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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宜蘭縣智慧節電計畫 

諮詢委員會 

 

壹、 會議時間：104 年 7 月 22日（星期三）下午 4時 30分 

貳、 會議地點：宜蘭縣政府第三會議室 

參、 主持人：環保局陳局長登欽 

肆、 會議議程： 

時間 議程 

~04:30 報到 

04:30~04:35 主席致詞 

04:35~04:50 業務單位報告 

04:50~05:30 綜合討論 

05:30~05:50 臨時動議 

05:50~06:00 會議結論 

06:00~ 散會 

 



104年宜蘭縣智慧節電計畫 

 

104年宜蘭縣智慧節電計畫諮詢委員會 

伍、 會議說明 

    為從政策制度引導，促成民眾節電觀念及行為改變，並瞭解本縣能源

使用狀況，期達成發展綠能、降低不可再生之能源使用及節電之目標，推動

本智慧節電計畫。 

陸、 業務單位報告 

    104 年宜蘭縣智慧節電計畫規劃內容報告。 

柒、 提案討論 

案由一、有關 104年宜蘭縣智慧節電計畫，執行之工作項目內容之可行

性、經費編列合理性、民眾參與及創意程度，提請討論。 

說明： 

1. 第一階段執行項目包含以服務業、住宅、機關分項等 13項節電措施，

所需經費共計 1076 萬元整。 

2. 本計畫以首爾之經驗，初期先瞭解宜蘭縣能源消耗之問題點，如：

區域內能源使用情況細節、辦公大樓數量、商家區分(大、小坪數)

能源使用情形、換裝節能燈具之比例等等。交叉比對資料後，把有

限資源投入須優先處理議題，以問題導向來對症下藥，擬出全盤策

略，並估算政策效果。 

3. 於第一階段新增地方社會網絡盤點與參與、節能規劃師顧問團、節

能管理師服務團（分別由勞工處及社區大學辦理相關培訓課程，並

針對表燈用戶及村里家戶進行診斷改善及能源盤點）等計畫。 

4. 第一階段各工作項目如附件 1，第二、三階段暫維持原提報內容。 

捌、 臨時動議 

玖、 結論 

壹拾、 散會 



104年宜蘭縣智慧節電計畫 

附件 1 

經常支出中人事費用 

項次 
目標

對象 
節電措施 

經費預算(千元) 

經費用途說明及計算方式 目標對象及節電作法說明 

預估

全期

節電

量(萬

度) 

節電量計算方式 負責單位 辦理方式 申請經

費(經

濟部) 

自籌/

配合

款 

總經費 

1   
機關人力加

班費 
200 0 200 (1 仟*10 人*20 天) — — — — — 

2   
約聘雇員薪

水及加班費 
380 0 380 

薪水(35 仟元*1 位*10 月) 

加班費(1 仟*1 人*30 天) 
— — — — — 

小計 (1) 580  0  580 — — — — — — 

 

 經常支出中人事費以外各項費用_第一階段 

項次 
目標

對象 
節電措施 

經費預算(千元) 

經費用途說明及計算方式 節電作法說明 

預估

全期

節電

量(萬

度) 

節電量計算方式 負責單位 辦理方式 申請經

費(經

濟部) 

自籌/

配合

款 

總經費 

1 

服務

業 

ESCO 節能

診斷服務_

醫療院所 

780  0  780  

1.9 家醫院，每家補助 6 萬元，補

助金額計 54 萬元。 

2. 6 家護理之家，每家補助 4 萬

元，補助金額計 24 萬元。 

1. 對象：針對縣內醫院及護理之家，數量

約 15 家 

2. 委由 ESCO 業者對能源用戶進行節能診

斷，協助能源用戶節能診斷 

3. 協助設備與管理改善 

225  
平均 150 萬度/年*15 家

*10% 
衛生局(主) 機關自辦(?) 

2 

ESCO 節能

診斷服務與

獎勵計畫_

工商服務業 

3,600  0  3,600  

70 仟元*25 場次=1750 仟元 

30 仟元*2 位*5 月=300 仟元 

交通補助費 0.5 仟元*30 家=15 仟

元 

節能設備汰換獎勵補助 100 仟元

*15 家=1500 仟元 

其它委辦及行政相關費用 35 仟

元 

1. 對象：針對年用電 100 萬度以上服務

業，數量約 90 家 

2. 委由 ESCO 業者對能源用戶進行節能診

斷，協助能源用戶節能診斷預計 25 家 

3. 協助設備與管理改善 

4.獎勵對象：年用電量 100-40 萬度間之服

務業 

2. 建立補助辦法，預計名額 15 家，每家補

助上限 15 萬，改善項目須超過 3 項以上，

且申請經費不能超過總經費 1/3 

523  

每家診斷費用約 7 萬元 

平均 150 萬度/年*25 家

*10%=375 

平均 65 萬度/年*15 家

*15% =148 

工旅處(主) 委辦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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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支出中人事費以外各項費用_第一階段 

項次 
目標

對象 
節電措施 

經費預算(千元) 

經費用途說明及計算方式 節電作法說明 

預估

全期

節電

量(萬

度) 

節電量計算方式 負責單位 辦理方式 申請經

費(經

濟部) 

自籌/

配合

款 

總經費 

3 
溫度管理查

核計畫 
0  0  0  無 

1. 針對商場、連鎖商店、速食店、飯店、

銀行、餐廳電信業門市等。 

2. 要求溫度控制於 26 度 C 以上，編列專人

進行每日巡查，第一次給予輔導與警告、

第二次進行開罰 

3. 考量人力問題將優先於商業活動頻繁之

鄉鎮開始查核，如礁溪、宜蘭市、羅東、

蘇澳等，第二階段再擴及其他鄉鎮 

100  

每提高一度預計可節省

6%空調用電 

預計每家店節省 5000 度/

年*宣導 200 家(其中環保

局計畫 50 家) 超過查核

溫度之場所由機關行政

專人進行初查及復查 

工旅處(主) 

環保局(協) 

4 

住宅 

/ 

全民 

節能規劃師

培訓 
230  0  230  

講師費、餐點、交通、印刷、證

書、業務費及雜支等 

1.對象：基本理工專業背景，大專院校相關

科系畢業或有實務工作經驗者 

2. 辦理 3 天之課程，每次 8 小時共 24 小

時，預計培訓]30 人。 

3. 透過理論與實務的傳授，培育節能規劃

師必要的技能。 

4.提供學員針對企業節能，尋求解決方案的

步驟與要領。 

0  進階型技能教育培訓 勞工處 委辦計畫 

5 

節能規劃師

顧問團暨照

明設備節能

減碳獎勵補

助計畫 

1,470  0  1,470  

每次 2 人一組 180 件服務案 

小坪數 500/件*2 人*90 件 

大坪數 1000/件*2 人*90 件 

補助平均 80 仟元*15 家=1200 仟

元 

1.對象：機關、民宿、餐飲小吃、便利商店、

中小型企業等表燈用戶(開放申請) 

2.節能規劃師完成培訓後進行 

3.網路申請-機關電話確認資訊-能源顧問

上門診斷-提供改進方案-確認節電量-每個

單位省下 20%的用電量 

4. 診斷內容：待機電力、電器的正確使用

方式、窗戶隔熱、照明節電、宣導可申請

補助更換 

5.建立補助辦法，預計名額 20 家，每家平

均補助 8 萬，且申請經費以節電比例計算，

且不可超過改善總金額 1/2。 

838  

表燈用戶平均 25 萬度/

年，診斷改善後節省

20%。5 萬度//年*200 戶

=800 

平均 25 萬度/年*15 家

*10% =38 

環保局(主) 

其他局處配

合辦理 

機關自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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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支出中人事費以外各項費用_第一階段 

項次 
目標

對象 
節電措施 

經費預算(千元) 

經費用途說明及計算方式 節電作法說明 

預估

全期

節電

量(萬

度) 

節電量計算方式 負責單位 辦理方式 申請經

費(經

濟部) 

自籌/

配合

款 

總經費 

6 

地方社會網

絡盤點與參

與(節能管

理師服務

團) 

2,250  0  2,250  

 以 103 年度用電量較高之鄉

鎮，挑選溪南溪北各 2 鄉鎮，共

4 鄉鎮開設 4 天 24 小時之課程，

詳如附件 2 

1. 對象鄉鎮村里之積極環境行動者 

2. 辦理節電課程，組織志工大隊人員，進

行區域內能源使用盤點 

3. 主要目的在於活動宣導、節能技巧宣導

與建議搜集 

4. 配合其他相關獎勵、競賽計畫進行 

5. 塑造全縣民參與氣氛 

388  

每戶每月平均 900 度電，

一年約 10800 度，診斷改

善後節省 20%，每戶約省

2160 度。2160/年*1800 戶

=3888000 

環保局(主) 

宜蘭社區大

學(主) 

仰山文教基

金會(協) 

合辦計畫 

7 
新建戶的節

電政策引導 
0  0  0  無 

1.對象：尚未成為電力用戶的營建案 

2.綠建築標章、核發實照條件之訂定 
200  

例：原申請建照之營建

案，因行政管理措施使其

朝綠建築或節能設備、燈

具作為建築方式和使用

相關建築材料。 

建設處(主) 機關自辦 

8 

機關 

智慧節電網

架設 
370  0  370  

基礎網站 250 仟元*1=250 仟元 

參與平台 100 仟元*1=100 仟元 

教育訓練活動 20 仟元 

1. 資訊揭露 

2. 活動訊息 

3. 民眾參與平台 

4. 線上申訴平台 

0  無 
計畫處(主) 

環保局(協) 

委辦計畫 

由本計畫聘

雇人力負責

維護管理 

9 

LED 節能燈

管團購及換

裝計畫 

1,420  0  1,420  

LED 或節能燈管/燈具 450 元

*2000 支=900 仟元(含換裝)(以實

際現場符合燈管尺寸金額為

主)，詳如附件 3 

縣府辦公區及其他區使用 12 小

時以上共 1220 組傳統燈具換裝

為節能燈具之換裝費用，共 480

仟元。 

環保節能 LED 燈具(光源)換裝計

畫委託規劃設計需 40 仟元。 

1. 對象:政府機關、公有停車場等公共空

間，每天開燈時間超過 12 小時以上者，優

先辦理。 

2. 以團購方式採購 T8LED 燈管，因 T8LED

燈管無需整套燈具更換，將大幅降低汰換

成本 

3. 規格：包含四尺 20W、二尺 10W 兩種規

格，限台灣製造 

4. 透過事先預定登記數量方式，予團體採

購 

6. 預計第一階段採購 4000 支燈管並僱工

換裝(縣府部分僅須換裝費) 

7. 同步進行燈管減量行動 

70  

以每天開 12 小時計算

10W 的 T8 燈管，一年可

節電 140 度，20W 可節電

280 度 

280 度*2000 盞=56 萬度 

縣府辦公區 T8 換裝節能

燈具 1220 組約省 14 萬度 

秘書處(主) 

其它配合 

委辦/自辦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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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支出中人事費以外各項費用_第一階段 

項次 
目標

對象 
節電措施 

經費預算(千元) 

經費用途說明及計算方式 節電作法說明 

預估

全期

節電

量(萬

度) 

節電量計算方式 負責單位 辦理方式 申請經

費(經

濟部) 

自籌/

配合

款 

總經費 

10 

省電 so 

smart (智慧

插座) 

60  0  60  0.6 仟元*100 個 

1. 對象：政府機關 

2. 鼓勵政府機關裝設智慧插座，透過雲端

管理用電，定時自動斷電，減少待機耗電。 

3. 預計先採購宜蘭縣政府府內 100 組，每

組用電上限 15 安培，一組依電容量以延長

線連接設備 

4. 安裝於府內各影印機等高待機用電事務

設備，先行了解使用情形與管控成效，再

行評估是否擴大安裝 

5.節能效果資料庫與報表建立上網開發，並

將節電效果於公共空間可視化 

28  

電腦待機 4.93W、電腦螢

幕 2.77W、噴末墨印表機

6.89W、微波爐 2.25W、

電視機 4.67W 

減少電腦與螢幕

(4.93+2.77)*12 小時= 

0.0924 度*365 天*8000 台

=27 萬 

噴末墨印表機 6.89W*12

小時=0.08*365 天*500 套

=1 萬 

秘書處(主) 

各局處後續

配合辦理 

機關自辦 

11 
行政管理措

施調整計畫 
0  0  0  無 

1. 發展透過行政管理措施調整即能發揮節

電效益之措施 

2. 方式:跨局處腦力激盪會議及辦理創意

點子徵選 

3. 例如:調整路燈開關時間，給與鄉公所適

度獎勵措施 

200  

例：每天減少 1 小時，路

燈容量每盞高功率水銀

燈 400W*1 萬盞*365 天

=146 萬 其它約 54 萬度 

各局處配合

實措施 
機關自辦 

12 寺廟節能 0  0  0  

基層建設及宜蘭縣政府受理宗

教團體申請補助審核作業要點

辦理 

1. 縣內登記之寺廟（預定 200 間寺廟配

合）。 

2. 節電作法：以節能燈具汰換寺廟長明設

施，如光明燈、神明燈等。 

73  

每間寺廟配合汰換節能

燈具，每日預估省 10 度

電。節電計算：200（間）

×10（度）×365（日）＝

73 萬（度/年） 

民政處(主) 機關自辦 

13 
制定地方能

源自治條例 
0  0  0  無 

地區性能源計畫 

地方政府能源政策條例 

組織能源委員會、能源公司 

0  無 

環保局(主) 

其他局處配

合辦理 

機關自辦 

小計(2) 10,180  0  10,180      2,645        

(1)+(2)總  計 10,760  0 10,760             

 



104年宜蘭縣智慧節電計畫 

附件 2 

104 年節能管理師服務團計畫 

1. 主辦單位：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2. 合辦單位：宜蘭社區大學 

3. 協辦單位：財團法人仰山文教基金會 

4. 節能課程場次及運作方式 

(1). 以 103 年度用電量較高之鄉鎮，挑選溪南溪北各 2 鄉鎮，共 4 鄉鎮 

(2). 每鄉鎮開設一梯節能管理師培訓課程 

(3). 頭城/礁溪(擇一)、宜蘭市、冬山鄉、羅東鎮 

(4). 每村里派 2 人，23-35 個村里共約 46-70 人 

(5). 4 天共 24 小時之課程培訓(2 周之周末) 

5. 村里宣導活動 

(1). 課程結束後，回到各自村里辦理 1 場宣導活動/說明會 

(2). 每場補助活動費 5000 元。 

(3). 辦理完成後提送證明發放節能管理師證書。 

6. 村里節能服務團 

(1). 能源管理師接受村/里申請 

(2). 上門診斷、能源盤查，提供改進方案，確認節電量及能源使用狀況 

(3). 診斷內容：待機電力、電器正確使用方式、窗戶隔熱、照明節電等 

(4). 診斷服務：免費，政府支付管理師每次 250 車馬費，並提供 LED 燈或智慧插座或定時器。 

7. 宜蘭縣政府辦理村里節電競賽-給予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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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編號 
每日使用超過 12小時之燈具 

燈具使用地點 備註 
種類 數量 

1 T5 47 局本部 

警察局 

2 T5 20 蘇澳分局 

3 T5 43 礁溪分局 

4 T5 17 三星分局 

5 T5 88 宜蘭分局 

6 T5 67 羅東分局 

7 T8 3 三星分局 

8 T9 6 三星分局 

9 白熾燈 1 蘇澳分局 

10 白熾燈 4 三星分局 

11 白熾燈 14 羅東分局 

12 水銀燈 1 三星分局 

13 其它 LED 1 三星分局 

14 其他鎢絲燈泡 5 羅東分局 

15 傳統 T8 40W*2雙崁螢光燈 1126 辦公室 
秘書處 

16 傳統 T8 40W*1單吸螢光燈 97 辦公室 

17 電子式 T5 14W*4 螢光燈 12 消防局 119值班台 

消防局 

18 電子式 T5 28W*2 螢光燈 1 礁溪分隊值班台 

19 電子式 T5 28W*1 螢光燈 1 礁溪分隊值班台 

20 傳統式 T9 20W*4 螢光燈 6 特種分隊值班台 

21 電子式 T5 28W*1 螢光燈 3 宜蘭分隊 2樓交誼聽 

22 傳統式 T9 20W*4 螢光燈 6 廣興分隊值班台 

23 傳統式 T9 20W*4 螢光燈 1 羅東分隊值班台 

24 電子式 T5 14W*4 螢光燈 2 羅東分隊值班台 

25 電子式 T5 14W*3 螢光燈 2 羅東分隊值班台 

26 電子式 T5 14W*3 螢光燈 3 蘇澳分隊值班台 

27 傳統 T8 32W*4 螢光燈 1826 
辦公室、圖書館、會議室、青年閱覽室、

兒童閱覽室、台灣戲劇館 

文化局 28 日光燈（T8）節能電子式 174 行政科、兒童閱覽室 

29 水銀燈 500W 7 一樓大廳 

30 逃生燈 5W 106 本局各入口處及圖書館 

     
 

分項統計 數量 建議項目 節電率參考 

 
T5 306 已為較高效率燈管，暫不更換   

 
白熾燈/其他鎢絲燈泡 24 建議更換 LED 或省電燈泡 80% 

 
水銀燈 8 建議更換大功率螺旋燈泡 55% 

 
傳統 T8 3052 建議更換電子式 T5 或 LED 20% 

 
電子式 T8 174 較傳統 T8 已為較高效率，可暫不更換   

 
傳統 T9 19 建議更換電子式 T5 或電子式 T8 或 LED 28~30% 

 
逃生燈 106 若為傳統 T910W 建議改 LED 63% 

 
LED 1 已為較高效率燈管，暫不更換   

 
每日使用超過 12 小時燈具總數 36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