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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ENERGY 
PROMOTION

OFFICE

110年度縣市節電激勵活動計畫
報告單位：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綠能專案推動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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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推動典範獎(量化指標)

2. 推動典範獎(整體成效)

3. 特色節電獎說明

4. 補充說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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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推動典範獎(量化指標)

22.5
節電率

0.86%

計畫推動執行率

100%
25.0

節電率計分級距 得分

0% 0

( 0% , 0.1% ] 2.5

( 0.1% , 0.2% ] 5.0

( 0.2% , 0.3% ] 7.5

( 0.3% , 0.4% ] 10.0

( 0.4% , 0.5% ] 12.5

節電率計分級距 得分

( 0.5% , 0.6% ] 15.0

( 0.6% , 0.7% ] 17.5

( 0.7% , 0.8% ] 20.0

( 0.8% , 1.0% ] 22.5

1.0% 25.0

計畫推動執行率得分=

第2~3期「節電基礎工作」及
「因地制宜」經費動支數

X 100% X 25
第2~3期「節電基礎工作」及
「因地制宜」經費匡列數

※辦理結案繳回之經費，可併入經費動支數計算

滿分50分，桃園市得分 47.5分

量化指標滿分50分，桃園市政府獲47.5分，得分率95%



4

2. 推動典範獎(整體成效)-人力配置

⚫ 為落實地方能源治理，桃園市政府自107年2月成立「綠

能專案推動辦公室」，綜理全市綠能業務，其能源治理

能力獲NGO團體及太陽光電公會肯定

率先六都成立綠能專責組織，建立單一窗口

107 108 110

能源轉型推動聯盟「縣市
政府能源政策評比」評為
等級A縣市

綠色和平「都市自己綠-
六都再生能源治理評比」
第2名

太陽光電系統商業同業
公會票選太陽光電推廣
「最友善服務縣市政府」

入圍美國全球暖化減緩
計畫-基林曲線獎「能源」
項目

獲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
金會TSAA「台灣永續發
展目標行動獎」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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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推動典範獎(整體成效)-策略形成

提高在地再生能源設置

加速屋頂型太
陽光電設置

開發多元再生
能源場域

推動用電大戶
設置綠能義務

提升全市電力使用效率

導入智慧節能
設備

抑低尖峰電網
負載

落實能源管理

強化地方能源治理能力

成立綠能專責
組織

促進公民參與
及能源教育

建置用電圖資
分析平台

融合創能、節能及儲能，以3項策略作為推動能源轉型政策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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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推動典範獎(整體成效)-民間參與

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引進便民措施，創造政府、產業及市民三贏

36 277 

2,156 
2,768 

4,320 

2,925 

12,036 

13,513 

11,181 

12,253 

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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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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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年度：108年)

108年家電補助每月申請案件數分布圖

便民措施
實施時間

補助對象 服務業 住家

創新便民
措施

代辦機制 代申請機制

內容簡述
由設備商或經銷商先行代墊補助款，再代由申請
人向機關請領補助款

申請人僅須檢具應備文件即可申請補助，申請書
可委託由機關代寫

實施成果 申請案件採代辦方式占比約51.8%
1. 民眾受理時間減半

2. 推出後申請案件數明顯增加(如右表)

優點 便民且不增加行政成本 便民且不增加行政成本

備註

1. 本市代申請機制，每件平均服務費用約199
元；如委託中華電信代辦，每件平均服務費
用約286元，成本增加87元，漲幅約44%

2. 統計本市受理件數為6萬1,470件每件平均補
助金額為3,608元；如改採中華電信方式辦
理，增加之行政成本將減少約1,482件補助
案申請

申請者

申請者

申請者

代
辦
者

機
關

完成汰換並支付
自負額，補助部
分代辦者吸收

申請者委由代辦者
向機關申請補助

案件審核通過，撥
付補助款於代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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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民間能源業者合作，建立全台首間「控能」型校園虛擬電廠

2. 推動典範獎(整體成效)-民間參與

⚫ 電力市場交易將為能源轉型未來趨勢，辦理智

慧能源示範補助，建立「虛擬電廠」商業模式

⚫ 因應班班有冷氣政策及電業自由化，桃園市政

府與能源業者合作，於龜山區文欣國小導入具

AI驅動的能源管理解決方案 能源教室展間 用電數據顯示

太陽光電42.9kW(無躉售) 儲能設備15kWh 能源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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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儲能補助，與民間合作推動電力交易，廣召「電力神隊友」

2. 推動典範獎(整體成效)-民間參與

⚫ 為推廣台電輔助服務，穩定電網，自108年首創儲能設備補助，

廣召「電力神隊友」，創造電力共享經濟

⚫ 111年將持續推動，並著重於「電力交易」，增加補助金額

補助案場(3.6MWh)-參與日前調頻備轉5MW 補助案場(5MWh)-參與日前調頻備轉4MW、AFC 1MW 補助案場(3.22MWh)-參與AFC 2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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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推動典範獎(整體成效)-推動成效

辦理耗能設備汰換、導入全新節電措施、強化電力需求管理、落實智慧能源

年度
總售電節電率
(與106年比較)

抄表戶數成長率
(與106年比較)

戶均節電率
(與106年比較)

109 2.28% 6.35% 8.11%

108 2.65% 4.24% 6.61%

107 -0.22% 1.93% 1.68%

平均 1.57% 4.17% 5.47%

⚫ 全市節電成效顯著，平均節電率1.57%，戶均

節電率達5.47%

補助部門

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品項

換算年節電量(度) 換算年減碳量(公噸)

服務業 41,748,460.91 20,958

住宅 35,630,824 17,887

⚫ 桃園市推動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耗費成本為六都最低，

即為補助資源釋放最多之直轄市

期別 第2及3期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

縣市
補助經費

(A)
行政作業費

(B)
合計

(C=A+B)
行政成本佔比

(D=B/C)

台北市 743,828,568 66,355,800 810,184,368 8.19%

新北市 497,282,900 45,774,076 543,056,976 8.43%

桃園市 328,080,750 24,772,338 352,853,088 7.02%

台中市 460,557,250 53,796,926 514,354,176 10.46%

台南市 242,648,570 18,355,558 261,004,128 7.03%

高雄市 396,516,900 39,000,000 435,516,900 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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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推動典範獎(整體成效)-推動成效

辦理耗能設備汰換、導入全新節電措施、強化電力需求管理、落實智慧能源

⚫ 完成82戶社區節能診斷輔導，培訓數名電機專

長之大學生，每年節電量135萬度電，年省電費

效益1,613萬元

⚫ 改善22處大型里集會所及活動中心，補助換算

年節電量為27萬597.74度電，減碳量為136公噸

⚫ 完成61戶服務業隔熱改善

補助項目 單位 第2及3期補助數量小計

取得綠建材標章之相關隔熱產品 坪 347

玻璃隔熱膜及隔熱塗料等產品 才 25,755

空氣門簾 台 68

吸頂循環扇 台 3,354

⚫ 完成7案儲能設備補助，設置容量733kWh

⚫ 完成龜山區文欣國小智慧能源示範案場，打造全國

首間校園虛擬電廠

⚫ 完成桃園市綠能專屬網站平台，揭露桃園市再生能

源設置量及各用電部門售電量等能源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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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推動典範獎(整體成效)-推動成效

桃園市於110年獲頒TSAA「台灣永續發展目標行動獎」金獎

桃園市獲110年「永續發展目標行動獎」金獎，由國發會副主委頒獎

⚫ 桃園市從永續發展目標 (SDGs 7)出發，提出了「桃

園綠電城」行動方案，以3大策略作為能源轉型推動

主軸，並規劃共9項措施，落實永續能源

⚫ 桃園市方案推動目標與願景、創新作為、社會效益

及擴展性皆獲評選委員青睞，榮獲「永續發展目標

行動獎」金獎，針對桃園市推動能源轉型之決心及

執行力給予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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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推動典範獎(整體成效)-推動成效

於國際會議上宣傳綠能政策推動成果，提高城市能見度

⚫ 英國在台辦事處於108年邀請桃園市赴南韓忠清南道

參與「亞太能源轉型及減煤圓桌會議」，分享綠能

政策成果

⚫ 本次會議英國駐韓大使及忠清南道知事亦出席，期

盼各國建立共同合作關係，顯示對於棄煤及能源轉

型的決心，並與鄰近國家交流能源轉型及減煤上所

做的努力。

⚫ 桃園市於會中分享綠能政策成果，提供各國地方政

府一個交流平台，加強國際合作及凝聚環保共識
桃園市於「亞太能源轉型及減煤圓桌會議」分享綠能政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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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推動典範獎(整體成效)-推動成效

於國際會議上宣傳綠能政策推動成果，提高城市能見度

⚫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26屆締約方大會

(COP26)，桃園市是台灣唯一參加的城市

⚫ 會議期間於主辦國英國辦理「台灣日」活動，由外

交部、經濟部、環保署共同規劃舉辦「綠能在臺灣-

綠能發展成果」座談會

⚫ 座談會當天由桃園市長代表分享桃園綠能經驗，與

國際共同邁向2050淨零排放目標

桃園市市長分享桃園綠能經驗，與國際共同邁向2050淨零排放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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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特色節電獎說明

能源觀念從成本翻轉為資本，政策從節能轉變到控能

政策轉變
歷程

節能

較過去能節省多少
「經常度數」

控能

現在能調度多少
「經常需量」

觀念翻轉
歷程

成本

節約每一度電

資本

善用每一度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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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特色節電獎說明

推廣儲能應用與服務，發展「虛擬電廠」，強化城市控能能力

⚫ 發展分散型「虛擬電廠」 建立新型電力交易商業模式

⚫ 建置全台首間「自發自用」、「電力調度」及「能源監控」3大應用之「控能」型校園虛擬電廠

現行ESCO、PV-ESCO商業模式 新型電力交易商業模式

⚫ 自發自用節省電費及碳權(T-REC)

⚫ 電價套利及經常需量調控

⚫ 電力交易(輔助服務及DR)

用電場所

代理

資源
用電場所

用電場所

導入PV、ESS及EMS商業模式收益來源

台電

躉購

躉售

收益

台電

用電場所

(所有權人)
出租

案場

租金

太陽光電

系統商

節省電費攤還

節能設備

系統商節能設備&節省電費

ESCO

PV-E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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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特色節電獎說明

推廣儲能應用與服務，發展「虛擬電廠」，強化城市控能能力

⚫ 看準未來電力市場潛力，108年起領先全國推動儲能補助，至今共補助18件，設置量共14.14MWh，

已為城市「控能」能力奠定良好基礎

⚫ 111年持續推動，著重「電力交易」，提高補助額度，鼓勵用電戶加速佈局

紅框處為桃園市政府補助之案場2家
日前調頻備轉：大同(4MW)、台達電(5MW)

紅框處為桃園市政府補助之案場2家
AFC：台普威(2MW)、大同(1MW)

111年申請量高達45.16MWh，相當
一座大型太陽能電廠一整天的發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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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補充說明事項

節電激勵獎金將持續用於推動能源轉型事務，及綠能政策承辦人才投資

集合式住宅

節能推廣

綠能辦公室

人才投資

節能里集會所

補助

13%

70%

17%

綠能相關證照專班

太陽光電設置乙級技術士

電力交易平台專業人員資格

ISO 50001 能源管理
內部稽核員訓練

110年度節電激勵獎金規劃用途 預計比例

虛擬電廠、氫能源及其他減碳推廣業務，及非
都市土地設置儲能與充電站法規研析

80%

持續推動「綠能辦公室人才投資方案」
(辦理2050淨零、氫能相關專班)

20%

⚫ 108年度節電激勵獎金83%用於推動節電業務，其餘17%

用於投資綠能辦公室同仁，特開設綠能相關證照專班

⚫ 地方綠能承辦人力素質極為重要，故110年度節電激

勵獎金將持續用於人才投資，及新型能源轉型業務



18

Thank You
感謝聆聽，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