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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節能示範觀摩會 

 

 

 

 

 

 

 

 

 

主辦單位：  經濟部能源局 

執行單位：       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 

109 年 8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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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 
經濟部能源局依據「政府機關及學校節約能源行動計畫」，將於 109

年 8 月 27 日(四)下午 2 時假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6 樓簡報室，辦理「節

能示範觀摩會」，主題為「電腦機房建置電力監測系統及實體主機虛擬

化」，希冀藉由現場節能導覽及措施介紹，達到單位間交流與經驗分享，

並從中仿效彼此優點，加速建構各機關學校節能減碳規劃，擴散節能氛

圍，俾利推動後續節能相關工作。 

貳、活動辦理對象 
行政院暨所屬各級行政機關、各直轄市政府及各縣(市)政府暨所屬各

級行政機關及學校、教育部所屬各級國立學校及各公營事業機構等單位

中，負責規劃智慧資訊機房之主管人員及承辦人員。 

參、辦理時間、地點、主題及名額 
時間 地點 觀摩主題 名額 報名截止日期 

109年 8月 27日 

(星期四) 

臺中市政府 
地方稅務局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

文心路二段 99 號) 

1. 電腦機房電力監
測系統 

2. 電腦機房實體主
機虛擬化 

50人 

8 月 17 日至 
8 月 26 日止 

(額滿止) 

報名人數額滿為止，且不提供現場報名 
註：期程將依實際狀況調整，以報名網站公告內容為主 

肆、活動流程 
時間(下午) 活動說明 執行單位 

02：00-02：20 報到 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 

02：20-02：50 改善機房能源使用 
效率(PUE)之效益 專家學者 

02：50-03：20 電腦機房建置電力監測系

統及實體主機虛擬化 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03：20-04：00 現場措施觀摩 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 

04：00-04：30 現場觀摩技術交流討論 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 

04：30~ 散會 

◎為響應環保，請自行列印講義與會，並自備環保杯 
◎公務員提供終身學習時數認證 2 小時 
◎課程時間、講師若有異動，以現場課程表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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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活動內容 

一、 資訊機房節能措施說明 
說明針對資訊機房可執行之各種節能措施手法，並藉由臺中市政府

地方稅務局之實際案例，展示「可動態量測 PUE 之智慧型電力監測系

統」、「導入雲端虛擬化系統平台」及「縮減電腦機房空間」之規劃過程

及實際推動作法。 

二、 現場觀摩(資訊機房節能措施) 
(一) 機房用電設施效能化 

整合空調、偵測、消防系統、門禁及不斷電等系統所消耗電力，達

到能源使用效率(PUE)最低標準。建置 IP-KVM (Keyboard、Video、Mouse，
Kvm Over IP 簡稱 IP-KVM)設備，供管理人員遠端管理機房內相關設施，

減少人員進出機房，有效掌控權限管理。將舊有空調設備停用，作為備

援空調，改用高能源效率比值之變頻多聯式空調。 

(二) 導入雲端虛擬化系統平台 
轉移現有實體伺服器主機內的資訊服務，將平台主機虛擬化，解決現

有伺服器老舊、故障與維護等問題，減少老舊實體伺服器主機汰換之成

本，降低資訊機房的電力使用率及機房空調需求量，節省電費及設備維護

費用。 

(三) 電腦機房空間調整及冷熱通道隔離 
將原有分散於各機櫃使用及未使用的主機重新配置，重新調整網路

線路、錄影系統，將多餘機櫃拆除，進行隔間縮減(由 32.6 坪縮減至 16.3
坪)以減少機房耗能。機櫃採用「面對面、背靠背」方式擺放，避免前排

機櫃排出之熱空氣與空調之冷空氣混合後才進入後排機櫃，將冷、熱空

氣分開以提高冷房效率。 

    
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資訊機房(a)隔間前空間 (b)機房隔間後空間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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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預期效益 

透過本次「節能示範觀摩會」，使各機關(構)以及學校單位瞭解對資

訊機房之各項節能改善措施，並藉由示範觀摩會參與者之間互動，分享

相關實務操作經驗，加深與會人員對資訊機房節能技術之印象，仿效彼

此優點，並加速落實節能措施。 

另外，透過節能示範單位的資訊分享，可促使各機關(構)以及學校單

位考量引入智慧管理、機房虛擬化等具參考價值的節能技術，突破傳統

機房節能之作法，深化各單位資訊機房管理人員之機房節能知識，擴散

針對資訊機房節能之各種改善行為，加速落實節能措施。 

柒、報名方法與注意事項 

一、 報名方式 
本次示範觀摩會一律採網路報名。 
（報名網址：https://www.ftis.org.tw/active/pr110908285274.htm） 

二、 聯絡方式 
(一) 聯絡人：謝宇軒 助理工程師 
(二) 聯絡電話：02-7704-5274 
(三) E-mail：pm1@ftis.org.tw （@前為數字 1） 

 

三、 注意事項 
(一) 免收報名費，名額有限，請儘速報名，報名額滿為止。 
(二) 本會議不提供開放式餐點與水杯，請與會來賓自備環保水杯。 
(三) 因應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如近期有旅遊

史、確診案例接觸史或呼吸道症狀者，請勿參加。 
(四) 與會來賓應自備口罩，並請配合執行單位、場地單位測量體溫等防疫

措施，若會議中有不適，請立即配掛口罩並前往就醫。 
(五) 為保持會場通風狀況，請與會來賓保持 1.5 公尺以上之距離，並配合

現場執行單位進行消毒之相關事宜。 
(六) 與會來賓若有發燒等症狀(體溫>37.5℃)，主辦單位將保留其報名資

格，應立即前往就醫，並配合主辦單位追蹤就診結果。 
 
 

mailto:pm1@fti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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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交通資訊 

一、 地圖位置： 

 
二、 搭乘火車： 

搭乘火車至台中火車站下車後，從『臺中火車站(站牌名稱)』，轉搭 73
路公車至『市警局(站牌名稱)』下車(本局於市警局斜對面)，或搭 323、
324、325 路公車至『臺灣大道文心路口(站牌名稱)』下車、搭乘 300、
301、302、303、304、305、306、307、308 路公車至『市政府(站牌名

稱)』下車，沿文心路往南步行約 500 公尺抵達。 

三、 搭乘客運： 
搭乘客運至台中轉運站後，從『臺中火車站(站牌名稱)』，轉搭 73 路公

車至『市警局(站牌名稱)』下車(本局於市警局斜對面)，或搭 323、324、
325 路公車至『臺灣大道文心路口(站牌名稱)』下車、搭乘 300、301、
302、303、304、305、306、307、308 路公車至『市政府(站牌名稱)』
下車，沿文心路往南步行約 500 公尺抵達。 

四、 搭乘高鐵： 
請至高鐵臺中站一樓『高鐵臺中站(16 月台)(站牌名稱)』，轉搭 151、153
路公車至『市警局(站牌名稱)』下車。(本局於市警局斜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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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自行開車： 
(一) 行駛國道 1 號：下【臺中交流道(臺中、沙鹿)】往指示牌「臺中」方

向→行駛臺灣大道三段(路經黎明路、河南路、惠來路、惠中路)→右

轉至文心路(路經市政北五路、市政北三路)→稅務局將在您右側。 
(二) 南下國道 3 號：於【中港系統交流道】接【國道 4 號(神岡、清水)】

往指示牌「神岡」方向→於【臺中系統交流道】接【國道 1 號(后里、

臺中)】往指示牌「臺中」方向→下【臺中交流道(臺中、沙鹿)】往指

示牌「臺中」方向→行駛臺灣大道三段(路經黎明路、河南路、惠來路、

惠中路)→右轉至文心路(路經市政北五路、市政北三路)→稅務局將在

您右側。 
(三) 北上國道 3 號：於【快官交流道】接【中彰快速道路(74 線)】往指示

牌「臺中」方向→下【市政路交流道】後→右轉市政路→左轉文心路

(路經大墩十八街)→到大隆路迴轉→稅務局將在您右側。 
(四) 南下中彰快速道路(74 線)：下【西屯路交流道】後→左轉西屯路→ 右

轉黎明路三段→左轉臺灣大道三段(路經河南路、惠來路、惠中路)→
右轉至文心路(路經市政北五路、市政北三路)→稅務局將在您右側。 

(五) 北上中彰快速道路(74 線)：下【市政路交流道】後→右轉市政路→左

轉文心路(路經大墩十八街)→到大隆路迴轉→稅務局將在您右側。 
(六) 停車資訊: 

 市政公園停車場：汽車 10 元/30 分鐘、機車每日每次 2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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