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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節能推動方向 

節能推動效益 

• 建構虛擬化雲端平台：解決管理與維護資源未能整合及資訊預算不足、人力
維護成本高等資訊管理面問題。 

• 節能環保智慧機房改善： 
電力系統規劃與建置：規劃設計滿足未來機房電力需求的電力系統、不斷
電系統，資訊機房資訊設備電力規劃為雙迴路系統，以提供網路設備及伺
服器主機更節能安全之電力環境。 

結構化佈線系統：包含光纖佈線、網路線佈線及電力線佈線，考量氣流通
風順暢、線路整齊及標示明確以利有效管理。 

模組式機櫃系統：設置12 組伺服器使用機櫃及4 組網路資安設備使用機櫃，
以滿足既有設備裝載及未來擴充需求。 

環境自動監控系統：建置機房環境監控系統，使機房管理人員能充分掌握
機房現況，包含電力監測、PUE 能源效率值監測、機房溫濕度監測、漏水
監測、消防系統監測、門禁管制系統監測等，具有事件紀錄及警訊通報功
能。 

• 建置「e指掌控 APP 系統」： 
減少系統異常當機情形，提供民眾便捷線上服務；減少民眾等待時間及大
樓空調冷氣及民眾往返時間排碳量。每年節省8,760 小時及5,803 次查驗處
理作業及異常等待時間，取代馬路進行網路查檢處理，減少人員往返次數。 

推動無紙化智慧機房管理及公文線上簽核服務，約減紙671.5萬張。 

節能效益：節省用電約 8.6萬度/年，節電效益約6%。 

交通部公路總局高雄市區監理所 
新世代節能環保智慧機房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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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電措施 

建構虛擬化雲端平台 

節能環保智慧機房改善 

建置「e指掌控APP系統」 

虛擬化方案導入機房伺服器系統，簡化資訊管理，強化節能效益 

• 整合無紙化智慧機房、巡檢機器
人、機房PUE 效能、溫溼度能源
控制、UPS 電力效能與輔助機房
監控系統等，導入無紙化機房管
理功能，以開發高度解決能力的
空間資訊分析與決策支援系統。 

• 採多元管道申辦，結合超商及代
檢單位建立起「高雄市鄰里公路
監理小站」，並整合網際網路、
電話語音、通信及臨櫃辦理，提
供民眾便利服務。 

• 整體伺服器虛擬化，將伺服器加以整併，
由原先規劃15 個機櫃縮減為8 個，大幅
提高整體資訊機房之空間使用率。 

• 每部傳統實體伺服器均有最低固定耗電
量，取決於電源供應器、硬碟轉速與數
量、冷卻需求及其他因素等。經「虛擬
化技術」後，就可等同於減少一倍以上
的實體伺服器需求。 

• 以伺服器虛擬化思維來看，執行單一系
統的閒置消耗電力與同時執行多系統的
滿載消耗電力相比，選擇可同時型多系
統的模式來運作型態可換取更多的資訊
服務資源。 

• 機房能源使用效率PUE值由
2.9降為1.63，預估10年之使
用期限內可節省用電量240
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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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捷運車站空調差異化控制管理 

整體節能推動方向 

節能推動效益 

 視人潮調整供給量及運轉時間 視人潮調整供給量及運轉時間用得少 

 提昇設備能源效率 提昇設備能源效率用得好 

 設置再Th發電系統、善用天然資源 設置再用得妙 

104年總用電7億5,852萬度；105年總用電7億4,872萬度。 
整合各項節電措施，總計節電980萬度，本項措施估計為270萬度。 

改善前： 
送風機及回風機依據車站內溫
濕度與室外溫濕度，經由環控
程式判別來控制模式風機內外
循環模式及全載或半載運轉，
原全年全載天數約200天。 

改善後： 
分析各車站尖離峰時段旅運變
化情形後，依人潮調整空調供
給量。 

總用電：7億9,300萬度 

分析各車站尖離峰時段旅運變化情形後，依人潮調整空調供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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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電措施 

提案投入金額 

本案係管理作為，經由各別車站之旅運型態分析，找ft空調的節能空
間，由監控人員逐站依差別化需求修改環控程式，續由環境監控系統
依排程自動控制。 

由員工自行撰寫環控程式修改控制模式，沒有額外支付ft費用。 

由於各捷運車站在尖/離峰時段、車站地理位置、車站週邊活動影響旅
客流量差異很大，因此台北捷運公司在供給與需求平衡思考下依各車
站不同時段之旅運量特性或空調設備設置差異，調整空調運轉模式，
來達成節能效益。 

本案歷經多次調整修正執行方法，目前措施分為離峰時段風機半載、
全日風機半載及特定時段風機半載，各車站依不同營運型態差異化控
制風機運轉模式。 

提案執行方法 

實測溫度變化 

月台溫度變化： 
    – 改善前均溫為25.3℃ 
    – 改善後均溫為25.4℃ 

空調溫度影響變化不大，仍符合控管目標 

本案依人潮調整風機運轉方式減少耗能之評估方式，純屬管
理作為無須投資改善成本，可推廣至設置有大量預冷空調箱
場所，如大型百貨、賣場或室內運動場等。 

節能作法推廣及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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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度與104年度風機用電量比較 

整體節能推動方向 

節能推動效益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隧道及車行地下道風機智慧控制節能方案 

地下道

及隧道

之風機

設備 
66.81% 

其他 
33.19% 

104年度整體用電 

 在有效管控與降低風機運轉時間及保障用

路人行車安全間達到平衡之前提下，進行

節能 改善工作。 
 依 數據分析結果，將 現有設備進行 調整與
優化，以達節能減碳之目的。 

 本方案為 利用既有設備及大數據分析之概
念，依歷年來監控結果資料分析，並無額

外附加成本支出。 

 本處105年度用電量合計為324萬6,155度，較104年度(368萬1,176度)
減少43萬5,021度，約減少264公噸二氧化碳排放量，較前年度用電
減少11.81%，節省經費計新臺幣242萬8,598元。 

 風機部分節省度數為41萬5,789度，佔本處整體節省電量95.57%。 

設備地點 105年度用電量(度) 104年度用電量(度) 節省度數 增減比例(%) 

辛亥隧道 192,400 225,900 33,500 -14.83% 

自強隧道 195,400 299,000 103,600 -34.65% 

文山隧道 625,635 674,800 49,165 -7.29% 

象山隧道 189,560 170,840 -18,720 10.96% 

大湖隧道 84,640 98,880 14,240 -14.40% 

康樂隧道 82,400 99,520 17,120 -17.20% 

基隆路車行地下道 306,200 333,284 27,084 -8.13% 

林森南路車行地下道 35,600 74,000 38,400 -51.89% 

復北車行地下道 331,800 483,200 151,400 -31.33% 

合計 2,043,635 2,459,424 415,789 -16.90% 

臺北市隧道及地下道風機設置
地點及數量(共12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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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電措施-智慧與即時監控 

監控中心進行智慧與即時監控控制 

• 目前設置有復興北路、基隆路及信義
快速道路等3處監控中心。 

一氧化碳偵測器與粉塵濃度監測器
即時監測成果 

• 當達到警戒值時將自動開啟風機排風， 
降低濃度，透過網路回傳至監控中心，
值班人員可依照現場即時情況進行遠
端監視與控制風機啟閉。 監控中心風機監控畫面 

復興北路監控中心值班情形 

依歷年監控結果進行資料分析與於實地觀察結

果後，發現隧道及車行地下道內空氣品質以上

下班時段(07:30〜09:00及17:30〜19:00)為最糟
，須利用風機來達到換氣之功效。 

中午離峰時段車流量較少，空氣品質於車輛行

駛過程中自然產生之活塞效應即可將廢氣及粉

塵自然帶出，故空氣品質未達警戒值無需開啟

風機之必要。 

104年度 
風機開啟時段 

• 07:00〜09:00 
• 11:00〜13:00 
• 17:00〜19:00 

智慧監控 
風機開啟時段 

• 07:30〜09:00 
• 17:30〜19:00 

在此設定下每部風機每日共減少
3小時運轉時間，全市124台風機，
每日共約減少372小時運轉時間。 

調整風機運轉時間達到節能功效 

推廣及宣導 

現場設備老化與故障 

•加強設備之巡檢與維護工作，確保設備運作正常與
延長設備使用壽命。 

•編列預算汰換老舊設備，更換為效益更佳之設備。 

新進值班人員訓練不足 

•加強值班人員(尤其新進人員)之教育訓練。 

用路人對減少風機開啟時間有所疑慮 

•適時向民眾說明與解說，消弭民眾之疑慮。 

檢視現有設備功能 

探討設備相互連結之功效 

善用歷史資料與客觀數據 

優化或調整設備使用方法 

最小預算達到最大的功效 

「想法＆做法」 
「從管理面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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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節能推動方向 

國防部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第二０二廠 
負載需量減併措施暨節能裝置改善 

落實 

高壓迴路設備 

負載需量簡併措施 

執行 
電力管控機制 

實施 
節能裝置改善 

投入項目 執行成本 佔預算百分比 

1.高壓迴路 設備負載需量 減併措施 6萬2,400元 1% 

2.裝設用電量管制數位式電錶 25萬元 4.2% 

3.廠房水銀燈更換為LED燈 160萬元 26.7% 

4.緊急照明燈及出口指示燈更換LED燈 40萬元 6.7% 

5.辦公室T8燈具更換為T5燈具 64萬元 10.7% 

6.傳統式空調及馬達設備 更換為變頻式 30萬元 5% 

 合 計 325萬2,400元 54.3% 

預算來源：本廠基金預算-水電材料費 

104年度執行提案投入金額 

檢討本廠各項設施耗能現

況，針對可改善項目實施

節能作為，秉持當用者用、

當省者省原則，善盡企業

社會責任，以達國家永續

發展目標。 

本廠現有電器設備多為使

用20年以上設備，耗能損

失較高，將持續以新型電

器設備汰換，以降低電力系

統耗能損失。 



8

歷年用電度數  

歷年電費支出  

 累積用電度數減少 : 

192萬4229度 

 節約率 : 16.4% 

 累積用電度數減少 : 

1370萬646元 

 節約率 : 27.34% 

節能推動效益 

以「永續經營」之理念，持續檢討預

算需求，分階段汰換老舊電力設備及

辦理節能裝置改善。 

加強同仁節能措施宣(督)導與溝通，

建立正確節能概念，持續擴大節能成

效。 

節電措施 

高壓迴路負載需量減併措施 

運用管理手法於連續及週休

假期「前(後)」切離(回)可停

用之高壓迴路設備（如變壓

器、電容器等）電源，減少

設備及線路無載損失，延長

設備使用壽限，並達節能效

益。 

切離生產區 56具
高壓變壓器一次
側電源。 

特高壓迴路2具主
變壓器採1部供電，
另1部切離一次側
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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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管控機制 

於各用電分區裝設數位電表， 管制高耗能設備用電需量，避免超出契

約容量並減少用電，用電狀況上傳網站供主管及同仁查詢，使同仁瞭

解用電狀況，並採節電措施。 

紀錄用電量 公開資料供業管及
用電單位網路查詢 

 
加強節能管制
措施或更換 、
增設 、 修復單
位節能設施 

 

持續監控 

透過更換符合現行法規及節能標章之

電器設備 (施)，提升廠房及辦公室等場所
人員舒適性，並降 低耗電量。 

節能裝置改善 

軍事設施原有水銀
燈具計158具，更換
為LED節能燈具。 

更換LED緊急照明燈
及LED出口指示燈共
500具 

辦公室照明設施更
換為T5省電燈具計 
600具 生活區宿舍增設太陽能

熱水器1組 

生活區宿舍冷氣30台更
換為變頻式 

供水系統大型抽水馬達
6部更換為變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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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機房基礎設施項目  

整體節能推動方向 

節能推動效益 

國立聯合大學 
綠能機房建置 

中心現有30部虛擬
主機與8部實體主
機，較以往省下52
部實體主機的費用
與電費。 

減少伺服器數量  

變頻式冷氣主機，
安排冷熱空氣流向，
避免交錯混合。 

提升空調效率 

低損耗的精密配電
櫃、模組式UPS、
採用T5燈管。  

使用省電裝置 

主機房3D圖  

資訊機房設計目標PUE值< 1.6。 
實際運作PUE值=1.41(2015年平均值)。 
能源效率指標 PUE 值達黃金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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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電措施 

 冷氣於機櫃旁直接吹出，旁邊機櫃可直接吸入，
損耗最少。出風口溫度可設定為 22~25度。 

 機櫃採用蜂巢式面板，通風率可達75%以上。  

節能裝置改善 

機櫃式空調配置 機櫃配置 
模組化系統 

可以根據實際需求彈性擴充，透過兩套不斷電系統並聯，
依輕載高效的特性，負載率超過30%，可達95%以上的
高效率，每個月都能省下一筆可觀的電費支出。 

機房規劃採用模組化UPS，若有模組故障只需更換故障
模組，整機仍能運作。 

未來可逐步擴充，不必購買大UPS一次到位，或日後買
大換小，小UPS閒置，造成浪費。  

模組化機櫃與理線槽 

導入模組化機櫃與理線槽等配
件，使線路排列整齊劃一，不
但美觀，實質上更優化了空調
製冷效率。  

高防震機櫃  

機房配有 IPKVM，管理人員
於主機房透過網路單一入口快
速、方便的管理所有主機設備，
同時，可減少進出機房之機會，
降低能耗。  

機櫃上方以及高
架地板下，都有
支架固定，為機
房的防震基礎提
供雙重保障。  

PKVM管理及節能  

縮短風徑 

熱通道封閉 

排除冷熱空氣混合 

火災發生後，氬氣藥劑不會分
解出破壞環境或是對人體造成
影響的毒性物質。  

環保氬氣消防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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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節能推動方向 

節能推動效益 

節電措施 

中國輸出入銀行 
整併空調冰水系統節能效率 

導入能源管理系統與PDCA節能减碳管理概念，節能與辦公場所工作環

境兼顧，致力營造舒適之健康職場環境。 

藉由節能技術進行設備量測，瞭解其節能潛力運用，並依診斷建議確實

編列預算執行改善， 提高設備使用效能，達到節能目標。 

空調冰水系統可交互支援運轉，增加系統安全度。 
評估合併冰水管路，僅開啟1台冰水主機運轉，節能減碳效益達21%，105
年度中央空調用電量占年度降為10%。 

室內靠窗區域，環境舒適度不佳，易造成環境溫差較大，並增加室內的
熱負荷，玻璃加貼隔熱紙與窗簾。 

靠南海路西曬窗戶加裝窗簾與隔熱貼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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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 105年度 

 樓層 7樓 8樓 7樓 8樓 

冰水機耗電(kW) 26.272 26.907 0.0 42.40 

冰水泵浦耗電(kW) 9.502 9.585 0.0 9.585 

合計耗電(kW) 35.774 36.492 0.0 51.985 

移除辦公室事務機器發熱源 

 總計完成總行設置7處獨立式事務機器室，

有效移除辦公區之機器熱源。 

 妥善利用空間，提升設備運轉效能，節省

公帑支出。 

獨立式事務機器室 

非尖峰空調時段或周末、假日等離峰時段，僅啟動一台冰水機運轉。 

單一冰水機耗電可以降低20.281kW，約可節電20%。 

調整冰水機運轉 

設備完工後 

採用節能標章產品 

 原辦公區傳統鐵磁式安定器螢光燈具，汰換為T5燈具。 

 循環扇、冷氣、飲水機採用節能標章產品。 



經濟部能源局指導單位 /

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執行單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