分析其總用電量，本市於夏月期間(6-9 月)節電量為 1 億 1,336
萬度電，以每度電排碳量 0.537 公斤及大安森林公園每年二氧化碳吸收
量 389 公噸換算，相當於 156 座大安森林公園的吸碳效果。
表 二、本市 106 年夏月期間住商部門用電與去年同期比較表
用電部門
機關學校

總節電度數(單位：度)
106 年 6-9 月
與去年同期比較

總節電率
(單位：%)

戶均節電率
(單位：%)

-97,573

-0.04%

0.90%

住宅

95,462,301

5.66%

5.7%

服務業暨農業

17,995,757

1.28%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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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113,360,485

3.40%

*

備註：節電率部分正值為有達到節電效益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網站)

比較 6 都 106 年住商用電與去年同期比較，本市節電率為正值，
顯示中央與地方政府共推節電政策已有初步成效。本市節電率為 6 都
第 2，其中住宅部門節電率 0.97%為六都最高，表示節電氛圍塑造，
已串聯市政府→各行政區→全市市民及產業，落實由上而下傳遞節電
觀念，期在政府、企業、社區及市民共同努力下，結合本市各區里全
體動員，攜手打造低碳永續家園。
表 三、6 都 106 年住商部門用電與去年同比較表
部門
縣市
新北
市

台北
市

桃園
市

台中
市

台南
市

高雄
市

住宅

服務業暨農業

機關學校

合計

節電量(度)

30,037,587

-57,854,320

1,598,782

-26,217,951

節電率(%)

0.36%

-0.99%

0.23%

-0.18%

節電量(度)

44,590,561

59,871,489

24,532,547

128,994,597

節電率(%)

0.80%

0.73%

1.57%

0.84%

節電量(度)

42,211,234

-28,515,864

9,965,767

23,661,137

節電率(%)

0.97%

-0.78%

1.59%

0.27%

節電量(度)

31,022,572

-176,886,748

84,601,310

-61,262,866

節電率(%)

0.56%

-3.21%

10.18%

-0.51%

節電量(度)

3,792,685

-36,391,567

39,880,847

7,281,965

節電率(%)

0.10%

-1.24%

6.90%

0.10%

節電量(度)

-9,580,018

-75,099,990

23,000,118

-61,679,890

節電率(%)

-0.17%

-1.69%

2.25%

-0.56%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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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目標
本市近年為全國少數經濟與人口皆屬於正成長的城市，亦為工商
大縣，而發展中的亞洲矽谷及航空城計畫更是國家級旗艦計畫，本市產
業發展的永續目標就是要朝向綠色經濟與循環經濟，希望以「綠色低碳」
、
「永續智慧」
、「生態保育」、
「韌性城市」這四大目標發展。
在如此經濟發展願景下，本市的節能減碳政策將成為一項常態化、
永續發展的施政方向。惟本市自 103 年 12 月 25 日升格，尚屬發展中之
直轄市，許多基礎建設、民生政策及產業正蓬勃發展中，因此目前節電
相關政策仍需依賴中央補助款，以奠定本市節電政策良好的基礎。本市
未來主要節電規劃為將建構「適當政策」
、
「效率推動」
、
「能源教育」之
三大指標發展，並持續積極配合中央節電政策，爭取補助款，達到經濟
發展及永續發展雙贏之局面，營造有助節能減碳之發展氛圍，以達成節
電目標，並期盼邁向低碳綠色城市發展。

適當政策

能源教育

效率推動

本市推動 107-109 年有 4 大政策目標，分別概述如下：
(一) 提升地方能源治理能力：
1.本市已於 106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自治條
例」
，全面劃分本府各局處推動低碳環境教育及生活、低碳城市及
建築、低碳產業及低污染交通等節能減碳政策，落實地方能源治
理。
7

2.本府將於 107 年成立綠能辦公室，亦配合「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
動」計畫組織專案辦公室，兩者相輔相成，統籌管理本府能源政
策，並召開跨局處工作會議，確認各單位權責之地方能源推動業
務。
(二)帶動能源經濟：
1.藉由設備汰換補助，帶動能源管理產業、節能家電照明產業、節
能設備產業、能源技術服務業等關鍵性產業。
2.持續推展屋頂種電及埤塘發電等措施，以再生能源發展模式，達
成減少用電之目的。
(三)減少用電量並抑抵夏月尖峰用電：
1.積極補助轄內服務業汰換老舊耗電設備，並扭轉市民用電習性，
承諾每年節電率為 1%。
2.透過在地能源電力消費研究建立用電標準與節能機制。
3.落實能源管理法，積極查核服務業照明、動力、電熱、空調、冷
凍冷藏或其他使用能源之設備，是否符合能源之使用及效率。
4.推動夏日節電行銷宣傳，鼓勵民眾外出，透過共餐及冷氣共享，
減少家中冷氣空調用電。
(四)落實能源教育
1.由各區鄰里長及大專院校節電志工組織，共構節電氛圍。
2.舉辦能源教育學藝競賽，鼓勵學生創意發想並學習節約能源相關
知識。
3.結合網路社群，e 化教育宣導，永續經營現有節電網站及粉絲團，
實現宣導無障礙、無時差之便利性。
三、計畫內容
(一)節電基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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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經濟部能源局「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作業要點」
，節電
基礎工作部分執行項目包括節電稽查輔導、在地能源使用情形研究、
專責組織與人力建置、節電志工組織合作、公民參與、節約能源教育
與推廣等地方能源治理能力建構與節電氛圍型塑之工作。
1.節電稽查輔導：
經濟部為有效建立全民共識，選擇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具擴
散效果且能源使用量較高之 20 大服務業做為列管對象，以達宣導
示範效果，以「冷氣不外洩」
、
「禁用鹵素燈」與「室內冷氣溫度限
值」等 3 項節約能源規定，作為主要推動項目。中央結合各地方政
府於 103 年、105 年及 106 年經濟部「夏月節電中」縣市競賽中(104
年未具辦)將共同訪視宣導特定能源用戶於 3 項節能規定納入指標
中，故地方政府亦有相當之經驗。藉由政府機關人員現場訪視宣導，
並約束以不當使用能源方式，盼能減少能源使用的無效率及浪費。
配合經濟部節電政策及能源管理法第 8 條，本市將依「指定能
源用戶應遵行之節約能源規定」
，辦理訪視輔導 20 類指定能源用戶
應遵行之節約能源規定。其中，各階段推動措施為現場訪視宣導 300
戶所轄 20 類指定能源用戶之營業場所落實能源管理法規定，並針
對各店家宣導。
此外，本市為鼓勵廠商生產節約能源之高效率產品及引導消費
者優先選用節能標章產品，保障消費者權益，將於各大賣場辦理節
能標章產品稽查。依據能源管理法第 14 條，能源設備或器具之能
源效率，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容許耗用能源之規定，並應標示能源
耗用量及其效率。使用能源設備或器具之種類、容許耗用能源基準
與其檢查方式、能源耗用量及其效率之標示事項、方法、檢查方式。
2.在地能源使用情形研究：

9

本市升格為直轄市後，產業及人口數量皆呈現正成長，對能源
的消費需求量亦逐年俱增。經統計 102-105 年本市公司登記家數、
人口數及用電情形，自本市升格前一年至 105 年，公司登記家數、
人口數及用電戶數皆呈現正成長的趨勢；總售電情形部分，趨勢為
先升後降再升，應與景氣循環有相關；值得注意的是，自 102-105
年，戶均用電情形有逐年下降之情形，顯示雖然總用電沒有逐年減
少，但是單位用電已減少，表示本市用電戶已有節電意識，節電氛
圍之建構，成效已見初步成果。
表 四、本市 102-105 年公司登記家數、人口數及用電情形

年
別

公司登記
(家)

人口數
(人)

用電戶數
(戶)

總售電量
(度)

戶均售電量
(度)

102

50,323

2,044,023

1,102,443

27,789,121,020

25,207

103

52,155

2,058,328

1,128,992

28,063,870,494

24,857

104

54,207

2,105,780

1,159,018

27,814,412,311

23,998

105

56,472

2,147,763

1,189,699

28,440,496,287

23,906

57,000
公 54,000
司
登 51,000
記
家
48,000
數
45,000
102

103

104
年度

10

105

2,200,000

人
口
數

2,100,000

2,000,000

1,900,000
102

103

104

105

104

105

年度

1,200,000

用 1,150,000
電
戶
數 1,100,000

1,050,000

102

103
年度

28,500,000,000

總 28,000,000,000
售
電
量 27,500,000,000

27,000,000,000

102

103

104
年度

11

105

26,000

戶 25,000
均
售
電
24,000
量

23,000

102

103

104

105

年度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主計處網站、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網站)

為因應「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計畫」，本計畫將針對住宅、
機關學校與服務業進行能源消費的研究，探討本市在人口及產業迅
速發展的情況下，該如何因應此趨勢了解本市能源消費情形及制定
更具節電效益之節電政策，因此能源消費與節能政策研究益顯重要。
本計畫能源消費研究之重點為分析縣市住商部門能源消費之
設備特性與建築特性，掌握區域能源消費熱點，評估節約能源認知
與落實程度，給予節能策略及推動重點。
3.專責組織與人力建置：
本市將成立「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專案辦公室，並委託專
案管理團隊協助計畫推動，成員包括計畫主持人 1 人、協同計畫主
持人 2 人及 4 位專任助理。團隊成員之專長包括能源科技、能源教
育、產業分析、能源經濟、農業經濟、專案管理等，且須具豐富的
能源議題之研究與實務經驗，於相關領域具有豐沛的人脈，掌握外
部資源。另外未來執行計畫時，將邀請外部專家參與計畫之諮詢，
成員將包括台電、學術界、研究機構、環保團體、及媒體公關等等，
為本府建立豐沛人才資料庫。
本計畫專案辦公室架構圖如圖六，計畫工項分為節電宣導及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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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補助兩大類，由計畫主持人統籌管理，各類工項均對應一位協同
計畫主持人負責協調與督導，並配置專任助理 2 位襄助節電業務，
並定期由計畫主持人召集計畫管考會議，確認各項工作執行進度及
待解決事項。

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計畫主持人

協同計畫主持人A
(節電宣導業務)

協同計畫主持人B
(設備補助業務)

專任助理2名

專任助理2名

圖 四、本府節電專案辦公室組織架構圖

4.節電志工組織合作：
過去本市為推廣在地節電，邀請里長、里幹事等參與節電志工
培訓課程，期能在地化推廣能源教育，並加強宣導節能理念，後續
配合節電宣導概念，以此使節約能源知識及具體措施達到「全面化」
，
並於 106 年夏月節電中縣市競賽計畫期間，成立桃園市節電志工團
50 人。本市轄內 13 行政區志工皆有參與節電培訓課程，並於授課
完畢後提供結業認證書於各節電志工。課程內容含氣候變遷討論、
簡述再生能源或替代能源發展情形、本國能源供給之困境、檢視居
家電力使用狀況、提供節能妙計，認識節能標章、能源效率比等。
盼各節電志工從自身節能低碳生活實踐的分享中，思考如何輕鬆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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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省錢省能，保護環境，達到低碳好生活的目的，並分享於其他
住戶，響應全民共節能。
然而培育區里節電志工已行之有年，區里節電組織已成熟。因
此，本府經濟發展局業於 106 年 3 月開始中原大學電機系合作，提
供轄內用電戶免費估算契約容量服務，節省電費開支，開啟本府與
大專院校節電志工合作首例。鼓勵學生發揮自身專業，以具體行動
服務社會，呼應節電志工之核心理念，為本市發展節電志工組織重
要的一環。
本府已於智慧節電計畫期間，針對轄內 107 家服務業進行節能
診斷輔導計畫，實施對象並無本市集合式住宅。本計畫擬委由「縣
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專案辦公室召集本市各大專院校機電科系學
生，辦理大專院校節電志工培訓活動，進行節能診斷輔導研習課程，
並配合因地制宜計畫內，辦理本市集合式住宅節能診斷輔導活動，
進行現場節電技術診斷，提出節能改善和電能管理之建議方案，並
評估導入能源管理系統(EMS)之可行性。
5.公民參與：
智慧節電計畫為中央與地方政府首次共推節電政策，亦是開放
公民參與政府節能減碳政策的先例，實踐能源民主。透過社會力與
地方政府的公私協力，有助於各縣市發展在地化能源轉型。本市過
去亦邀集許多機關學校、住宅或服務業部門代表、節能及能源管理
領域專業學者、關注環境議題之公益團體代表參與專家及公民節電
座談會，由本府擬定議題，匯集諮詢專家之意見並據以執行。
本計畫將定期召開本市節電專家諮詢委員會，邀集過去參與本
市節電政策之專家學者及公民團體，並針對「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
動」節電進度進行列管。由本府經濟發展局報告進度，委員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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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監督管考及意見提供，並進行滾動式檢討，開啟公民參與節電
政策之平台。

政策意見回饋

執行進度管考

節電專家
諮詢委員會
節電經費監督

研議節電措施

另本市將於 107 年起成立綠能辦公室，亦將研議成立地方能
源委員會，由公眾參與能源轉型相關決策為施政方針，藉助公民的
力量，共同面對能源轉型的考驗。市府可藉由地方能源委員會，共
同推動地方能源發展，並由公民進行意見回饋與監督，強化地方政
府能源治理能力，落實本市實現能源轉型及低碳綠色城市之願景。
6.節約能源教育與推廣：
為配合經濟部能源局 106 年度「輔導學校推動能源教育委辦計
畫」
，以及落實師生能源教育的創意構想與行動實踐。本府經濟發展
局已於 106 年結合「全國能源教育重點學校桃園市代表」莊敬國民
小學辦理「能源教育競賽活動」
，莊敬國民小學擔任本市能源教育重
點學校已行之有年，更於 104 年榮獲經濟部能源局「節約能源績優
獎暨推動能源教育績優獎」的北區傑出獎。
為延續能源教育推廣，本計畫仍將結合本市能源重點學校推動
能源教育學藝競賽活動，以募集徵件方式激發國小學童創意，並提
供適當誘因鼓勵學童學習能源知識。此外，亦運用能源教育資訊網，
提供能源教育教材及學習單，並持續辦理全市能源教育推廣活動，
及於能源教育週辦理相關校園節電宣導活動。
(二)因地制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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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部分執行項目將因應本市特性，加強推動在地節電事務，以及
營造節電氛圍。為利了解本市用電情形及趨勢，以訂定因地制宜之節
電措施，有關本市機關學校、服務業、農林漁牧業及住宅部門 106 年
1-9 月用電分析如下列 4 張表，結論如下：
1.機關學校部門：
與去年同期比較，地方政府部分抄表戶數增加，用電度數減少。
表示雖然本府有局處搬遷之情形，但是節約能源行動執行及成效考
核計畫已有驅動各機關學校自主性更換節能設備。然而，經本府盤
點，本府及部分機關仍持續使用傳統 T8 螢光燈管，故節電率 0.81%
仍有相當大的進步空間，故將會持續協助更換省電 LED 燈管；包
燈部分節電成效良好，顯示本市更換 LED 路燈之節電成效已展現；
大專院校用電量及抄表戶數皆增加，仍具節電潛力。
表 五、本市 106 年 1-12 月機關學校部門用電資訊分析
單位/用電資訊

地方政府
售電度數

期間/成長率

中央政府

抄表戶數

售電度數

抄表戶數

106 年 1-12 月

98,904,774

6,284

90,235,624

1,159

105 年 1-12 月

99,638,393

6,253

92,986,286

1,159

成長率

-0.81%
包燈

單位/用電資訊

0.49%

售電度數

-0.23%

期間/成長率

售電度數

106 年 1-12 月

203,529,398

148,282

223,543,802

318

105 年 1-12 月

211,132,897

141,182

222,421,789

314

-2.68%

5.30%

1.65%

1.69%

成長率

抄表戶數

-1.20%
大專院校

抄表戶數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網站)

2.服務業部門：
與去年同期比較，服務業部門 800kW 以上、800kW 以下及表
燈用電戶數皆增加，用電度數 800kW 以下及小於 800kW 用電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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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微幅下降以外，表燈營業用電度數高於去年同期。然而，查其
用電成長率，皆低於抄表戶數成長率。此現象表示，本市服務業
產業持續以高度成長趨勢移入，但是戶均用電已呈現下降趨勢，
如搭配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盼總用電可同時減少，降低夏
季缺電風險。
另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部分，包含汰換老舊照明、無風
管冷氣機、智慧照明及能源管理系統部分。本市為考量夏季高
溫，空調使用需求量大，故於因地制宜計畫部分，增加補助服務
業隔熱設施及空氣門簾等可有效降低室內溫度，減少空調運轉之
補助。
表 六、本市 106 年 1-12 月服務業部門用電資訊分析
單位/用電資訊
期間/成長率
106 年 1-12 月
105 年 1-12 月

800kW 以上
售電度數

小於 800kW

抄表戶數

售電度數

抄表戶數

1,038,554,299

1,371

940,374,850

50,173

1,042,866,443

1,319

941,839,509

49,657

-0.16%

1.04%

成長率

-0.41%

3.94%
表燈

單位/用電資訊
售電度數

期間/成長率
106 年 1-12 月
105 年 1-12 月

抄表戶數
1,659,336,041

507,876

1,625,915,421

493,198

2.06%

2.98%

成長率
單位/用電資訊

800kW 以上
戶均用電

期間/成長率
106 年 1-12 月
105 年 1-12 月
成長率

小於 800kW
戶均用電

757,515.90
790,649.31
-4.19%

3.農林漁牧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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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燈
戶均用電

18,742.65
3,267.21
18,966.90
3,296.68
-1.18%
-0.89%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網站)

與去年同期比較，基本上用電戶皆呈現正成長，此外，林業
及伐木業和漁業用電成長較明顯，惟因其佔比較低且經費有限，
故本計畫無針對農林漁牧部門分配相關推動經費。
表 七、本市 106 年 1-12 月農業部門用電資訊分析
單位/用電資訊
期間/成長率
106 年 1-12 月
105 年 1-12 月
成長率
單位/用電資訊
期間/成長率
106 年 1-12 月
105 年 1-12 月
成長率

農、牧、狩獵
售電度數
抄表戶數

林業及伐木業
售電度數
抄表戶數

21,366,509
2,394
20,840,859
2,232
2.52%
7.26%
漁業
售電度數
抄表戶數

35,880
12
29,920
12
19.92%
0.00%
其他
售電度數
抄表戶數

6,446,720
6,244,434
3.24%

1,135
3,715,963
1,721
1104
3,577,812
1,740
2.81%
3.86%
-1.09%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網站)

4.住宅部門：
與去年同期比較，表燈非營業用電(一般住戶)電戶數呈現微幅
成長，用電成長卻明顯下降，表示本市節電氛圍已深入家家戶
戶。為動員市民持續響應節電，本計畫擬辦理夏日節電行銷宣
傳，提供適當誘因鼓勵民眾於夏季多多外出至戶外，減少家電及
冷氣使用量。此外，亦結合各區里長辦理相關節電措施，如辦理
節電知識培訓課程、補助寺廟更換 LED 光明燈、等，由里長動員
里民，共同打造低碳節能社區。
此外，針對無法歸類之家庭用電部分，多為集合式住宅公設
用電。因本市升格，人口及生活品質皆提升，公寓大樓林立，用
電戶數成長達以上 6%，亦帶動用電成長。如同服務業用電之情
形，該項用電成長率(1.94%)遠低於用電戶成長率(6.46%)，表示戶
均用電度數較去年同期有減少之現象。本市於智慧節電計畫期
間，僅針對服務業用電部門辦理節能診斷服務。然而，許多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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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樓屬於須簽訂契約容量之低壓或高壓用電戶，頗具節電潛力，
且社區管委會主委亦為住戶，對於節電相關知識較不足。故本計
畫因地制宜部分將納入集合式住宅節能診斷服務，並由本市大專
院校節能診斷志工團隊深入社區，提出社區具體節能改善和電能
管理之建議方案。不僅可替社區住宅診斷不必要耗電之情形，並
且可藉由實作培養專業技能，達到節電效益與人才培訓之目的。
本計畫住宅部門節電推動目標為建構節電氛圍，提升市民節
電知識，扭轉用電習慣。故透過夏日節電行銷宣傳、鄰里長訊息
傳遞機能及集合式住宅節能診斷活動，分享節電資訊及知識。各
局處配合部分，區里節電推廣活動將由民政局及各區公所主責，
集合式住宅節能診斷輔導活動由建築管理處主責，藉由相關機關
之專業，使節電成效事半功倍。
表 八、本市 106 年 1-12 月住宅部門用電資訊分析
單位/用電資訊
期間/成長率
106 年 1-12 月
105 年 1-12 月
成長率

表燈非營業用電
售電度數
抄表戶數
4,050,217,469
4,098,085,548
-1.17%

無法歸類之家庭用電
售電度數
抄表戶數

5,916,270
247,608,046
38,397
5,915,002
241,951,201
36,203
0.02%
2.34%
6.06%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網站)

綜上，本府欲推行之因地制宜部分可分為夏日節電宣傳、儲能補
助、服務業綠建築隔熱及交通運具補助、集合式住宅節能推廣活動與
區里節電推廣活動 5 項。

四、執行組織架構
本計畫組織架構將結合「桃園市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節約能源
行動執行及成效考核計畫」
，成立本府節約能源推動小組，由副市長擔
任召集人、秘書長擔任副召集人、經濟發展局局長擔任執行秘書，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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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教育局、都市發展局、地政局、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主計處、環
境保護局、水務局、財政局、工務局、社會局、交通局、警察局、文化
局、農業局、勞動局、衛生局、消防局、地方稅務局、客家事務局、觀
光旅遊局、秘書處、人事處、原民局、法務局、新聞處、政風處、體育
局、青年事務局等機關首長、或副首長擔任委員，必要時得邀請省電之
管理專家或學者擔任顧問。該委員會原則每半年召開節約能源堆動小組
會議一次，節約能源推動情形、節能目標執行成效、節能目標量及各階
段執行策略之擬定，及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執行進度達成率與經費執
行率。
另有關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計劃各工項，其中節電基礎工作及
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將由本府經濟發展局主辦。因地制宜部分，集
合式住宅節能推廣活動將由本府建築管理處主辦；區里節電推廣活動將
由本府民政局及本市各區公所主辦。

五、計畫經費
本計畫全程執行經費係依經濟部「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審查小
組」審查會議結果提報，全程計畫經費為新臺幣 646,873,196 元，其中
節電基礎工作經費為新臺幣 24,000,000 元、設備汰換及智慧用電工作
經費為新臺幣 526,646,400 元及因地制宜工作經費為新臺幣 96,226,796
元。
表 九、全程計畫經費表

科

目

經費分配 ( 仟元 )
第1期

第2期

第3期

節電基礎工作

8,000

8,000

8,000

因地制宜措施

31,754.843

31,754.843

32,717.110

小 計

39,754.843

39,754.843

40,717.110

全程建議經費

120,226.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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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預期成果及效益
本市推動節電政策係以建構低碳綠色城市，永續發展為目標，而
在經濟的效益上則希望結合在地特色並配合帶動區域產業發展，鏈結境
內節能相關產業鏈，提升節能產業鏈之附加價值。
另本計畫亦會帶動節能產業發展，包括能源管理產業、節能家電照
明產業、節能設備產業、能源技術服務業、綠建築、再生能源…等關鍵
性產業。為落實節電政策延續性，本計畫之所有工項皆連續 3 年推動，
因此藉由經費的挹注下，節電效益及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預計完成數如
下表。
表 十、全程計畫預期成果及效益表
計畫
期別
節電
工作

節電
基礎
工作

第1期

第2期

(107 年 1 月 1 日
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108 年 6 月 1 日
至 109 年 5 月 31 日)

1.完成 20 類指定用戶能源
管理訪視輔導 300 戶，
可節省約 129 萬度電。
2.完成本市轄內 12 大電器
零售賣場節能標章產品
稽查 20 戶。
3.成立節電專案辦公室。
4.完成本市住宅部門能源
消費研究報告。
5.組織節電專家諮詢委員
會研討節電議題，共計
3 場次。
6.辦理本市國民小學能源
教育學藝競賽活動 1 場
次，預計轄內 187 間國
民小學響應。

1.完成 20 類指定用戶能源
管理訪視輔導 300 戶，
可節省約 129 萬度電。
2.完成本市轄內 12 大電器
零售賣場節能標章產品
稽查 20 戶。
3.續辦節電專案辦公室。
4.完成本市服務業暨農業
部門能源消費研究報
告。
5.召集節電專家諮詢委員
會研討節電議題，共計
3 場次。
6.辦理本市國民小學能源
教育學藝競賽活動，預
計轄內 187 間國民小學
響應。

因地
制宜

1.完成結合本市市民卡節
電促銷活動及藝文活

1.完成結合 2019 桃園購物
節辦理節電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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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期
1.完成 20 類指定用戶
能源管理訪視輔導
300 戶，可節省約
129 萬度電。
2.完成本市轄內 12 大
電器零售賣場節能
標章產品稽查 20
戶。
3.續辦節電專案辦公
室。
4.完成本市機關學校
部門能源消費研究
報告。
5.組織節電專家諮詢
委員會研討節電議
題，共計 3 場次。
6.辦理本市國民小學
能源教育學藝競賽
活動，預計轄內
187 間國民小學響
應。
1.完成結合 2021 桃園
購物節辦理節電宣

措施

動，預計 1 萬民市民參
與。
2.「桃園市政府暨所屬各
機關學校節約能源行動
執行及成效考核計畫」
補助，並減少機關學校
用電約 200 萬度。
3.完成服務業綠建築暨智
慧用電綠色交通運具補
助計畫，綠建築預計 15
戶受惠，綠色交通運具
預計補助 800 台。
4.完成集合式住宅節能診
斷，預計 20 處集合式住
宅受惠。
5.完成優良公寓大廈暨節
電標竿社區評選活動，
預計表揚 40 處社區。
6.完成區里里民節電知識
課程研習活動，預計約
1 萬名市民參與。
7.完成寺廟神明燈及光明
燈更換 LED 燈補助計
畫，預計 42 間寺廟可受
惠，可年省 112 萬度
電。

預計 1 萬民市民參與。
2.「桃園市服務業(含機關
學校)設備汰換與智慧用
電」補助計畫，年節電
量約 197.784 萬度。
3.完成服務業綠建築暨智
慧用電綠色交通運具補
助計畫，綠建築預計 15
戶受惠，綠色交通運具
預計補助 800 台。
4.完成集合式住宅節能診
斷，預計 20 處集合式
住宅受惠。
5.完成優良公寓大廈暨節
電標竿社區評選活動，
預計表揚 40 處社區。
6.完成區里里民節電知識
課程研習活動，預計約
1 萬名市民參與。
7.完成節能里集會所及活
動中心建置，預計 16
所可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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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活動，預計 1 萬
民市民參與。
2. 完 成 補 助 裝 置容 量
約 700kW 儲 能 設
備，可降低約 16 萬
8,000kWh 年用電。
3.完成服務業綠建築
暨智慧用電綠色交
通運具補助計畫，
綠建築預計 15 戶受
惠，綠色交通運具
預計補助 800 台。
4.完成集合式住宅節
能診斷，預計 20 處
集合式住宅受惠。
5.完成優良公寓大廈
暨節電標竿社區評
選活動，預計表揚
40 處社區。
6.完成區里里民節電
知識課程研習活
動，預計約 1 萬名
市民參與。

貳、第三期計畫
一、承諾節電目標
本市承諾節電目標為 109 年 1-12 月用電量與 106 年 1-12 月比較，
節電率 1%，節電量預估為 5,300 萬度電。

二、節電基礎工作
(一)節電稽查輔導
為落實能源管理法第 8 條，本計畫將辦理訪視輔導 20 類指定能
源用戶應遵行之節約能源規定，推動措施為現場訪視宣導 300 戶所轄
20 類指定能源用戶之營業場所並宣導，其中零售式量販店、觀光旅
館、百貨公司等 3 類營業場所須至少 30 家，相關辦理方式概述如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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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宣導落實「指定能源用戶應遵行之節約能源規定」
。
3.填寫現場訪視紀錄表，針對不合格之店家依能源管理法第 23 條理
要求限期改善。
4.複查不合格規定店家，並彙整現場訪視成果。
另外依據能源管理法第 14 條，能源設備或器具之能源效率，應
符合中央主管機關容許耗用能源之規定，並應標示能源耗用量及其效
率。使用能源設備或器具之種類、容許耗用能源基準與其檢查方式、
能源耗用量及其效率之標示事項、方法、檢查方式。本市將針對轄內
上新聯晴 3C 賣場、大同 3C、大潤發、全國電子、好市多、好博家、
倍適得電器、家樂福、特力屋、順發 3C 電腦、愛買量販及燦坤實業
等 12 大電器零售賣場進行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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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統計本市 13 行政區店家數總計共 95 間，每期擬針對 20 家
進行現場訪視，相關辦理方式概述如下：
1.現場稽查作業不事先通知賣場店家，由訪查人員隨機到場檢查，
並主動出示公文或識別證，並向賣場店家說明。
2.訪查紀錄表須填寫檢查過程及結果，視需要可拍照存證。
3.如遇賣場店家不瞭解政策執行方式，訪查人員應主動告知依據能
源管理法第 14 條第 1 項及第 3 項規定：
「廠商製造或進口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之使用能源設備或器具供國內使用者，其能源設備或
器具之能源效率，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容許耗用能源之規定，並
應標示能源耗用量及其效率。販賣業者未張貼或不符合能源效率
標示規定：產品不得在國內陳列或銷售。」
4.協助店家、賣場人員將其該產品之能源效率分級標示圖張貼或懸
掛於展示機正面處。
5.現場即時宣導能源效率分級標示為強制性，針對推動公告指定產
品冷氣機、電冰箱、除濕機、安定器內藏式螢光燈泡、即熱式燃
氣熱水器、燃氣台爐、電熱水瓶、貯備型電熱水器等一律要張貼
能源效率分級標示圖。
(二)在地能源使用情形研究
本次為第 3 期本市在地能源使用情形研究，彙整前兩期研究分析
成果，住宅部門來看，高耗電高使用率電器數量與戶內人口數仍然是
影響用電量的主要因素，表示家戶結構特性與能源需求之間具有正向
顯著效果；以服務業來看，服務業的營利銷售額與服務人口數、都市
化程度以及重點發展產業政策密切相關；以政府機關來看，中央政府
單位居於台北市仍為多數，對台北市的相對效率有所影響，而在地方
政府、包燈與大專院校方面，仍然可以發現，地方戶數與人口數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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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對於用電量的影響甚大。
本年度計畫將先彙整文獻中關於研究主題部門政府機關(含地方
政府、中央政府、包燈、大專院校)電力消費及服務業電力消費，根據
各部門電力消費的基礎理論，找出影響能源消費的因素，建構適當的
實證模型。
接著進行資料蒐集與實證工作，例如透過台電或根據行政院主計
總處資料，取得本市政府機關(含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包燈、大專院
校)、服務業研究主題之用電量，彙整與選取適合的解釋變數，搭配實
證模型，得到實證分析結果。
最後根據實證分析結果，說明影響學校電力消費及服務業電力消
費的各種因素及其政策意涵，並就當前的研究限制，提出未來改善本
市用電效率的重點項目。整體而言，本研究有下列四個研究目的：
1.探討文獻中關於機關學校電力消費及服務業電力消費的研究成果，
冀能使本計畫得到更佳的研究結果。
2.根據各部門電力消費的基礎理論，找出影響能源消費的因素，據
以建構適當的實證模型。
3.取得政府機關(含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包燈、大專院校)及服務業
三個研究主題的電力消費資料，搭配解釋變數與實證模型，得到
實證分析結果。
4.根據實證分析結果，說明影響學校電力消費及服務業電力消費的
各種因素及其政策意涵，並就當前的研究限制，提出未來改善本
市用電效率重點項目。
本計畫的研究主題為政府機關（含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包燈、
大專院校）電力消費及服務業電力消費，根據文獻探討、方法特性與
資料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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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計畫的研究主題，預期成果與貢獻可分為政府機關(含地
方政府、中央政府、包燈、大專院校)電力消費及服務業電力消費等，
說明如下：
1.政府機關電力消費預期成果與貢獻：
政府機關(含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包燈、大專院校)電力消費
預期成果方面，與服務業電力消費研究結果較為不同處在於政府機
關的電力消費與所得或產出相關程度低，其電力的所得彈性或產出
彈性不具意義甚至不存在，本研究採用可看出本市的政府機關是否
已經到電力消費有效率階段，或目前處於無效率尚待改進的階段。
2.服務業電力消費預期成果與貢獻：
服務業電力消費以其服務業家數、營業額、氣溫、日照時數與
其他因素為解釋變數，建立推估模型獲得實證結果，不但可以獲得
服務業的電力產出彈性，更可以找出個別廠商與標竿單位成本的差
異，可能來自技術上的無效率及外在因素(非廠商所能控制之因素)
所造成的。
因此，本研究的預期貢獻為彙整台灣地區服務業電力以往研究
結果後，計算出本市與其他直轄市、各縣市的電力消費效率差異，
找出電力消費效率改進的方法，提出合理合宜的節電政策。
(三)專責組織與人力建置
本計畫將成立「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專案辦公室，成員包
括機關承辦員 2 名，並委由專案管理團隊提供服務(團隊成員含計
畫主持人 1 名、協同計畫主持人 2 名及專任助理 4 名)。另外，
「設
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行政作業費用部分將聘用約聘人員 2 名及約僱
人員 4 名，主則辦理節電設備補助事宜。
本次節電計畫工作分配總窗口由機關承辦員 1 名、約聘人員 2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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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專案計畫主持人 1 名承接；依工項內容可區分節電設備補助及夏日
節電行銷宣傳 2 部分；節電設備補助窗口由約聘人員 1 名及協同專案
計畫主持人 1 名承接，節電設備補助部分再切割為輔導推廣及補助案
簽核 2 個工項，輔導推廣由約聘人員 1 名及專任助理 1 名承接，補助
案簽核約僱人員 2 名及專任助理 1 名承接；夏日節電行銷宣傳部分由
機關承辦員 1 名、協同專案計畫主持人 1 名及專任助理 2 名承接。
(四)節電志工組織合作
本府經濟發展局於 106 年 3 月開始中原大學電機系合作，為本市
機關學校、服務業及集合式住宅提供免費估算契約容量服務，為本府
推動大專院校節電志工之先例。為鼓勵具節能專長之學生發揮自身專
業，以具體行動服務社會，呼應節電志工之核心理念，本計畫擬成立
大專院校學生節電志工團，結合本府建築管理處提供集合式住宅節能
診斷服務。預計診斷內容為評估合理契約容量及時間電價，根據過去
電費單資訊評估契約容量訂定是否合理，以免基本電費訂太高多繳基
本電費，或訂定太低則會因超約用電被罰款。除了協助社區管委會減
少電費支出，亦可減少尖峰時間用電。
節電志工組織主要由具備電機、冷凍空調相關資格技師擔任帶隊
官，帶領數名實際參與節能診斷服務之大專院校學生志工，於各服務
社區內辦理節電志工培訓講習，對象主要為各服務社區住戶(含主任
委員或總幹事)，內容包含電費帳單講解、最適契約容量試算與能源管
理系統介紹等，藉由志工從旁協助與指導，使社區住戶更快學習與掌
握節電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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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圖 五、試算最佳契約容量示意圖

(五)公民參與
本計畫將由專案辦公室召開節電專家諮詢委員會，邀集過去參與
本市節電專家學者及公民團體，並針對「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節
電進度進行列管。由本府經濟發展局報告進度，委員會成員進行監督
管考及意見提供，並進行滾動式檢討，開啟公民參與節電政策之平台。
委員會包括 6-10 位委員，含機關學校、住宅或服務業部門代表、節
能及能源管理領域專業學者、關注環境議題之公益團體代表。專案辦
公室將針對歷次會議結論，提出報告及具體建議事項，做為未來節電
政策之參考。
(六)節約能源教育與推廣
為落實能源教育推廣，本計畫結合本市能源重點學校推動能源教
育活動，執行項目為辦理縣市能源教育推廣活動及推動校內能源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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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能源教育學藝競賽活動以徵件方式為主例如作文、4 格漫畫、
圖畫書或專案計畫，並提供適度獎勵，刺激參賽誘因。藉由 3-6 年級
學生能源競賽擴大參與，使學生對能源利用的正確概念做深入性探討。

三、因地制宜措施
(一)夏日節電宣傳
本市自 96 年起辦理「桃園購物節」
，已邁入第 14 屆，連結商
圈協會合作行銷推廣，提昇民眾與產業之間的交流，增添趣味性使
購物體驗加值。商展匯集各地優質廠商及有關特色產品，結合公關
造勢、媒體與網路宣傳，行銷工商產業多元風貌，促成桃園產商業
發展，營造良性消費互動環境。
本次購物節將設置攤位，推廣「購買電冰箱冷暖氣機除濕機退
還減徵貨物稅稅額辦法」
，並提供諮詢服務。
(二)推動設置儲能設備補助
1.本府推動設置儲能設備補助計畫：
為減少夏季尖峰用電，推廣需量反應管理措施及輔助服務，將
辦理建置儲能設備補助計畫，以鼓勵本市用電戶採多樣化能源管理
及使用，並定期追蹤運作情形。
預計補助之儲能設備係指電能之儲存設備，所儲存能量可用於
應急能源，亦可於離峰用電時段進行儲能，在尖峰用電時段輸出能
量，藉此補足尖峰用電，減輕電網波動；其設置容量計算單位為峰
瓩時(kWh)，另此設備之電池本體應非為鉛蓄電池；規劃辦理方式
將依據設備取得的方式不同，提供設備補助及發電量補助兩種方案
供申請人選擇：
(1)採購置者：預估每 kWh 補助 1 萬元；惟建置經費每 kWh 低
於 25,000 元，則補助費用不得逾建置費用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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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採放電量者：於申請當月份 1 日起至截止月份之週一至週五
上午 10 時至 12 時或下午 1 時至 5 時放電(每月以 20 日
計算)，每 kWh 補助 8 元，每案最高補助 99 萬元。
(三)服務業綠建築暨智慧用電綠色交通運具補助
1.服務業綠建築暨智慧用電綠色交通運具補助計畫：
因夏季缺電風險日漸嚴重，其中服務業在尖峰時段空調用電需
求量亦是最高，為減少室外環境熱因素對於室內空調所產生的冷房
負荷耗電量。因此，外遮陽暨屋頂隔熱改善工程能有效改善建築物
外殼耗能量。另依據往年輔導受補助單位業者執行經驗與建議研擬。
本計畫將針對本市轄內服務業，透過獎勵或補助方式進行改善舊有
建築物外殼耗能情形，降低冷氣使用量，除了能有效節省能源，更
可減少夏季用電尖峰時刻耗電情形。為落實能源管理法第 8 條，本
計畫亦補助服務業設置防止室內冷氣外洩或室外熱氣滲入之設施，
如手動門、自動門（機械或電動）
、旋轉門或空氣簾、窗戶等，達成
減少室內冷氣或室外熱氣，經由所使用之建築鄰接外氣之立面開口
部洩漏或滲入。
改善方式
空氣簾
玻璃門

減少冷氣外
洩 比 例 (%)
80
98

年減少用電度數
(kWh/年 )
3,440
4,214

本案補助計畫擬針對各項目補助 50%，項目包含綠建築設施
(含屋頂隔熱、外遮陽、戶外遮棚或其他具隔熱效果等設施)、冷氣
不外洩設施(含手動門、自動門、旋轉門、空氣門簾)。
本府積極推動低碳綠色城市，電動機車使用率為全國第 1
名，為全國補助新購、汰換電動機車金額最高的縣市，預計未來
持續在公立單位設置 15 個換電站，降低機車所帶來的碳排放。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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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此趨勢，電動機車將為用電成長原因之一，故節省電動機車
用電已成為本市節電必要措施。本市服務業外送情形相當踴躍，
本計畫將補助連鎖服務業電動機車，藉由更換老舊電池或新車，
達到省電兼環保的目的，每台預計補助 2,500 元，共補助 200 台。
(四)集合式住宅節能推廣活動
1.集合式住宅節能診斷：
為協助本市集合式住宅落實節能減碳措施，本計畫將結合
本市大專院校節電志工團，提供免費節能診斷工作，並委由本
府建築管理處辦理，由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報備有案之公寓大廈
管理委員會主動報名，將由大專院校節電志工團專數人，進行
實地節能勘查、診斷，並撰寫節能改善報告書。
診斷內容包含公共空間照明、空調、用電品質及下班關閉
電腦、飲水機能節等用電管理現況進行調查評析，以檢討節省
能源及溫室氣體減量空間，並提出節能改善和電能管理之建議
方案，建議書內容須包含用戶基本資料、能源使用現況概述、
改善方案建議、預期省電效益及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維護修繕節
能補助建議等。
(1)社區節能診斷活動宣傳推廣：辦理相關說明會，並提供宣
導品(如節能燈具)，吸引社區管理委員會報名參加節能診
斷活動。
(2)執行辦理社區節能診斷活動(預計 20 戶)：
A.成立節能診斷輔導團：
(a)召集節能方面之專家，成立節能診斷輔導團(5~10 人為
原則)。為利結合產官學，培訓大專院校節能專長人才，
節能診斷輔導團須含大專院校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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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亦可結合經濟部能源局產業中小能源用戶節能診斷服
務中心(EDC)，借助其輔導產業中小能源用戶(營業場
所)的實務經驗與技術，協助本市集合式住宅(非營業
場所)落實節能減碳工作。
(3)現場節能診斷：由節能診斷輔導團進入社區實地勘查及
診斷，並撰寫節能改善報告書。診斷內容包含公共空間
照明、空調、用電品質等用電管理現況進行調查評析，
以檢討節省能源及溫室氣體減量空間，提出節能改善和
電能管理之建議方案，並鼓勵社區踴躍安裝數位電表。
(4)後續書面作業：委外廠商須將依診斷之結果撰寫節能診
斷建議書，依場所特性檢討節電量空間，提出具體節能
改善和電能管理之建議方案、預期省電效益、投資效益
分析(投資回收年限)、減碳效益分析及設置能源管理系
統可行性等相關內容。
2.優良公寓大廈暨節電標竿社區評選活動：
為使居民能更加積極的投入社區管理維護工作、保持自家良好
的居住環境，並促使市民節電觀念與行為改變，特於 106 年舉辦本
市優良公寓大廈評選活動，以喚起全體市民的共鳴，並讓用心維護
管理的社區得以接受頒獎表揚，成為其他社區學習的對象。
本計畫將持續辦理本市優良公寓大廈評選活動，並積極進行法
令宣導「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自治條例」第 22 條：
「依法完成
管理組織報備之公寓大廈建築物及建築基地，其共用部分使用之照
明設備，應於本自治條例施行後一年內汰換半數以上之節能燈具。」
因此，評選指標除了社區管委會對於管理組織運作、品質及社區營
造部分，亦加入了是否落實條例的評比，並且社區管委會須提出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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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節電措施相關實績。另外，將增設節電標竿社區獎，吸引社區凸
顯節電相關作為。
(五)區里節電推廣活動
1.區里里民節電知識課程研習活動：
深入全桃園市 13 區結合 504 位里長進行節電宣導活動，以虛
擬及實體途徑，雙管齊下之方式進行節電宣傳，除了建置桃園市智
慧節電官網及臉書粉絲團，傳遞相關節電訊息及競賽辦法給民眾周
知；另外，結合公所配合里佳節活動進行節電宣導，增加里民之間
的互動，傳遞節電知識。
本計畫將辦理區里里民節電知識課程研習活動，由本市各里里
長動員里民辦理節電知識課程研習活動，傳遞民眾基本節電知識，
以發掘住宅節電潛能，課程將採互動式教學，開放有獎徵答供民眾，
有效吸引民眾注意力，課程內容亦深入淺出，除介紹如何閱讀電費
單外，亦介紹如何減少家中耗能電器的節電措施，其內容貼切生活，
有效提升民眾共鳴。
各區公所及各里須辦理里民節電知識培訓活動(每里至少 1 場)，
傳遞生活節能小常識，以提高節電潛能。教材以「家庭節約能源寶
典」為原則(可至節約能源園區網站下載電子書)，本局將提供紙本
手冊，預計每里發放 100 份。上述活動將依下列方式擇一辦理：
(1)於里活動中心、集會所或其它適當地點辦理里民節電知識培訓
課程，授課內容以「家庭節約能源寶典」為主，可採互動式教
學...等具創意之課程。
(2)於里佳節活動安排傳遞節電小知識之康樂聯誼活動，應於活動內發放
「家庭節約能源寶典」於民眾取閱，並傳授認識能源效率標示、電費
單及日常生活節能手法(如空調、冰箱、照明、定時器及家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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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定工作進度
(一)節電基礎工作
表 十一、節電基礎工作預定工作進度表
進
度

(%)

推動項目

工
作
比
重

年

第3期(109年6月1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

月

1年

（

%

9月

）

12月

110年3月

110年6月

查核點
累計預定進度

節電稽查
13%
輔導

在地能源
使用情形 25%
研究
專責組織
與人力建 40%
置
節電志工
10%
組織合作

公民參與

2%

節約能源
教育與推 10%
廣
合

計

*1
*2
*3
6%
11%
13%
*1.完成現場訪視宣導所轄20類指定能源用戶之營業場所
累計300戶及電器零售商標章及標示累計10戶。
查核點進度說明 *2.完成現場訪視宣導電器零售商標章及標示累計20戶。
*3.彙整現場訪視宣導所轄20類指定能源用戶之營業場所
及電器零售商標章及標示之成果。
查核點
*4
*5
*6
累計預定進度
7%
16%
25%
*4.完成本市能源消費研究計畫研擬。
查核點進度說明 *5.完成本市能源消費研究計畫期中成果報告。
*6.完成本市能源消費研究計畫期末成果報告。
查核點
*7
*8
累計預定進度
20%
40%
*7.續成立節電專案辦公室。
查核點進度說明
*8.協助本府完成提報第1及2期計畫結案報告。
查核點
*9
累計預定進度
10%
*9.結合本市大專院校學生節電志工團完成集合式住宅節
查核點進度說明
能診斷。
查核點
*10
累計預定進度
2%
查核點進度說明 *10.召開3場次節電專家諮詢委員會。
查核點
*11
累計預定進度
10%
*11.完成能源教育學藝競賽活動(含競賽規劃與宣傳，
查核點進度說明
110年9月完成徵件受理，110年10月公告得獎名單)。

100% 累計預定進度(%)

33%

47%

70%

100%

〔註〕工作項目執行期間內，每季須規劃一個查核點，各項工作之推動期
程以一年為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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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因地制宜措施預定工作進度表

）

(%)

夏日節電
宣傳

（

%

推動項目

進
度

工
作
比
重

年

第3期(109年6月1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

月

1年
9月

12月

查核點
累計預定進度

1%

109年3月

109年6月

*1
1%

查核點進度說明 *1.完成本市「2020桃園購物節」暨節能補助宣傳。
查核點
累計預定進度

儲能補助 25%
查核點進度說明

*2
5%

*3
25%

*2.訂定儲能補助計畫。
*3.補助裝置容量約700kW儲能設備。

查核點
累計預定進度

*4
*5
5%
服務業綠
39%
*4.訂定本市服務業綠建築暨智慧用電綠色交通運具補助
建築暨智
計畫。
慧用電綠 39%
色交通運
查核點進度說明 *5.本市服務業綠建築暨智慧用電綠色交通運具補助經費
具補助
執行率60%以上，累計預定進度即達39%，綠建築預
計15戶受惠，綠色交通運具預計補助200台。
查核點
*6*7
集合式住
累計預定進度
15%
宅節能推 15%
*6.完成20處集合式住宅節能診斷。
廣活動
查核點進度說明
*7.完成優良公寓大廈暨節電標竿社區評選活動。
查核點
*8
區里節電
累計預定進度
20%
20%
推廣活動
*8.完成區里里民節電知識課程研習活動(計13區504里，
查核點進度說明
目標辦理504場次，預計約1萬名市民參與)。

合 計

100%

累計預定進度(%)

5%

21%

46%

100%

〔註〕工作項目執行期間內，每季須規劃一個查核點，各項工作之推動期
程以一年為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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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預期成果與效益
表 十三、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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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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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如節電量評

節
電
基
礎
工
作

因

節 電 稽 查 輔 對象：
導
本市轄內 20 類指定能源用
戶及 12 大電器零售賣場。
推動作法：
依能源管理法第 8 及 14 條
辦理現場訪視宣導所轄 20
類指定能源用戶之營業場
所及電器零售商標章及標
示。
在 地 能 源 使 對象：
用情形研究
本市住宅、服務業暨農業及
機關學校用電戶。
推動作法：
分析縣市住商部門能源消
費之設備特性與建築特性，
掌握區域能源消費熱點，評
估節約能源認知與落實程
度，給予節能策略及推動重
點。
專 責 組 織 與 對象：
人力建置
本府各機關學校。
推動作法：
成立「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
動」專案辦公室
節 電 志 工 組 對象：
織合作
本市轄內集合式住宅。
推動作法：
成立大專院校學生節電志
工團，結合本府建築管理處
提供集合式住宅節能診斷
服務
公民參與
對象：
節電專家學者及公民團體。
推動作法：
召開節電專家諮詢委員會，
並管控節電計畫執行進度。
節 約 能 源 教 對象：
育與推廣
本市各市立國民小學。
推動作法：
辦理縣市能源教育競賽活
動及推動校內能源教育活
動。
夏 日 節 電 宣 對象：
36

以現場訪視輔導宣導能源
管理法之規範，並透過分
店間傳遞擴散效果，可有
效減少夏季無謂空調用電
消耗，以每戶年省 4,300 度
估計，300 戶可節省約 129
萬度。

估方式)
節約能源規
定宣導網評
估，冷氣外洩
夏季將增加
4,300 度 用
電。

透過數據分析，找出電力 無。
消費效率改進的方法，提
出合理合宜的節電政策。

協助本府完成縣市共推住 無。
商節電行動全程計畫集節
電目標。

協助本市 20 處集合式住宅 無。
節能診斷。

給予本府政策建議，作為 無。
節電政策之參考

本市所轄之 187 間皆參與 無。
能源教育推廣活動。

預計 1 萬民市民參與節電 無。

地
制
宜
措
施

傳

儲能補助

服務業綠建
築暨智慧用
電綠色交通
運具補助

本市市民。
推動作法：
舉辦 2020 桃園市購物節暨
節能家電補助宣傳，鼓勵民
眾走出戶外，減少家中冷氣
用電。
對象：
本市用電戶。
推動作法：
主要補助建置儲能系統。

對象：
本市服務業。
推動作法：
1.補助本市服務業設置防
止室內冷氣外洩或室外
熱氣滲入之設施，如手動
門、自動門（機械或電
動）、旋轉門或空氣簾、
窗戶及電動車高效率電
池。

集 合 式 住 宅 對象：
節 能 推 廣 活 本市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報
動
備有案之公寓大廈管理委
員會。
推動作法：
結合本市大專院校節電志
工團，提供免費節能診斷工
作；辦理優良公寓大廈暨節
電標竿社區評選活動
區 里 節 電 推 對象：本市各里里長及里
廣活動
民。
推動作法：辦理里民節電知
識課程研習活動。
預期節電量總計

促銷活動，宣傳效益估計可
較 108 年度住宅表燈非營
業用電省 0.6%(約 2,300 萬
度)。

預計可補助約 700kW 儲能 裝 置 容 量
設 備 ， 可 降 低 約 16 萬 700kW 每 日
8,000kWh 年用電。
放電 1 小時，
每月 20 日共
12
個 月
(700*20*12)
1.可鼓勵服務業者落實能 800kW 以上
源管理法及減少電動機 大 型 服 務 業
車用電量。
年戶均用電
2.綠建築預計 15 戶受惠， 79 萬度，隔
綠色交通運具預計補助 熱 改 善 年 省
200 台。
10% 計 算 ( 預
3.隔熱改善預計可省約 118 計 15 戶)。
萬 5,000 度；800kW 以上
大型服務業年戶均用電
79 萬度，隔熱改善年省
10%計算(預計 15 戶)。
1.預計節能診斷 20 處集合 無
式住宅。
2.優良公寓大廈暨節電標
竿社區評選活動，預計表
揚 40 處社區。
3.估計可較 106 年度住宅無
法歸類之家庭用電 1%
(約 240 萬度)
預計約 1 萬名市民參與節
電課程，習得生活節電常
識，估計可較 108 年度住宅
表 燈 非 營 業 用 電 省 0.6%
(約 2,300 萬)。
約 5,000 萬度

本 市 計 504
個里，估計每
里 20 位里民
參與課程。

六、計畫經費
(一)人事費明細表：
單位：（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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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
項目
機關人力

薪水

加班

人事費需求

0

250

250

約聘人員(2 名)

1,228.5

200

1,429

約僱人員(4 名)

2,349

300

2,649

3,577.5

750.0

4,327.5

合

計

(二)經常支出中人事費以外各項費用
表 十四、除人事費外之其他經常支出費用表

預算數（仟元）
工作 節電措施

節電稽查
輔導

在地能源
使用情形
節電 研究
基礎
工作
專責組織
與人力建
置

用途、說明及計算方式
訪 視 輔 導 20 類 指 定 能 源 用
戶應遵行之節約能源規定
900 戶 (第 2 期 300 戶 )， 及
稽查本市賣場節能標章及
標 示 60 戶 (第 2 期 20 戶 )，
每 戶 費 用 875 元，計 840 仟
元 (960 戶 *875 元 )。
顧 問 費 (含 資 料 分 析 、 研 究
模型解析、系統程式設
計 、 政 策 草 擬 諮 詢 )及 人 事
費 1,228.5 仟 元 用 於 表 十
四 約聘人員待遇。
節電專案辦公室業務費
3 ,140 仟 元 ； 人 事 費 3,099
仟 元 用 於 表 十 四 約僱人員待
遇及加 班 費 。

節電志工
志工培訓課程費用
組織合作
1.專 家 出 席 費 。
公民參與
2.會 議 茶 點 費 用 。
節約能源
教育與推 辦理能源教育推廣費用
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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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經費

本期經費

自籌 其他機
款 關補助

840

280

0

0

4,500

271.5

0

0

11,670

791

0

0

2,880

960

0

0

450

150

0

0

3,660

1,220

0

0

預算數（仟元）
工作 節電措施
夏日節電
宣傳
服務業機關
服務業(含
機關學校)
設備汰換與
智慧用電
服務業綠建
築暨智慧用
電綠色交通
運具補助

用途、說明及計算方式
20 20 桃 園 市 購 物 節 暨 節 能
家電補助宣傳

辦理儲 能 補 助 費 用 。

辦理本市服 務 業 綠 建 築 暨 智
慧用電綠色交通運具補助
費 用 (隔 熱 補 助 1,300 萬 ；
電 動 機 車 補 助 1 50 萬 元 )。
1. 委託本府建築管理處辦理集合
因地
式住宅節能診斷費 用 (全 程
制宜
10,200 仟 元 ， 第 2 期
措施
集合式住宅
3, 400 仟 元 )。
節能推廣活 2. 委託本府建築管理處辦理優良
動
公寓大廈暨節電標竿社區評
選活動費 用 (全 程 3,900 仟
元 ， 第 2 期 1,300 仟
元 )。
辦理區里里民節電知識課
程研習活動費用，每里全
區里節電推 程 36 仟 元 (第 2 期 12 仟
廣活動
元 )， 共 計 504 里 (全 程
18,144 仟 元 ， 第 2 期 6,048
仟 元 )。

全程經費

本期經費

自籌 其他機
款 關補助

6,482.796

469.11

0

0

25,500

7,000

0

0

23,000

14,500

0

0

14,100

4,700

0

0

27,144

6,048

0

0

註：第三期節電基礎工作經費：3,672.5(仟元)、第三期節電基礎人事費用：
4,327.5 (仟元)、第三期節電基礎總費用：8,000(仟元)；第三期因地制宜工作
經費(總費用)：32,717,110 (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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