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全面推動節能措施
節能目標為
每年能源效率提高 2%
★考量我國能源系統為獨立型態，能源供給
98%以上依賴進口，且化石能源依存度高，
面對國內外各種能源議題挑戰，我國節能措
施之推動，扮演重要角色。
★ 2008 年行政院通過「永續能源政策綱
領」，為我國節能工作訂定短中長期目標：
◇ 自 2008 年後之 8 年，每年提高能源效
率 2％以上。
◇ 能源密集度於 2015 年較 2005 年下降

能源管理法
為推動節能之重要依據
★為加強管理能源，促進能源合理及有效使
用，特於 2009 年修定能源管理法。
★能源用戶使用能源達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數量
者，應建立能源查核制度，訂定節約能源目
標及執行計畫，並向中央主管機關申報使用
能源資料。
★廠商製造或進口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使用能
源設備或器具供國內使用者，其能源設備或
器具之能源效率，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容許
耗用能源(MEPS)之規定，並應標示能源耗用

20%以上。
◇ 藉由技術突破及配套措施，2025 年能源
密集度較 2005 年下降 50%以上。
能源小常識
能源密集度(Energy Intensity)是國際間用來
衡量國家能源使用效率的指標。代表的是生
產過程中，產出每一單位國內生產毛額
(GDP)所需要消耗的能源。國家之能源密集
度下降，則表示創造一單位 GDP 時，所需
之能源量在下降、能源使用效率提升。

量及其效率。
★廠商製造或進口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車輛供
國內使用者，其車輛之能源效率，應符合中
央主管機關容許耗用能源之規定，並應標示
能源耗用量及其效率。
★新建建築物之設計與建造之有關節約能源標
準，由建築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依據五大工作方向，
積極推動節能措施
★依據能源管理法，節約能源工作分由「效
率管理」、「查核輔導」、「示範補
助」、「技術研發與產業輔導」以及「教
育宣導」五大方向積極推動。

政府全面推動節能措施
政府全面推動
各部門節能措施

我國節能措施
與先進國家同步

過去 5 年我國能源密集度
下降幅度高於目標
★ 2007 年 至 2013 年 能 源 密 集 度 平 均 下 降

★ 國際節能政策方向主要涵蓋源頭節能降低

★能源查核與節能技術服務

2.44%，達每年 2%以上目標；同期間工業、服

消費、用能管理提升效率與教育宣導改變

★推動集團企業自願性節能

務業部門之能源密集度以及家庭每月平均用

行為三大方向，其中能源效率提升因不會

★特定能源用戶節約能源規定

電度數亦呈現下降趨勢，顯示能源效率持續改

降低民眾消費福祉，因此為各國施政主

善。

軸。

產業

◇ 服務業： 11 類指定能源用戶規範冷氣不
外洩、禁用白熾燈及室內冷氣溫度限值

★ 根據國際能源總署(IEA)能源效率資料庫，

◇ 耗能產業：針對水泥、鋼鐵、造紙、石

國際能源效率措施大致可分為經濟措施、
推廣與訓練、政策支援、法規、研究發

化業規範能源使用效率

展、自願性方法等 6 類。

★推動節能績優表揚

★ 我國節能作法與歐美日等先進國家同步，

住商

部分措施更領先全球，如我國電冰箱與冷

★規範使用能源設備最低容許耗用能源基準

氣機之設備器具最低容許耗用能源基準領

★自願性節能標章產品推廣
★能源效率分級標示制度推動
★補助民眾購置高效率節能設備
交通
★ 車輛最低容許耗用能源管理
★ LED 交通號誌燈全面汰換
★ 推動全臺設置 LED 路燈措施

★ 最低容許耗用能效標準及能效分級標示 ，於
2009-2013 年 累計節約電量 24.23 億度 。
★ 自願性節能標章制度 於 2009-2013 年，有效

先世界；能源大用戶能源查核之年平均節
能率 1.2%，高於日本訂定耗能合理化 1%
之目標值。

認證廠商家數 370 家、產品 7,819 款 (已納入
廣告

家庭總耗電量約 90%之產品項目)，節能標章
累計使用高達 1 億 7,800 萬枚，年節能 15 萬
公秉油當量。

核能議題公開資訊詳見經濟部官網
www.moea.gov.tw 或穩健減核.tw

工業節能措施與成效
工業節能政策作法
★ 耗能產業能效管理(用戶)：依能源管理法第

能源查核

工業部門節能輔導

★ 能源查核的對象為煤炭年使用量 6,000 公噸以

★ 提供能源用戶節能技術現場服務，發掘能源

8 條規定，訂定指定能源用戶節約能源規

上，或燃料油年使用量 6,000 公秉以上，或天

用戶節能潛力，鼓勵業者利用節能技術診斷

定。目前已公告之規定包括：(1)使用蒸汽鍋

然氣年使用量 1,000 萬立方公尺，或電能用電

結果進行改善。另透過成立非集團企業節能

契約容量 800 瓩以上的能源用戶。

圈，協助能源管理人員落實推動節能工作，提

爐應遵行之節約能源規定；(2)水泥製造業、
鋼鐵製造業、造紙業應遵行之節約能源及使
用能源效率規定，後續將陸續公告石化業、

★ 能源用戶使用能源達上述規定數量者，應建立

升業界競爭力。

能源查核制度，並訂定節約能源目標及執行計

★ 推動百大能源用戶節能目標管理，導入產業

畫，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備並執行之。並於每

最佳可行技術，輔以節能技術輔導，協助訂定

商)：依能源管理法第 14 條規定，訂定能源

年一月底前，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報使用能源

合理的節能目標。

設備或器具容許耗用能源基準。目前已公告

資料。

紡織業、電子業。
★ 能源使用設備效率提升與管理(製造或進口

之規定包括：(1)鍋爐效率標準；(2)空調系

★ 98~102 年推動工業部門節能輔導，共輔導

★ 102 年國內能源消費量 11,154 萬公秉油當量，

2,530 家，節約電力 9.5 億度，節約熱能 15.9

統冰水主機能源效率標準；(3)低壓三相馬達

工業部門大用戶總耗能 3,342 萬公秉油當量(不

萬公秉，總計節約 39.6 萬公秉油當量，抑低

能源效率基準。

含能源部門自用，共 3,187 家)，占國內能源消

二氧化碳 107.6 萬公噸 。

★ 能源查核、管理、節能技術輔導：依能源管
理法第 9 條、第 10 條、第 19-1 條，實施能
源大用戶強制性節能目標管理與能源申報資
料查核，並提供節能診斷與技術諮詢。
★ 推動自願性節能：推動集團企業成立內部節

費量約 30%，占工業部門能源消費 4,256 萬公
秉油當量之 79%。
★ 102 年應申報 3,242 家，能源大用戶申報之節
約量計 50 萬公秉油當量，節約率 1.23%。

能服務團；鼓勵民間企業推動區域能源整
合；推動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
★ 提供節能經濟誘因：透過低利融資與租稅減
免，鼓勵購買節能設備。
核能議題公開資訊詳見經濟部官網
www.moea.gov.tw 或穩健減核.tw

廣告

工業節能措施與成效
耗能產業管理

能源使用設備效率提升

水泥業能源效率規定

鍋爐效率標準

★ 水泥製造業自 104 年起應遵行能源效率規

★ 自 106 年起，鍋爐使用應符合鍋爐效率標準。

定，預估節能量可達 2.3 萬公秉油當量，減
少約 6.4 萬噸二氧化碳排放。
造紙業能源效率規定
★ 造紙業自 104 年起應遵行能源效率規定，預
估節能量可達 2.1 萬公秉油當量，減少約 6
萬噸二氧化碳排放。
鋼鐵業能源效率規定
★ 鋼鐵業自 104 年起應遵行能源效率規定，預
估節能量為 7.8 萬公秉油當量。
石化業能源效率規定
★ 石化業耗能設備需符合能源效率規定，預估
節能量可達 8.1 萬公秉油當量，減少約 23
萬噸二氧化碳排放，產業可節約能源成本達
16 億元。
能源小常識
我國新版高效率馬達標準 CNS14400 於 101 年
公告實施，定義 3 種效率等級： IE1+(高效率)、
IE2( 優 級 效 率 )、IE3( 超 高 效 率 )，即 效 率
IE3>IE2>IE1+，其定義參考國際電工委員會標
準。

工業節能成效
★ 工業部門 89 年至 102 年間，工業部門能源
密集度大幅下降 38%，年均降幅 3.6%。

★ 政府已成立產業節能技術服務團隊赴廠進行節
能輔導及鍋爐效率稽核。自 98 ~ 101 年已完
成 800 座工業鍋爐節能診斷及技術輔導，節能
成效達 7.1 萬公秉油當量，二氧化碳抑低量約
22 萬公噸。
空調系統冰水主機能源效率標準
★ 冰水主機應採用效率至少高於經濟部能源局公
告之高效率主機，以減少耗電 。
★ 目 前 國內 冰 水主 機設 備大 約 介 於 1.15~1.50
KW/RT，若能改善至 0.85 KW/RT，至少可以有
25%的改善潛力。
低壓三相馬達能源效率基準
★ 低壓三相鼠籠型感應電動機(簡稱三相馬達)為目
前工業使用量最多的一種馬達類型。
★ 政府積極推動將國內現行 IE1+等級之三相馬達
能源效率標準提升，並已公告自 104 年起實施
IE2，105 年 7 月 1 日起再由 IE2 提升至 IE3。
★ 目前政府也輔以「高效率的電動機示範推廣補助
計畫」補助 IE2、IE3 的馬達 。

★ 我國工業能源密集度比日、英、德高，但比
美、韓低。在改善情形上，自 89 年至 100
年，我國能源密集度下降 33.6%，改善幅
度最大。

節約能源生活篇
為你的生活精打細算

購買電器認標章、標示

★ 家庭用電之電費計算，是採用累進分段的六

★ 老舊家電平均用電量是節能家電的 2.5 倍，

級電費，用電越多單價越高；夏季冷氣用電

提醒你汰舊換新時，請選購具節能標章或能

激增，電力公司總發電量

源效率分級標示級數小、效率高的節能家

可能無法供應用戶瞬間尖

電。

峰用電，為降低用電，每
30 日）用電，電價比其他
月份高。
單位：元
（每月）

耗電量

冷氣機

以 6 坪空間常用冷氣機為例，購買第一
級的冷氣機相較於第五級冷氣機，1 年
可省 470 度電，約省 1,344 元。

源效率等級的「溫度計」。「溫度計」由下

第一級產品較第五級，省約 40%

往上標示出五個等級，最上方的第五級，代

耗電量

表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是耗能最高的產
夏月

第一級產品較第五級，省約 37%

★ 能源效率標示首先必須注意是右半邊代表能

年夏月（6 月 1 日至 9 月

用電度數

能源效率差多少

非夏月

（6月至9月） （夏月以外時間）

120 度以下

2.10

2.10

121~330 度

3.02

2.68

331~500 度

4.39

3.61

501~700 度

5.44

4.48

701~1000 度

6.16

5.03

1001 度以上

6.71

5.28

電冰箱

的電冰箱相較於第五級電冰箱，1年可

品；越靠近下方，則代表排放的二氧化碳越

省304度電，約省870元。

來越少，造成地球暖化的程度也較低，是對
環境比較友善的產品。

以一台560公升冰箱為例，購買第一級

除濕機

第一級產品較第五級，省約 28%
耗電量
第一級產品較第五級，省約30至
40%耗電量
以家庭燈具搭配一般

省電燈泡

23瓦省電燈泡為例，
使用一級產品4顆約相
當於使用第五級產品
6顆的總輸出光量，約

此為 102 年 10 月台電網站公告電價，更多電價資料請
參考台電網站 http://www.taipower.com.tw/

可省33%之耗電量。

節電積少成多

享受省能生活

空調節能篇

照明節能篇

★ 冷氣溫度宜設 26-28˚C，搭配電風扇使用。

★ 隨手關燈。

★ 冷氣溫度每

★ 汰換白熾燈，換裝省電燈具。

冰箱節能篇
★ 冰箱放置處，
四周應留離

調高 1˚C，

牆 10 公分之

就能節省

散熱空間。
★ 冰箱儲存量以

6%的空調耗

八分滿為宜。

電量。

★ 過熱食物，應等冷卻後才放進冰箱。

★ 冷氣不外

★冰箱四周密合墊應密實。

洩。
★ 夏日穿著涼
爽衣服。

◇ 將 1 顆 60 瓦白熾燈汰
換成 1 顆 9 瓦省電 LED

關機節能篇

燈泡，1 年可省 186
★屋外加裝遮陽雨棚，可減少 75%輻射熱。

元，1 年可減少 35 公

★熱風排出口及外氣吸入口，確保暢通。

斤 CO2 排放。

★每 2~3 週清

◇ 將 1 對 7.2 瓦神明燈汰換成 0.5 瓦省電

洗空氣濾網

LED 燈，1 年可省 336 元，1 年可減少

一次。

62 公斤 CO2 排放。

★冷氣機應保

◇ 將樓梯間使用的 40 瓦

持清潔，避

白熾燈泡換成 7 瓦省電

免因落葉雜

LED 燈泡，1 年可省

物，降低冷

413 元，1 年可減少

氣機效率。

76.9 公斤 CO2 排放。

★ 開飲機、熱水瓶加裝定時器，白天不在家及
深夜睡眠時關機省電。
★ 拔除電視、音
響、DVD、微波
爐待機電源。
★ 電腦不用時隨手
關機。

核能議題公開資訊詳見經濟部官網
www.moea.gov.tw 或穩健減核.tw

廣告

辦公室節電愛地球
辦公大樓用電情況剖析

冷氣調高 1°C 涼爽又舒適

★依 101 年非生產性質行業能源查核年報分析，

★冷氣搭配電風扇舒適又節能，將溫度設定為

國內辦公大
樓(不含政府

26~28°C 的最適溫度。
空
插

約容量超過

其

★一般辦公室用的螢光燈管由傳統式的 T9 換
成電子式的 T5，省電 20~50%。
( T9 18W 、T5 14W )

照

機關)用電契

簡單換燈隨手關燈輕鬆省

電

800kW 的 能
源大用戶，主
★緊急逃生燈由傳統式的

要耗能設備
全年用電量所占比例分別為：空調設備
46.1%、照明設備 23.3%、插座設備 12.1%、
電梯設備 6.4%、其它設備 12.1%。

★空調溫度設定調高 1°C，可節省冷氣用電
6%。

換成 LED，省電約 70%。
★廁所、茶水間、樓梯間

★夏日輕衫不穿西

照明，在無安全顧慮

★一般辦公室的用電尖峰為每天上午 8 點到下午

裝、領帶，空調

下，以手動或人員感

6 點，中午 12 點到 1 點為休息時間，若上班族

舒適溫度平均可

應自動開關，以及臨

落實節能，將可省下不少電費。

提高 1.6°C。

窗場所利用光感測器

9,100

自動開關，可省電 30

(瓦特)

8,190

~ 90%。

7,280
6,370
5,460
4,550

★冷氣空調運轉中關

3,640
2,730
1,820
910
(時)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辦公室用電尖峰圖-辦公室用電尖峰約為每天上午 8 點到下午 6 點

好門窗，避免冷氣外洩。
★會議室等不常使用空間，養成隨手關空調的
好習慣。

★辦公室午休關燈 1 小時，可省 10% 照明用
電。
★辦公室內劃分責任區域，養成隨手關燈好
習慣。

辦公室節電愛地球
善用定時功能省電好犀利

電梯節能健康樂活

★飲水機加裝定時器，下班關機每年可省 240

★電梯內照明及通風，於待機 3 分鐘後應自動

度電。
★溫熱型開飲機加裝定時器，下班關機每年可省
電 250 度。

關機省電兼愛地球
★長時間不使用的用電器具(如電腦、螢幕、喇
叭、印表機、影印機等)，關閉主機及周邊設

切斷電源，可省電梯用電 50~70%。
★有二台以上電梯時，可設定隔層停靠，電梯

備電源，以減少待機電力之浪費。
★電腦下班及假日關機，1年約省375度電。

分層停靠可省電梯用電 30%。

★印表機下班及假日關機，1年約省202度電。

★非尖峰時間電梯

★影印機下班及假日關機，1年約省1,476度

減台運轉，每日

電。

關電梯 11 小
時，每台可節
省 18%電梯總
用電量。
★ 1-3 樓以步行取代搭電梯，每台電梯可省
★電腦設定省電模式，當工作暫停 5-10 分鐘
後，即可自動進入低耗能的休眠狀態。
★中午休息時間電腦休眠 1 小時可省 0.1 度
電；每日下班關機可省下 1 度電。
★事務機閒置 15 分鐘自動休眠，可省下 75%
電力。

14%電梯總用電量。
★爬樓梯節能又健身，以體重 50 公斤的人為
例，往上爬 10 分鐘可消耗 250 卡的熱量，而
下樓梯消耗的熱量為上樓梯的 1/3。

隨著全球暖化問題日益嚴重及傳統能源耗竭，
世界各國將「節能減碳」納為施政方針之一。
政府已推動「節能減碳新生活運動」，上班族

核能議題公開資訊詳見經濟部官網
www.moea.gov.tw 或穩健減核.tw

可善加運用前述節能手法，以落實節能減碳。
廣告

珍惜能源—社區大樓如何節電
您住的社區大樓，
公共電費是否偏貴了?
★ 中大型社區公用電量相當龐大，例如電

梯、24 小時開著燈及空調設備等，這些
電費是每戶都必須繳的費用。
★ 如何關心我們的社區電費?
◇ 收到社區的電費單與收據時，至少連

續三期檢視電費單上的「尖峰最高需

節能很容易
你我皆可做
空調
★ 公共空調空間防止冷氣

外洩，並控制室溫

准後，均得予免競標，並由經濟部能源局

★ 秋、冬季適度引用外氣

委託之技術輔導團隊提供設計規劃、併聯

★ 定期保養空調設備，如冰水主機、冷卻水

實質只撥打 50 元費用，形同浪費；
應洽詢台電是否降低契約容量。
◇ 社區是否使用省電燈泡或 LED 燈呢?

二台以上電梯是否設定隔層停靠?是
否定期保養空調設備?並控制室溫
26~28℃呢?
◇ 利用能源局與台電公司節電資訊，更

進一步地節電，珍惜能源。

★ 政府鼓勵既有、規劃或興建中之集合式住

1℃省空調用電 6%)。

約容量」涵義與月租費相似，是每月

本月租費，設定為 650 元，但每個月

以有效阻擋屋頂熱源。
宅屋頂集體設置太陽光電系統，經專案核

冷房，可降低空調負載(省電 80%以上)。

果差異過大的話，就如同行動電話基

★ 屋頂加裝太陽能板，不僅可以發電，亦可

26~28℃ (冷氣每調高

量」是否遠低於「契約容量」；「契
依約定繳交台電公司的基本電費，如

推動陽光社區
節能好主意

塔、泵浦、空調相等(省電 5~20%)。

照明
★ 白熾燈、鹵素燈汰換為省電燈泡或高效率燈

具(省電 60~75%)。
★ 不常使用之場所，配合

晝光利用感應或自動感
知點滅(省電 30~90%)。
★ 24 小時點燈之消防指示

燈、避難指示燈改用 LED 燈具(省電 70%)。
★ 汰換傳統式安定器螢光燈為 T8 或 T5 電子式安
定器螢光燈(省電 20~50%)。

申請及相關設置障礙排除等專業協助，達
到「陽光屋頂百萬座」。

主要設備加強節能

方法超簡單
改善前

改善後

節電量
(度/年)

合理調降各電號之用電契約
容量

10~150
kW

5~107
kW

0

15.1

0

立即

汰換白熾燈為省電燈泡(共
2 1,672 盞,全年點燈 1,460 小
時)

60W/盞

15W/盞

109,850

28.2

25

0.9

T9-48
W/盞

T8-32
W/盞

79,891

20.5

34.2

1.7

省電
121
W/部.時

8,409

2.16

3.2

1.5

13,416

3.4

2

1.7

0

6.85

1.7

0.3

13,070

2.9

0.5

0.2

224,636

79.11

66.6

0.84

主要設備節能措施

改善後，節電又省錢
1

案例分享
★ 以地下 2 層、地上 12 層，住家 1,672 戶之
集合住宅，每年公共用電度數為 125 萬度，
經節能改善後，一年省電約 22.5 萬度，節
能率達 18%，且省下許多電費。

汰換停車場 40W╳1 傳統式安
定器螢光燈為電子式安定器
3
螢光燈(共 570 盞，全年點燈
8,760 小時)

8 部電梯增設時間控制器，當
耗電
4 電梯待機 3 分鐘後，即遮斷
192
照明及排風扇電源
W/部.時

要珍惜呦~

冷氣不外
休閒館窗戶緊閉，大門加裝空氣簾，防
5
洩省電
止冷氣外洩
36.7 度/天
6

核能議題公開資訊詳見經濟部官網
www.moea.gov.tw 或穩健減核.tw

廣告

轉移 8 台揚水泵浦(5hp/台)運轉時間，利用離峰時
間補滿上水池

曝氣機 7.5hp+5hp 各一台，原全天同時運轉，改
7 為當污廢水產量較少時段(上班時間及深夜)，僅運
轉 7.5hp 一台
合計

節省電費 投資金額 回收
(萬元/年) (萬元) 年限

大型營業場所節能
大型營業場所
用電設備

空調管理好
省錢又環保

燈具換裝
省下大荷包

★ 大型營業場所，包括觀光旅館、醫院、購物

★ 能源效率比較：選購高能源效率比值(EER)空調

★ 高效率技術使用：選用適當高效率 T5 日光燈

中心、百貨公司、量販店等，其用電設備以

設備，此值越高即越省電。EER 的定義是為單

具搭配電子式安定器，可較 T8 日光燈具搭配

冷氣、照明、冷凍(藏)櫃等三項為主要的用

位電力消耗可產生的冷氣能力。

傳統式安定器省電 30%以上。

電設備，約分別占尖峰用電需電量的

★ 調整室內冷氣溫度：大型營

★ 節能產品使用：採用高效率 LED 燈泡或省電

45%、29%、17%。

業場所室溫宜以 26、27℃

型燈管(泡)可較傳統白熾燈省電至少 70%以

◇ 空調設備：大致以多台螺旋式及離心式

為目標，每調高 1℃，可節

上。

中央空調主機為主，每天運轉 13 小時。
◇ 照明設備：目前賣場及停車場各式照
明，每天運轉 13 小時。
◇ 冷凍、冷藏設備：每天 24 小時運轉。
★ 政府持續針對能源大用戶進行能源查核，並
納管 11 類服務業特定用戶須遵守冷氣不外
洩、禁用白熾燈泡與室內冷氣溫度限值規
定。
★ 此外，依 ISO 50001 國際標準輔導 11 類服
務業，共 30 家能源大用戶及企業集團建置
能源管理系統。2006 至 2013 年已推動 15
種行業 193 家集團企業參與自願節能，訂
定 3 年 5%節能目標。

省 6%的空調耗電。

★ 增加室內採光：天花板

★ 冷氣不外洩：對於開放型的商業場所，應在大

及牆壁應盡可能選用反

門口裝設空氣簾或自動門，避免冷氣外洩，熱

射率較高之乳白色或淺

空氣侵入，以節省能源及電費。

色系列，以增加光線之

★ 遮陽防日射：多數商業場所設有大面積透明展
示櫥窗，裝設遮陽設施可避免太陽光直射，維
持室內溫度。
★ 保持冷氣分布均勻：注意冷氣風口設置與商品
擺設位置，避免冷氣分布不均而額外調低設定
溫度。
★ 關機準備：營業結束前 30 分鐘可先關掉壓縮機
(由冷氣改為送風)，以減少耗電。
★ 維護與保養：過濾網每 2 週清洗一次，
並確保機
組定期維護、調校與汰舊換新，使系統發揮最高
效率。

漫射效果，進而減少所
需之燈具數量。
★ 自動照明亮度調整：配合晝光感知器，當太
陽光線足夠時，可自動地調降靠窗燈具的亮
度或關閉燈具。
★ 根據需求調整設備數量：走廊及通道等照度
需求較低之場所，可設定隔盞開燈或減少燈
管數；須高照度的場所，採用一般照明加重
點照明方式補強照度。
★ 燈具清潔：定期擦拭燈具、燈管，避免汙染
物降低燈具之照明效率。

大型營業場所節能
冷凍、冷藏多留意
良好效率不費電
★ 增加除霜方法效率：除霜方法採用熱氣除
霜，利用壓縮機吐出之高溫氣態冷媒將蒸發
器表面的霜融化掉，節省運轉電費。除霜時間
可藉由蒸發器氣流速度降低或結霜厚度偵測
判斷，避免除霜過度或不足造成能源浪費。
★ 減少電熱裝置運作時間：展示櫃之防汗(防
結露)電熱控制由周圍之露點溫度感測器控

改善電力系統
提高效率達到節電

服務業節能
成果顯著

★ 維持電壓：高壓用戶應保持電源電壓的變動

★ 服務業能源密集度持續降低：服務業能源
密集度已由 96 年的 1.53 油當量/千元降至

在正負 5%之內。
★ 電壓器散熱：變壓器放置場所應有良好之通
風，必要時加裝風扇或空調散熱。
★ 功率因數改善：改善功率因數至 95%以上，
以增加台電功因優惠及減少線路損失。
★ 適當容量之電動機：選擇適當容量之電動

制啟動時機，減少傳統電熱裝置因長時間保

機，一般電動機負載率在 75-100%之間運

持通電狀態所造成之耗能。

轉效率最高。

★ 蒸發器採用高效能馬達：蒸發器風扇採用

102 年的 1.34，年均降幅 2.19%。

地節能診斷 1,285 家住商能源用戶，發掘

★ 管理與監控系統設

ECM 高效率直流無刷馬達，並搭配變頻器控

置：增設電能管理系

制，節省馬達用電。

統、尖峰需量控制系

★ 使用保溫材料：採用高性能之保溫材料或增

統、空調監控系統及

加保溫厚度，降低冷凍冷藏庫之熱得量，節省

照明監控系統等，有

用電。

效管理用電。

★ 能源查核推動成效： 98~102 年已提供實
節能潛力 24.3 萬公秉油當量。100~102
年能源大用戶申報落實之節能成效為 10.6
萬公秉油當量，年平均節能率約 0.93%。
★ 11 類指定能源用戶節能成效： 99 年規定
7 類指定能源用戶進行冷氣不外洩與禁用
白熾燈泡，完成 8,183 家用戶現場查核，

★ 高效能照明器具：開放式展示櫃及密閉型手

每年節電量 142.7 萬度。102 年增為 11

取式冷藏櫃採用 LED 等高效率節能燈具，降

類指定能源用戶，並進行室內冷氣溫度限

低照明用電及對冷凍庫所產生的熱負荷。

值規範，完成 4,328 家用戶現場查核，每

核能議題公開資訊詳見經濟部官網
www.moea.gov.tw 或穩健減核.tw

廣告

年節電量 419.6 萬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