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年度 

「政府機關及學校節約能源行動計畫」  

執行成效不佳單位 

 

 

原住民族委員會 

專案檢討報告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11   月 



 

 

目錄 
 

 

 

一、基本資料表單 ............................................................................. 1 

二、單位現況概述 ............................................................................. 4 

三、節能改善措施 ............................................................................. 8 

四、預期成效 ..................................................................................... 9



1 

 

一、基本資料表單 
 

基本資料 

單位名稱 原住民族委員會 單位代碼 A53000000A 
首長 

姓名 

夷將‧拔路兒 

Icyang‧Parod 

填報人 

姓名 
潘翊讚 聯絡電話 02-89953357 傳真電話 02-89953402 

所轄單位總數 2家（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 

所轄

單位 

106年用電量正成長家數 1家（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 

106年用油量正成長家數 1家（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 

用電成長說明 

成長原因說明： 

一、查「政府機關及學校節約能源行動計畫」106年度執行成

效考評報告，用電量如下： 

(一) 本會（本部大樓）用電量如下： 

1.104年度為767,229度 

2.105年度為777,323度 

3.106年度為735,366度 

(二) 本會所屬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下簡稱文發中心）

用電量如下： 

1.104年度為1,601,200度 

2.105年度為1,597,600度 

3.106年度為1,768,500度 

二、復查106年度相較於104年度用電基準，本會本部大樓用

電量節省31,863度，達電量節約標準。 

三、惟本會所屬文發中心用電量逾標準167,300度，經本會文

發中心函復說明，其用電成長原因如次： 

(一) 業務、編制人力增加： 

增加國家級原住民表演藝術人員、博物館人員、民族

植物園藝人員等。又因該等人員增加23名，原建築物

新增一處辦公處所。 

(二) 設備增加： 

因增加國家級原住民表演藝術人員、博物館人員、民

族植物園藝人員等，增加館舍電氣設備及資訊設備及

照明設備等。 

(三) 其他： 

1.為提升原住民族動態歌舞藝術展演能量，增加大門

口演出節目及歌舞館夜間加班訓練等。 

2.文發中心於106年度起執行「臺灣原住民族文化園

區綠珠雕琢再造6年（106至111年度）中長程計

畫」，總計17項工程之施作以致用電量增加外，復

又逢本中心三十周年慶相關系列活動展開，以及樂

舞團特訓加班延長歌舞館用電等因素，基於實務之

需要，故整年度用電量超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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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電成長說明(續) 

3.復又文發中心於106年度12月推出新樂舞劇「大港

口之冬」，爰於當年10月起密集加班排練，致用電

量增加。 

4.文發中心為配合行政院空氣汙染防制行動方案及落

實低碳島政策，自106年度逐年將中心柴油遊園車

汰換為電動遊園車，故相關用電量增加。 

5.文發中心105年度用電量1,597,600度，比104年度減

少3,600度，係因該年度中心歌舞館內部整修近2個

月期間，未使用空調及其他重要設備，故105年度

用電量相對減少。 

用油成長說明 

簡述說明 

一、查本會（本部）總用油量： 

（一）104年度為12,489 公升 

（二）105年度為14,795 公升 

（三）106年度為11,522 公升 

二、本會所屬文發中心總用油量： 

（一）104年度為7,837 公升 

（二）105年度為7,430 公升 

（三）106年度為8,117 公升 

三、106年度本會（本部）用油量相較於104年度（基準年）

節省967 公升，達節省油料標準。 

四、另本會所屬文發中心106年度逾280公升，經本會督導該

中心說明，因中心106年度起執行「臺灣原住民族文化園

區綠珠雕琢再造6年（106至111年度）中長程計畫」，總

計17項工程施作，因園區範圍廣大，需公務車往返監工

協調等作業，經本會督導後未來將降低公務車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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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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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單位現況概述 

(一) 本會及本會所屬文化發展中心104、105及106年度用電、用油情形及

與104年比較差異，如下表： 

 

本會及所屬機關節約能源表 

 年度 
實際總用

電度數 kWh 

電號樓地

板面積

(m2) 

電號數量

(只) 

當年度 EUI 

(kWh/m
2
×

year) 

總用油量

(L) 

本會 

（本部） 

104年度 767,229 7,266 1 105.6 12,489 

105年度 777,323  7,266  1 107.0  14,795  

106年度 735,366  7,266  1 101.2  11,522  

文化發展

中心 

104年度 1,601,200  17,042  1 94.0  7,837  

105年度 1,597,600  17,042  1 93.7  7,430  

106年度 1,768,500  17,042  1 103.8  8,117  

 

(二) 本會（本部）105年度起已積極配合行政院執行「政府機關及學校節

約能源行動計畫」，106年度相較於104年度用電基準，用電量節省

31,863度： 

1. 在管理面與制度面的改善措施部分，落實節約能源推動小組、指

定節能管理員、公務車採多人共乘，以達節約用電及用油之目標，

並節省公帑。 

2. 在設備效能提升的改善措施部分，本會業配合本大樓管理小組會

議決議，考量公共管理費用及經濟效益成本，再行研議將各樓層

既有T5/T8燈具汰換為具環保標章之LED燈具，並視需要汰換老舊

高耗電量之空調設備並選用具節能標章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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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復查本會所屬文發中心106年度用電量逾標準167,300度；本會爰於

107年10月31日以原民秘字第1070062401號函督導並請文發中心說明

提出專案檢討報告，復經該中心於107年11月8日以原民發綜字第

1070006133號函擬具專案檢討報告說明，如下： 

文發中心105年1-12月與106年1-12月用電情形比較表 

        年 

月份  

105年1-12月 106年1-12月 105年1-12月 106年1-12月 

度數 度數 電費 電費 

105/1.106/1 122,100 136,000 422,495元 412,017元 

105/2.106/2 118,000 136,300 396,676元 389,384元 

105/3.106/3 108,500 123,500 358,722元 371,688元 

105/4.106/4 117,500 154,100 409,902元 443,691元 

105/5.106/5 126,400 122,700 384,670元 380,583元 

105/6.106/6 138,400 159,600 416265元 463,719元 

105/7.106/7 143,700 153,600 486,725元 521,250元 

105/8.106/8 169,700 178,000 544,744元 565,305元 

105/9.106/9 171,600 171,400 562,285元 551,284元 

105/10.106/10 109,900 154,900 409,066元 518,363元 

105/11.106/11 127,900 149,200 393,391元 429,749元 

105/12.106/12 143,900 129,200 436,142元 399,801元 

核計 1,597,600 1,768,500 5,221,083元 5,446，888元 

 

(四) 文發中心執行單位節能措施及能源管理推動情形： 

1. 經檢討文發中心，辦理各項原住民文化發展事務節約措施如次： 

（1） 文發中心除了依照政府訂定有關行政機關工作規範執行外，

尚須服務國內外遊客每年約40萬人次以上。 

（2） 為節約能源，文發中心力求各館舍溫度未達30度以上，不得

開放空調，除歌舞館之空間特殊，並屬於遊客密集場域，可



5 

 

於一年四季平日開放冷氣之外，其他文物館、生活型態展示

館、藝術館於夏季每日上午十點至下午四點開放冷氣，其他

時間不得開放。行政辦公大樓則需溫度達32度以上方得開放

冷氣。 

(五) 文發中心節約能源推動小組會議運作情形： 

1. 有關節能工作事項，文發中心透過主管會議及每月中心會報追

蹤、督導，由各長官帶領節能行動，並向所屬同仁宣導節電事

宜。 

2. 文發中心要求所轄委外勞務廠商及商店包括旅店、工藝商品店、

咖啡店、文創店及餐廳共同勵行節約能源。 

3. 文發中心於推動小組會議，宣達及辦理以下事項: 

（1） 擬訂每年節能目標及實施計畫。 

（2） 分析及檢討園區水、電費用。 

（3） 分析及報告節能措施年度效益。 

（4） 維護節能措施正常運作及編列相關執行預算。 

（5） 推動園區員工節能教育訓練及宣導事宜。 

（6） 定期召開節能會議，確認各項能源管理機制、工作方法

及責任分工。 

（7） 其他與節能相關之業務。 

4. 其他：文發中心辦公室、文物館、歌舞館、生活型態展示館、

旅店、餐廳、宿舍、特展館及販賣部等全面更新汰換節能之照

明設備、電氣設備及冷氣空調，以因應辦公大樓、旅店、館舍

及餐廳等夏季7-9月節能工作，以落實節電相業務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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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節能改善措施 

節能改善計畫 

 預計推動節能措施摘要： 

本會將督導文發中心進行相關節能改善計畫，辦理事項如下： 

一、管理面與制度面 

項目 說明 

落實節約能源小組 
每半年召開節約能源小組會議，並透過主管會議，追蹤督導能

耗情形，改善缺失，督導考核能耗情形。 

指定節能管理員 

請本會所屬文發中心規劃各館舍指定專人下班後檢視照明、空

調、熱電及抽水馬達等各項設備之配置檢視、保養維護及汰舊

換新等工作。 

公務車採多人共乘 明訂公務車派遣規範，原則3人共乘才能使用。 

通報機制 建立各處室及各區及人員通報機制，提升節能績效。 

 

二、設備效能提升 

項目 說明 

本會所屬文發中心 

汰換老舊照明設備 
各辦公室、館舍、餐廳及販賣部等高耗能照明燈具，汰換為具節

能標章之 LED。 

汰換老舊空調設備 

1.使用超過9年之空調冷氣（文物館、歌舞館、餐廳及特展館）

大型空調，汰換為變頻式控制中央空調主機或冷氣機。 

2.國際會議廳增設變頻式冷氣機，減少中央空調運轉的電量。 

汰換老舊公務車 將老舊遊園車4台，汰換為電動遊園車。 

三、其他 

未來積極推動之節能措施 

(一)、各館舍設置分電錶有效管控用電使用狀況，其管理人員名單臚列如下： 

1. 行政大樓及旅店：蔡宜靜、柳文慧 

2. 文物陳列館：陳偉、杜秀芬 

3. 特展館：周玉玲、督菇 

4. 歌舞館：金龍源、弓嘉英 

5. 生態館：許誠信、葉和慧 

6. 中餐廳及販賣部：柳文慧、羅雅仁 

7. 員工宿舍：柳文慧、李欣 

8. 文化廣場（體驗區）：潘怡靜、林君夏、葉和玲 

9. 解說站：劉思妤、陸富香 

10. 售票處：盧玉桂、林滿義 

11. 傳統住屋：竇宏成、江震波 

12. 其他（公廁、路燈、走廊等）：卜新民、林金治、蔡志明 

(二)、行政辦公室各組室之電源，設置分電定時總開關，以有效管理用電量。 

(三)、未來執行綠珠雕琢中長程各項工程，鼓勵廠商自備發電機或於工程施作廠商編列電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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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效 

(一) 本會（本部）將持續為配合「政府機關及學校節約能源行動計畫」，

持續執行節電節能各項措施。 

(二) 另文發中心承諾辦理節約能源各項措施，預期成效包括： 

1. 要求辦理工程預算案，納入支用當年度用電預算或追加廠商工程

用電所需費用以達到使用者付費的原則，達成節能績效指標。 

2. 未來將透過 (辦公室、館舍、餐廳、旅店、販賣部)電力需求定期

召開節能會議以因應事項業務之推動，落實執行上述管理及設備

效能提升的改善措施，有效執行設備汰換及節能計畫工作的執行。 

3. 就有關遊客服務是項工作將透過導覽解說或管考機制，創造更優

質的、安全的節能遊憩環境，並確實落實節能(電)目標。 

4. 另政府推動節能，同時亦推動低碳政策及發展無汙染電動車產業，

為配合行政院政策，文發中心於106年度起採購2輛電動遊園車，

逐年汰換老舊之柴油遊園車輛，電動車所需電量似與節電措施衝

突，相關節電與推動新能源車輛之相悖措施仍請上級綜合考量評

估。 

(三) 本會將持續參考其他機關設置之系統或措施，精進本會之相關作為，

並督導所屬文發中心落實承諾辦理之各項節能措施，藉以逐年達成

政府節能減碳之目標，共同營造永續發展之生活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