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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資料表單 

機關學校基本資料 

機關學校 

名稱 
外交部 

機關學校 

代碼 
A0300000B 

首長 

姓名 
李大維 

填報人 

姓名 
王建邦 聯絡電話 02-23482178 傳真電話 02-23896311 

機關學校所屬單位總數 3 

105年用電量正成長家數 1 

105年用油量正成長家數 0 

用電成長說明 

一、本部暨所屬單位105年度力行節能措施，包括本部辦公

大樓前、後棟冰水主機聯通管徑擴大工程等，整體而言

獲執行成效，包括本部辦公大樓節約率2.5%、臺北賓館

節約率1.1%、領事事務局節約率0.1%及外交及國際事務

學院節約率0.3%(詳參附表一)。 

二、經本部詳查北投檔庫近年電錶度數，研判該建物因電錶

功能異常，致103年及104年電錶度數遠低於實際用電度

數(詳參附表二)： 

(一) 103年及104年電錶度數陡降：北投檔庫近年電錶度

數為101年899,280度、102年937,920度、103年

714,400度、104年527,280度、105年780,960度及

106年820,960度。前揭數據顯示103年較102年陡降

223,520度，104年又較103年陡降187,120度，電錶

度數連續2年陡降，顯見103年及104年電錶度數非

屬正常。 

(二) 電錶功能異常，致103年及104年電錶度數陡降：嗣

台灣電力公司於105年1月更換北投檔庫電錶，當年

1月至12月總用電量恢復至780,960度，並趨近101

年、102年、105及106年之平均度數859,7902度，

顯見103年及104年電錶度數陡降，實因電錶功能異

常所致。 

三、本部暨所屬單位105年用電節實應為負成長：倘以北投

檔庫101年及102年之平均用電918,600度作為基期數

據，該建物105年用電節約率應為15%；又倘以北投檔庫

101年、102年、105及106年之平均用電859,780度作為

基期數據，該建物105年用電節約率應為9.2%。由此推

算本部暨所屬單位105年總用電節約率亦可達2.7%至

3.6%之間(詳附表三、四)。 

四、綜上所述，本部北投檔庫因103年及104年電錶功能異

常，未能反映實際用電度數，致以104年之異常電錶度

數計算本部暨所屬單位105年用電情形，看似大幅增

加，實應為負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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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學校基本資料 

用油成長說明 

本部暨所屬單位105年度用油總公升數為77,229.74公升，較

104年度用油總公升數78,475公升減少1,245.26公升，節約

率為1.6%，即105年度用油為負成長。 

註： 1. 正成長原因若為不可抗拒之理由，參考寫法如下：  

(1)若因新增建物導致用電正成長，須詳列其啟用年度、樓地板面積、及度數(須檢附電

表紀錄之佐證資料)。 

(2)如用電成長原因為委外經營之活動中心、體育館、游泳池、新設建築物或租借辦理

活動時，請提供用電抄表紀錄文件佐證。 

(3)用油部分，僅管考公務車及業務車用油，並排除特種車及其他用油(如割草機具等)，

若有排除用油，請附上相關佐證資料。 

2. 若填寫本表有其他問題，請聯絡經濟部能源局委辦之執行單位:  

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電話 : 02-2706-6306  

E-mail信箱: pm1@ftis.org.tw，傳真專線：02-2706-4404 

二、考評單位現況概述 

(一) 所屬各執行單位105年用電、用油情形及與104年比較差異： 

單    位 
用電(度) 用油(公升) 

105年 104年 節約率 105年 104年 節約率 

本部大樓 3,087,000 3,166,800 2.5% 

66,522.74 66,990.00 0.7% 臺北賓館 222,700 225,200 1.1% 

北投檔庫 780,960 527,280 -48.1% 

領事事務局 1,392,963 1,393,979 0.1% 10,080.00 10,323.00 2.4% 

外交及 
國際事務學院 

494,500 496,100 0.3% 627.00 1,162.00 46.0% 

合      計 5,978,123 5,809,359 -2.9% 77,229.74 78,475.00 1.6% 

(二) 節能措施及能源管理推動情形： 

1. 成立節約能源推動小組：本部暨所屬各機關均指派專人擔任指定節

能管理人員，做為推動節能業務之主要連繫窗口，並負責填報該單

位能源使用情形及出席節約能源推動小組會議。 

2. 加強節約能源宣導工作：將節約能源工作列為經常性辦理業務，並

利用各種集會場合或活動宣導節約能源觀念及作法、張貼節約能源

標語或提醒(關閉電源)標示、邀請專家學者提供最新之節能知識及

作法。 

3. 執行各項節能措施：要求同仁午休時間關燈、下班關閉電腦，拔除

不用之電器設備(或關閉延長線之開關)、減少使用耗能之電器設備

mailto:pm1@fti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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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電熱水瓶、烤箱等)。調整空調設備使用時間，每日量測辦公室

溫度，將室溫控制在26度以上，並依據溫度變化及空調需求調整冰

水主機運轉模式(節能模式：1部主機同時供應前、後棟大樓空調)

及開關機時間(空調低負載季節縮短主機運轉時間)。另依據日照長

短調整部分照明設施之開關時間。另本部公務車均已使用車輛定位

系統，可追蹤公務車派遣情形，並有效管控用油。 

4. 逐步汰換效能不彰之空調設備：本部自105年起逐年編列預算，汰

換老舊空調設備，105年辦理前、後棟大樓2部冰水主機聯通管徑擴

大工程，完成後，在空調低負載之時段及季節，可用1部主機同時

供應前、後棟大樓空調，而達到等同2部主機之降溫效果，可有效

大幅提升空調效能及用電效率。上(106)年辦理前棟大樓冰水主機

設備更新，新購置之冰水主機同時裝置定頻及變頻2組壓縮機，可

使主機長時間處於高負載之高效率運轉狀態。在空調低負載時，變

頻壓縮機可發揮改變流量節能功效，減少馬達運轉耗電。本(107)

年度將汰換辦公大樓前棟冰水主機之冷卻水塔及部分老舊空調箱。

另將於明(108)年汰換辦公大樓後棟冰水主機、冷卻水塔及空調設

備監控系統。 

5. 能源管理：不定期至本部所屬機關及建築物查核節約能源推動情形，

並每檢視各單位及建築物能源使用情形，倘有異常，將請該管能源

管理人員說明可能原因，並提出改善對策，並持續追蹤改善情形。

另本部擬於明年建置能源使用分電錶，以瞭解各項能源設備用電情

形，並檢討各建築物用電需求，逐步調整用電契約需求量。 

(三) 節約能源推動小組會議運作情形： 

1. 每月召開節能會議：節約能源推動小組召集人每月召集所屬各機

關能源管理人員，共同檢視前一月份能源使用情形，倘有較上月

份及上年同期增加用電用油，即檢討可能原因，擬定改善方案，

並於次月會議時，追蹤及檢討改善情形。 

2. 各單位節能管理人員提出節能精進作法：請各單位節能管理人員

針對所屬建築物及使用特性提出節能精進作法，例如北投檔庫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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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檔案庫房設施基準」及「機關檔案保管作業要點」需維持一

定溫溼度，應每日量測檔庫溫溼度，據以調整空調設備之負載，

並建議洽專業空調技師規劃，汰換老舊空調設備(如冰水主機及

冷卻水塔)，以提升空調效能，降低能源用度。 

三、節能改善措施 

節能改善計畫 

 預計推動節能措施摘要： 

一、管理面與制度面 

管理與制度若提到設備請概略估算使用設備數量、規格(耗電量) 

項目 說明 

落實節約能源小組 

一、本部及所屬機關均指派專人擔任能源管理人員。 

二、能源小組召集人每月召開節能會議，各單位能源管理人員均

出席報告前一月能源使用情形，倘有能源使用增加情形，英

檢討可能原因，並提出改善對策。 

三、各單位就所屬建築物推動節約能源作法交換意見，並分享成

功經驗，以利其他單位仿效。 

四、分享節能技術新知，以精進節約能源作法。 

指定節能管理員 

一、本部及所屬單位能源管理人由具機電專業人員擔任，負責檢

視本部照明、空調等各項電氣設備用電情形，並督導維管廠

商辦理該等設備維護保養、調整空調設備開關時間，以及冰

水主機出水溫度。 

二、能源管理人員確實盤點所屬空調設備及照明設施，並洽專業

技師規劃汰換老舊設備事宜。 

三、代表本部參加各種節能技術研討會，以吸取節能技術新知，

並洽邀專業技師及廠商場勘，瞭解該等節能技術之可行性。 

建置公務車定位系

統、實施多人共乘 

一、透過公務車定位系統，追蹤公務車使用情形，使公務車派遣

更具彈性，並可有效管控用由。 

二、實施公務車多人共乘，減少公務車派遣次數。 

三、鼓勵同仁多利用大眾交通工具，減少使用公務車。 

採購具節能標章之電

器設備 

一、優先採購具節能標章之電視、電冰箱、電腦及周邊設備等，

以降低用電度數。 

二、減少使用高耗能之電器設備(如電熱水瓶)。 

各項節約能源措施 

一、本部辦公大樓走廊及部份空間裝設感應裝置，並設定隔盞開

燈、減少燈管數，以減少照明用電。 

二、本部辦公大樓辦公空間加裝節能循環扇，以提升空調效能。 

三、電梯內照明及風扇裝設自動啟停裝置；電梯機房冷卻通風扇

以溫控開關控制運轉。 

四、設定電腦節電模式，當停止運作 10 分鐘後，即自動進入低

耗能休眠狀態。 

五、出口指示燈、避難方向指示燈、消防指示燈等，全面採用省

電 LED 應用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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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改善計畫 

二、設備效能提升 

設備汰換面請摘要式說明設備使用現況如規格(耗電量)、數量等基本資料 

項目 說明 

汰換老舊照明設備 

一、本部現有高耗能 T8 40W 盞螢光燈燈具 215 盞將於本(107)年

逐步汰換為具節能標章之 LED 燈具。 

二、並逐年汰換現有 T5 14W 496 盞及 28W 1,260 盞螢光燈具為

LED，燈具，預定於明(108)年年底前汰換完成。 

汰換老舊空調設備 

一、本年已編列預算汰換本部辦公大樓前棟冰水主機冷卻水塔、

部分空調箱，以及老舊小型送風機以提升空調效能。 

二、本部業向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申請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補助中央

政府暨所屬機關（構）及各級國立學校辦理 108 年度「建築

節能與綠廳舍改善補助計畫」，擬於明年汰換本部辦公大樓後

棟冰水主機(約克主機 York，400 噸定頻壓縮機，於 91 年購

置，目前效能僅餘 50%)、冷卻水塔及空調監控設備，並將建

置能源使用分電錶，以瞭解各項能源設備用電情形。 

三、本部已洽邀專業空調技師規劃，並於明年編列預算，汰換北

投檔庫冰水主機、冷卻水塔等空調設備，以提升空調設備效

能，降低能源用度。 

 

三、其他 

摘要式說明設置系統之規格、容量及節能工作經費等基本資料 

項目 說明 

建置能源管理系統 

一、本部擬於明(108)年建置能源管理系統，確切計算各項能源設

備用電情形。 

二、檢討現有用電需求，以調降用電契約需求量為目標。 

設置再生能源系統 

本部業規劃在本部北投職務輪調宿舍(樂群樓、敬業樓及居安樓)

裝設太陽能發電板，並已辦理 3 次公開標租，惟暫無廠商投標。

另為提高廠商投標意願，本部將於檢討研議後，近期內再辦理第

4 次公告。 
 

四、預期成效 

外交部暨所屬領事事務局及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將落實執行上述管理

面與制度面之改善措施，包括定期召開節能會議，檢視能源使用情形，並研

擬精進節能績效之具體做法。在設備效能提升改善措施方面，逐年編列預算

汰換老舊空調、照明及其他電氣設備，並建置能源管理系統，預估用電逐年

減少 1.3%，用油量逐年下降，預計於 108 年達成提升整體用電效率 4%之目

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