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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市政大樓

1.整體性作法：

採各機關自主管理制度，編印辦公大樓節約能源手冊推廣能立竿見影之節約能源

作法，以供各機關學校參考依循。

2.省電相關作法：

 (1) 建立能源效率分析管理系統(EMS)進行電能管理及需量控制。

(2) 照明燈具換裝為T5省電燈具，並增設感應式啟閉裝置。

(3)  電扶梯加裝變頻器控制器，並有自動加速功能。

(4) 市政大樓西南、西北兩區外牆公益宣導物投射燈，由3盞（每盞2,000W）減為

2盞，另於無宣導物張貼期間不使用。

(5) 於建築物西曬面玻璃加貼隔熱紙、1樓大門使用自動感應式電動玻璃門啟閉配

合空氣簾使用，防止熱源進入大樓內，減少空調負荷。

(6) 飲水機課餘時間休眠、設定保持90∼100度減少加熱次數，並定期檢查保溫設

施、校區飲水設備保持8年以內，辦公室未達10人避免裝設飲水機。

(7) 將所有長方型標示牌燈更換為T5省電燈具。廁所、電梯標示牌燈全部更換為省

電燈泡。

(8)於市政大樓12樓北區屋頂建置太陽光電發電示範系統。

3.省水相關作法：

(1) 各區廁所洗手台使用各式省水龍頭672只，其中感應式68只、其他型式之省水

龍頭計604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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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發電

雨水回收槽

大樓總耗電量管理

免沖水小便斗

(2)設置「水資源再利用集水桶」，收集雨水及回收廢水來澆灌花木再利用。

(3) 利用大樓屋頂收集雨水以連接管接至儲水桶，併將儲水桶內之雨水，利用重力

方式，供應至男廁小便斗沖水使用，預估可節約320噸水/年。

4.節能績效：

101年較100年節約用電110萬度，節約率達4.26%；節約用水約3,814公噸，節約

率約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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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

1.整體性作法：

持續節約能源宣導，張貼節能標語、提醒標示以提升使用者節約能源理念，並定

期進行空調設備保養。

2.省電相關作法：

(1)空調設備運轉時間控制為9:00-17:00；室內溫度設定為26-28℃。

(2) 空調冷卻水塔散熱馬達導入變頻裝置，降低轉速減少耗損，延長機械結構壽

命，年平均省電率約35%。

(3)將傳統安定器日光燈具汰換為T5型高效率燈具計54具。

(4) 96年起走道隔盞開燈並設置定時器(三層樓共減144支燈管)，並於非上班時間

定時關燈。

(5) 採分區責任管理制度，指派專人負責於中午午休時間及下班後，隨手關閉辦公

室內不必要之基礎照明及辦公事務機器。

3.省油相關作法：

(1) 鼓勵公出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或共乘，減少公務車輛派車次數，平均每月約減少

12次以上。

(2)要求駕駛先了解及規劃至派車目的地之行進路線，減少繞尋油耗。

(3)96-101年汰換老舊公務車為節能標章車輛計5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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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節水標章出水龍頭

節水系統(採用DELTA變頻器)

採用T5隔盞高效率日光燈具

設置雨水貯集槽

4.省水相關作法：

(1) 採購座式環保省水馬桶2段式，視實際需求按壓沖水量為3或6公升，及調減小

便斗自動沖水量。

(2)持續進行老舊輸水管線、馬桶之查漏與維修。

5. 節能績效：

101年較100年節約用電3.6萬度，節約率達3.33%；節約用油約330公升，節約率

約3.89%；節約用水約1,176公噸，節約率約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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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

1.整體性作法：

建立分層管理制度，定期召開會議檢討整體用電及用水情形，進行節約能源觀念

及作法宣導，張貼節約標語或提醒標示。

2.省電相關作法：

(1) 97年起逐步將整棟大樓之傳統安定器日光燈具汰換為T5型高效率燈具，至101

年已全數汰換完成計173具。

(2)辦公室內靠窗或非位於辦公人員上方之照明減量使用。

(3) 白天採光充足時關閉電燈、夏季室內溫度未達28℃禁止開啟冷氣機、冷氣開啟

後設定常溫為28度並緊閉門窗，減少冷氣外漏。

(4) 事務機（儀）器全面採節電模式，當電腦螢幕、影印機、印表機等設備停止運

作5-10分鐘後，即自動進入低耗能休眠狀態。

3.省水相關作法：

(1) 馬桶沖水器採維修時逐一汰換，並全面換裝兩段式沖水器、水龍頭加裝省水配

件。

(2) 調節廁所小便斗自動沖水器出水量、沖水馬桶儲水桶放置寶特瓶減少出水量、

洗臉盆出水孔加設省水配件。

(3)設置雨水、冷氣冷凝水及逆滲透回收系統，供清洗澆花或打掃廳舍之用。

(4)定期每日檢查營區水塔、蓄水池及其他水管接頭有無漏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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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系統自動發布訊息，提醒同仁除非必要，全部關閉電腦

建置雨水回收系統

維修時換裝高效率、省電燈具及燈管

雨水、冷氣冷凝水及逆滲透回收系統供澆花

(5)廚房利用清洗青菜或洗米用的水打掃餐廳旁水溝，不可直接用自來水清洗。

(6) 實施餐廳及伙房清潔時，一律以水桶提水、溼布清潔方式作業，禁止以水管直

接清洗。

4.節能績效：

101年較100年節約用電11.4萬度，節約率達5.75%；節約用水約1.15萬公噸，節

約率約1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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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

-南部地區巡防局

1.整體性作法：

成立節能減碳管理組織，建立節能制度，擬定節約能源目標與計畫，定期檢討各

科室加強節約能源之工作，舉辦節能減碳教育宣導研習。

2.省電相關作法：

(1)抑制尖峰需量、利用離峰電力減少流動電費支出。

(2)於勤務及大樓安裝T5型高效率燈具計1,381盞，並於辦公空間隔盞及減盞使用。

(3) 縮短空調冷氣開放時間，室內溫度未滿28℃禁止開啟冷氣及中央空調、定期維

護保養空調系統空調設備。

(4) 於各年度舉辦植樹活動，計種植6,568顆苗木，綠化面積逾2公頃，提升環境效

益，產生降溫以減少空調使用、增加基地保水及吸存二氧化碳。

(5) 爭取內政部建築研究所「101年度建築節能與綠廳舍改善補助計畫」－補助生

活大樓設置熱泵熱水系統，設置後每年約可節省電費5%以上。

(6) 舉辦節能減碳教育宣導研習，灌輸同仁節能意識與責任：101年共計舉辦3場次

節能減碳教育宣導研習，總計參與人數計144人。

3.省油相關作法：

(1)全面檢討派車方式，短程公務不派車。

(2)個人公出採共乘車輛或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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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減碳教育宣導研習

利用回收之雨水澆灌花木

各科室加強節約能源之工作會議

綠化造林，永續森活

4.省水相關作法：

(1) 水龍頭全面汰換為省水標章產品(每年約減少26%用水量)、調整馬桶及各式水

龍頭出水量。

(2) 裝設雨水回收系統，供澆灌花木及洗手間馬桶沖洗使用101年較100年節約用

電17.8萬度，節約率達7.82%；節約用油約76.9萬公升，節約率約63.55%；節

約用水約1.59萬公噸，節約率約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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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高雄榮民總醫院

1.整體性作法：

導入ISO50001能源管理認證、成立能源管理組織，建立節約能源制度，擬定節約

能源目標與工作計畫，舉辦員工教育訓練，提升同仁基礎節能概念。

2.省電相關作法：

(1)公共區域照明採用中央監控系統、採用T5電子安定器燈具。

(2) 100-101年汰換7台8年以上之老舊空調主機、22台5年以上窗(箱)型及分離式冷

氣機，更新為效率變頻式空調設備。

(3)汰舊老舊飲水機，採用節能標章及具殺菌消毒功能之飲水機。

(4)採中央監控設定時間開關空調箱、排風機、小型送風機等空調設備。

(5 )熱水系統原由鍋爐燃油蒸氣系統製熱，改由熱泵系統產熱，並導入建築物能源

管理系統（BEMS）。

(6) 配合日夜及季節性調整空調冰水出水溫度1~3℃（每提高1℃，主機效率可提升

3 %），夜間及秋、冬季提高主機冰水出溫度。

(7)建築外牆增設遮陽板，減少西曬及眩光，降低空調耗能。

(8)地下室停車場排風機，採上下班時段及CO濃度控制啟停。

3.省油相關作法：

(1)公務車調派應儘量共乘，減少車輛出勤次數。

(2)減少不必要會議，並改採視訊會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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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省水相關作法：

(1)新改建工程全面使用具省水標章之衛浴及盥洗設備。

(2)公廁小便抖沖水器沖水時間調整為3秒，減少用水量。

(3)公共區域廁所均採紅外線感應龍頭，加裝節水器，設定使用時間及用水量。

5.節能績效：

101年較100年節約用電56.2萬度，節約率達1.27%；節約用油約1,356公升，節約

率約10.61%；節約用水約1.7萬公噸，節約率約5.91%。

採用節能標章及具殺菌消毒功能之飲水機

水龍頭裝設節水器

T8燈具汰換為T5電子安定器燈具

建築外牆增設遮陽板降低空調耗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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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整體性作法：

成立節約能源推動小組及建立節約能源制度、申請ISO 50001認證及校園節能管

理系統研發整合、推動企業產學合作進行節能策略創新。

2.省電相關作法：

(1)推動抑制尖峰需量、針對功率因數作改善。

(2)採用LED及T5節能燈具並符合CNS 12112規定照度、裝設晝光感應器。

(3)空調使用刷卡計費、配合課表供電、導入ESPC模式換裝熱泵熱水系統。

(4) 規劃性汰換老舊冷氣、減少中央空調之泵浦用電、增設CO2感知器共6只，新

鮮空氣送風機2台，外氣溫度低於26度以下自動引進外氣，另依溫度啟動冷卻

水塔風扇及變頻器頻率。

(5) 停車場送排風車運轉時間設定、電梯停靠樓層管制、飲水機夜間12時至上午7

時停用、使用監控系統進行時程管理，非上班時間不供電101年度汰換2台老

舊公務車、長程公務不派車，鼓勵共乘及搭乘大眾交通工具、事前規劃行車動

線，減少非必要之里程數。

4.省水相關作法：

(1)汰換老舊設備、使用省水標章產品，定時進行漏水檢查、水龍頭水量調整。

(2)裝置雨水回收系統，供澆灌花木及洗手間馬桶沖洗使用。

(3) 設置全校水資源管理系統紀錄各棟用水，預計102年之節水率可達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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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節能績效：

101年較100年節電約115萬度，節約率達5.56%；節油約2,188公升，節約率達

22.27%。

建置校區用水監控系統

建置校區空調用電刷卡系統

建置太陽能發電設備

建置校區用電需量控制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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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新北高級中學

1.整體性作法：

成立節約能源推動小組，針對校園經常性及關鍵性用電設施尋求改善節能經費，

並利用校園電力監控系統實施節電管控與師生教育宣導。

2.省電相關作法：

(1) 學校各班教室（51間）、行政大樓辦公室、走廊燈T8汰換為T5燈具、消防器

具更改為LED型、體育館四樓由水銀燈(450W)全部更換為LED天井燈。

(2) 照明設備裝設二線控（時控），平日設定6:30~21:00送電，其餘時間均斷電，

地下室停車場減盞並搭配紅外線感應器，三分鐘後自動熄滅。

(3) 設置電能管理系統與電力空調監控系統，區分不同年級及地點進行溫控與時

控，100~101年共完成約100個冷氣控制點，另實施需量控制。

(4)各班教室、電腦教室、琴房與專科教室安裝冷氣機儲值卡設施。

(5) 逐年增設辦公室分離式變頻冷氣機減少老舊中央空調使用率、各班教室老舊全

面更換為分離式變頻節能冷氣機。

(6) 上午教室、辦公室分時段使用冷氣，分散冷氣同時啟動（三年級8:00、一、二

年級8:30、行政樓各辦室9:00）。

(7)飲水機設置定時控制，夜間及周末關閉電源，配合離峰時間送電加熱。

(8) 完成校舍用電與體育場館（OT專案）用電之高壓電設備分戶管理設施、教室及

辦公室安裝分區供電開關，人少時調整位置關閉部分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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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省油相關作法：

業務需求需常往返銀行， 97年至101年有2台公務機車，每月記錄統計管控用油

量，減少約20-30%出車次數。

4.省水相關作法：

(1) 99年全校全部汰換為省水水龍頭；101年起持續編列經費安裝2段式省水裝置

馬桶，大幅更換約70個。

(2)持續記錄用水量、檢漏作業以排除異常情形。

(3)導入9座無沖水式科技小便斗作教育宣導。

5.節能績效：

101年相較100年節電率達17.4%、節油率達26.1%、節水率達8.8%；另101年相較

96年節電率達41.5%、節油率達23.2%、節水率達31.2%。

建置校區用水監控系統

設置校園電力監控系統

體育館水銀燈汰換為LED天井燈

建置校區用電需量控制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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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整體性作法：

 成立節約能源推動小組並持續節能宣導會議、定期清潔冷氣濾網並記錄、空調設

備實施年度重點保養。

2.省電相關作法：

 (1) 瞬間需量超過契約10％時辦公區域空調設備開始卸載，調整最佳功因。

(2) 建置再生能源設施、另外，冷氣設備全面加裝電表與卡機計費。

(3)  辦公區域設定室內溫度低於26度停止送電，學生冷氣取消調整溫度權限，另外

校區所有空調設定夜間、假日與課餘停止送電。

(4) 逐年更新校區老舊空調設備，使用率較高之空調保持8年以內。

(5) 全面更新校區老舊指示燈具、廁所加裝感應式燈具、減少廁所燈具數量。

(6) 飲水機課餘時間休眠、設定保持90∼100度減少加熱次數，並定期檢查保溫設

施、校區飲水設備保持8年以內，辦公室未達10人避免裝設飲水機。

3.省水相關作法：

(1) 全面清查校區老舊管線、定期檢查儲水設備液位控制器及抽水幫浦效率。

(2)建置校區主要大樓回收水系統。

(3 ) 設置數位水表線上監控校區各大樓與RO製水設備用水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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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校區用水監控系統

建置校區空調用電刷卡系統

建置太陽能發電設備

建置校區用電需量控制系統

4.其他節能措施：

(1) 減少校區電冰箱數量、減少電梯使用頻率。

(2) 配合老舊建築物設計隔熱防水工法，減少室內溫度及空調開啟機會。

(3) 逐年換裝校區老舊窗簾，更新為防焰、防火且遮光效果優異之捲簾。

5.節能績效： 

101年度較100年節電約6萬度，節約率達6.22％；用水約節約4,387度，節約率達

24.19%。



經濟部能源局 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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