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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地方與民間能源業務合作
摘 要
節能減碳為我國當前施政之重點，民間及地方政府的共同推動，將可有效擴
大推動能量。本研究針對中央與縣市能源業務合作現況進行盤點，以了解現
階段縣市合作情形，並據以規畫後續協力業務成功經驗分享之相關工作。此
外，蒐集及建立與節能相關之民間團體名冊，針對適宜名單進行訪談，以從
中獲得創新且可行之作法建議，逐步建立與民間團體合作之運作機制，希望
透過中央、地方與民間三方之典範移轉，強化節能減碳推動之力道。

一、能源局與縣市能源業務合作現況盤點
地方政府在永續議題推廣上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本研究為能瞭解
我國政府目前在節能推動上與縣市政府相關合作之措施作法及成效，整
理經濟部能源局與縣市合作相關之業務推動，並以「節約能源」、「再生
能源」為範疇，並且納入綜合性之建置澎湖低碳島專案，共計有 13 項相
關業務計畫，整理如表 1，並將節約能源相關計畫之措施作法與建議整
理如表 2、再生能源相關計畫之措施作法與建議整理如表 3。
表 1 能源局與縣市合作能源業務相關計畫彙整表
類
別

節約能源

相
關
計
畫

1. LED 路燈示範城市計畫
2. LED 路燈節能示範計畫
3. 擴大設置 LED 路燈節能專案計畫
4. 水銀路燈落日計畫
5. 節能績效保證專案示範計畫
6. 政府機關及學校四省專案計畫
7. 經濟部「夏月．節電中」縣市競賽
活動計畫
8. 智慧節電計畫

再生能源

專案計畫

1. 陽光屋頂百萬座計畫
1. 建置澎湖低
2. 千架海陸風力機計畫：陸
碳島專案計
域-小型風力機發電系統
畫
示範獎勵
3. 沼氣發電系統推廣計畫
4. 北高都會區酒精汽油推
動計畫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一) 節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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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推動 LED 照明光電產業相關計畫
為落實節能減碳並兼顧協助產業目的，經濟部自 2012 年起推動「全
臺設置 LED 路燈」措施，包括擴大設置 LED 路燈專案計畫、LED 路燈
示範城市計畫及 LED 路燈節能示範計畫等 3 項計畫，至 103 年底全台已
安裝 24.5 萬盞，占措施總目標的 86.3%，全數換裝完畢後，預計每年可
減少 12 萬公噸二氧化碳排放(經濟部業務報告，2015)。
2015 年起推動「水銀路燈落日計畫」
，結合地方政府以節能績效保證
模式及最有利標決標方式辦理。預計至 105 年 12 月前總數可換裝約 69.2
萬盞，每年可節約 6.4 億度電，減少 33 萬公噸二氧化碳排放，並減輕地
方政府財政負擔，每年可節省 11 億元電費及 3.46 億元路燈維護費用，以
5 年保固期間計算共可節省 72.3 億元費用(行政院即時新聞，2014)。
2. 節能績效保證專案計畫
經統計 95-103 年節能績效保證專案示範補助公部門、醫院、學校、
低碳社區及(連鎖)服務業等共 113 件節能績效保證專案，估計總節能效益
達 24,385 公秉油當量，平均節能率為 54%。
推動 LED 路燈示範計畫採用 ESCO 模式，計有宜蘭縣、新竹縣、彰
化縣、苗栗縣、屏東縣及台南市等 6 縣市，設置量達 6.05 萬盞，每年節
電 0.4 億度，創造產值新臺幣 5.4 億元(能源局，2014)。
今(104)年 7 月底經濟部能源局公告修正「節能績效保證專案補助要
點」，補助對象已排除地方政府及地方公立醫院，新增製造業。
3. 政府機關及學校四省專案計畫
為精進政府機關及學校節約能源成效，示範引導民間採行節約能源
措施，政府推動政府機關及學校四省專案計畫，截至 102 年相較 96 年之
整體累計用電節約率 8.1%、用油節約率 12.0%、用水節約率 11.3%，比起
同期使用情形呈現負成長，相當減少 19.6 萬公噸二氧化碳排放(經濟部，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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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濟部「夏月．節電中」縣市競賽活動計畫
節約能源計畫當中，以夏月節電中及智慧節電計畫，透過縣市競賽與
公民參與最符合縣市政府主動參與之精神。在 103 年經濟部主辦的
「夏月．
節電中」縣市競賽共計 9 縣市勝出獲獎，此次縣市競賽依人口及用電規模
區分為 A、B 二組競賽，其中 A 組為 6 個直轄市，其餘縣市為 B 組。獲 A
組節電績優第一名的高雄市其近年配合在地環境及氣候大力發展高雄厝，
依建物方位與造型裝設太陽光電設施，藉以發揮屋頂隔熱與節省空調支出。
獲第二名的臺北市其辦理「金省能獎」鼓勵公私營機構、社區積極參與節
能，且近 2 年推廣節能家電銷售量為全國之冠(經濟部即時新聞，2015)。
5. 智慧節電計畫(自己的電自己省)
由中央與地方攜手推動之智慧節電計畫，透過競賽模式並結合獎勵
補助與公民監督機制，目前已有 18 個縣市提出節電計畫書，各縣市所提
的節電計畫各有千秋：台北市依據用電型態，劃分工作圈多管齊下，全
面推動節電行動；嘉義縣配合在地多數宗教信仰，提出補助廟宇汰換節
能光明燈的規劃內容，希望透過廟宇率先帶頭落實節電，引領更多民眾
投入節電的行列(中時電子報，2015)。各縣市所提之計畫書、相關進度及
縣市用電資料，經濟部已將相關內容公布在「自己的電自己省」專屬網
站，供民眾共同監督各縣市之執行進度，也可提出對縣市節電的建議。
表 2 節約能源相關計畫措施作法與建議
節約能源相關計畫

措施作法與建議

推動 LED 照明光電 1. 以節能績效保證模式，可減輕地方政府財政負擔。
產業相關計畫
2. 協助我國 LED 照明產業發展與落實節能減碳政策。
1. 建議擴大中小型企業或組織對節能績效保證模式之認知
節能績效保證專案
2. 政府帶動市場需求，快速成長的同時，應持續關注 ESCO 模式運作下
示範計畫
廠商與能源用戶之長期合作情形。
政府機關及學校四 1. 採評比獎懲制度，「執行不佳」者需提出專案檢討報告與改善作法，
省專案計畫
藉此督促政府機關及事業機構能持續成長、改善。
1. 尚未獲獎者，政府應關注地方節能潛力。
經濟部「夏月．節電
2. 該計畫年節電率產生逐年遞減現象，顯示縣市政府應再開啟創新思維
中」縣市競賽活動計
與作法，以提升地方節能效益。(自 101 年較競賽基準年(100 年)同期
畫
總節電率達 9.1%，102 年節電率為 4.78%，至 103 年節電率為 4.22%)
3

104 年 9 月專題

經濟部節能減碳推動辦公室

節約能源相關計畫

措施作法與建議
1. 此計畫為中央、縣市政府與民間共同執行。
智慧節電計畫
2. 民眾更能主動參與政府政策，有別過往只是配合執行。
(自己的電自己省)
3. 值得觀察民眾參與度與計畫後續效益。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二) 再生能源
1. 陽光屋頂百萬座
為加速再生能源推廣行動，中央政府以補助及放寬免競標方式鼓勵
縣市政府提出申請，於陽光屋頂百萬座計畫，不僅補助縣市推動陽光社
區設置，亦推動公有屋頂出租設置太陽光電，促進地方政府設置應用以
及社區群聚效應，拓展系統普及設置。
為加速申請流程與節省相關時間與成本，另委辦直轄市縣(市)政府辦
理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之相關業務，103年委由彰化縣、雲林縣、台南市、
高雄市政府執行不及30瓩屋頂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認定業務，自103年7
月14日起至103年11月25日止，受委辦地方政府辦理案件共計803件，裝置
容量約8.2MW。並於104年公告委辦雲林縣、臺南市及高雄市政府辦理裝
置容量不及50瓩之屋頂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認定業務及相關業務事項。
2. 千架海陸風力機計畫：陸域-小型風力機發電系統
千架海陸風力機計畫，為支持國內風力發電設備產業的推動，其中
與縣市合作之能源業務項目為「小型風力機發電系統示範獎勵辦法」
，獎
勵縣市政府於風況良好區域結合地方特色，廣設小型風力機發電系統。
我國小型風力機在 10kW 以下之整體產業鏈已發展成熟，出口量高居
全球第 4 位，然而我國小型風力機累計裝置據中小型風力機發展協會統
計 2010 至 2012 年僅為 941 部，裝置地點以 2012 年新增裝置量進行分析，
前三名分別為新竹縣、臺中市、臺南市 (能源產業技術白皮書，2014)。
3. 沼氣發電系統推廣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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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電能躉購費率及補助要點規劃，自民國 102 年至 105 年間之申
請推廣目標量為 4,500kW，預計促進投資金額約新臺幣 4.2 億元，預估每
年電力產出約 2,957 萬度，以及電力年產值約新臺幣 9,613 萬元；在二氧
化碳減量方面每年可減少排放量約 16,000 公噸(經濟部即時新聞，2014)。
102 年度計通過屏東縣政府及彰化縣政府 2 案，推動裝置容量合計
390kW，年發電達 231 萬度，節省電費 641 萬元，二氧化碳減排每年 1,564
公噸(經濟部，2014)，103 年屏東縣政府提出申請，推動裝置容量達 130kW，
估計年發電約 85 萬度，節省電費 288 萬元，二氧化碳減排每年 446 公噸，
此外，高雄市石安牧場採用雞糞沼氣發電，裝置容量達 800kW，能源局
協助該牧場取得申請沼氣發電設備同意備案與解決併聯審查問題，已於
103 年 12 月正式運轉(經濟部，2015)。
4. 北高都會區酒精汽油推動計畫
經濟部對於我國運輸用生質酒精方面，分為三階段進行示範推廣，
第一階段推動｢綠色公務車先行計畫｣，於台北市設置 8 座加油站供應 E3
酒精汽油，推動台北市公務機關適用之車輛強制使用 E3 酒精汽油，並開
放民眾選用。第二階段擴大於台北市、高雄市兩市推動｢北高都會區酒精
汽油推動計畫｣，於高雄市新增 6 座加油站，兩階段合計 14 座加油站供
應 E3 酒精汽油，供應公務車輛及民眾使用。據統計，第二階段自 98 年 7
月 29 日計畫開始至 103 年 6 月 30 日止，E3 酒精汽油發油量達 31,259 公
秉，一般民眾車輛之 E3 使用量及使用車次均為公務車輛之 4 倍以上。
表3 再生能源相關計畫之措施作法與建議
再生能源相關計畫

措施作法與建議

1. 補助縣市推動陽光社區設置，亦推動公有屋頂出租設置太陽光電。
2. 委辦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認定相關作業。
陽光屋頂百萬座計畫
3. 社區推廣「陽光開講」講座，在提升地方民眾設置意願同時，仍需
加強設置流程辦理以及申請作業之跨部門整合。
千架海陸風力機計
1. 為獎勵小型風力機發電系統之設置，政府透過各項法規之修正完成
畫：陸域配套，如免合併計算、合理躉售費率、宣導期 3 年及地方行銷等多
小型風力機發電系統
項策略，期能多管齊下、鼓勵業者設置。故建議政府透過持續觀察
示範獎勵
小型風力發電系統之申裝情形，以做為未來推廣之參考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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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據電能躉購費率及補助要點規劃，自民國 102 年至 105 年間之申
請推廣目標量為 4,500kW，102 年及 103 年裝置容量共 1,320kW，約
沼氣發電系統推廣計
達推廣目標量 29%。
畫
2. 除提高經濟誘因外，中央政府應了解具沼氣發電潛能但未提出申請
之縣市其考量因素或困境，協助排除障礙，增加縣市參與意願。
1. 經濟部將持續就車輛適用性、安全性、價格、使用者調適等面向進
北高都會區酒精汽油
行研析規劃妥適後，再逐步推動全國全面供應 E3 酒精汽油，提升我
推動計畫
國生質能源使用占比。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三) 建置澎湖低碳島專案計畫
行政院核定辦理「建置澎湖低碳島專案計畫」，其推動時程為 5 年
(100~104 年)。經濟部能源局規劃八大推動面向(再生能源、節約能源、綠
色運輸、低碳建築、環境綠化、資源循環、低碳生活和低碳教育)，擴大
澎湖縣節約能源及再生能源產品應用，進而帶動產業發展，以全島能源
供應 50%以上來自再生能源為目標，預期二氧化碳排放量至 104 年時將
比 98 年減少 50%，人均排放量從 97 年每人每年 5.4 公噸，降到每人每年
2.1 公噸(能源局焦點新聞，2013)。該計畫之措施作法與建議整理如表 4。
表 4 澎湖低碳島專案計畫之措施作法與建議
專案計畫
措施作法與建議
建置澎湖 1. 利用澎湖的風力優勢設置風場，做為澎湖的主要電力來源，並帶動綠色能源觀光。
低碳島專 2. 為擴大綠電推動能量，需要公民的積極參與。建議公民從綠電興建前、興建中到
案計畫
興建後，都能參與、監督，甚至獲得經濟回報，以此避免民眾反對及避鄰效應。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四)小結
溫室氣體減量已蔚為全球趨勢，從能源局與縣市政府合作模式可知，
中央與地方政府之合作，可以協助地方舒緩缺乏資金之窘境，也可導入
縣市政府對於地方特性因地制宜之優勢，共同開發國家節能減碳之潛力；
又公民參與對於政策落實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許多民間團體在節能
減碳的觀念宣揚與落實推動上展現極具創新與行動力的民間能量，其相
關推動做法與經驗實值得我們請益學習，故如何在中央政府與地方能源
業務合作過程中，容納更多公民意見，以強化後續節能減碳推動思維與
執行之廣度與深度，亦是值得注意的一環。
6

104 年 9 月專題

經濟部節能減碳推動辦公室

二、我國民間團體參與綠能低碳推動作法研析
Kent E. and Zachary(2010)表示非政府組織和非營利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簡稱NPO)對於追求世界各地的永續發展非常重要，如果城
市要在永續、氣候保護以及其他環境領域取得進展，那麼由當地非營利
團體所提出之倡議是具有重要影響力的。而我國落實低碳城市推動成效
之重大關鍵之一即是民間團體的支持與參與(楊松樾等人，2011)。
城市在邁向永續的過程中，應充分考量利害關係人之需求，引入民
間團體之資源、力量與在地知識來推動節能減碳，除減少推動過程之盲
點，亦將使節能減碳推動更具成效。故本研究透過訪談的方式了解民間
團體在節能減碳推動之做法、成效，以及推動過程之困難與挑戰，以從
中蒐集具可行性、創新性之推動做法，作為節能減碳相關研究及後續規
劃之重要參考。
(一) 建立與綠能低碳或節能相關之民間團體民冊
1. 名冊搜尋範圍
本研究因受限研究期限，以內政部人民團體全球資訊網之社會團體
為名單蒐集來源，將團體名稱輸入google搜尋該團體是否曾舉辦過綠能
低碳相關活動來加以確認。完成參與綠能低碳推動相關之民間團體蒐集
後，再依其關心議題進行團體分類，共分為四類：節能管理與推廣、能
源政策與規劃、綠能產業發展與推動、綠建築與住宅節能，議題分類說
明如表5，再將各議題所包含團體類型之數量進行統計，結果如表6所示。
表5 民間團體參與綠能低碳推動依議題分類說明
議題
節能管理與
推廣

分類說明
1.節能或能源議題相關之活動辦理，以及相關文宣、教育之推廣
2.執行節能管理相關之行動
3.政府委託辦理節能相關計畫之執行

能源政策與
規劃

1.參與能源政策與能源規劃相關之團體
2.包含透過法規研討或監督環境正義、社會公平之方式進行之團體

綠能產業發
展與推動

1.包含太陽光電、LED 照明、風力發電、生質燃料、氫能與燃料電池、能源
資通訊之產業發展、推動與應用
2.推動綠能產業發展及應用、相關資訊推廣
3.政府委託辦理綠能產業相關計畫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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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舉辦與建築、建材、住宅(包含室內)節能減碳相關之活動辦理，以及相關文
宣、教育推廣
2.執行綠建築與住宅節能之相關行動
3.政府委託辦理綠建築相關計畫之執行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表 6 各議題所包含團體類型之數量統計
議題
團體類型

節能管理與
推廣

能源政策與
規劃

13
30
21
5
69

4
1
6
1
12

學術文化
經濟業務
環保
其他社會
總計

綠能產業發展 綠建築與住宅
與推動
節能

3
22
1
1
27

6
16
4
0
26

總計

26
69
32
7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統計結果顯示：
(1) 我國達一半比例之綠能低碳民間團體其推動作法為節能管理與
推廣，而我國民間團體對於能源政策與規劃之參與度較低。
(2) 綠能產業發展與推動的主要團體類型為經濟業務團體；而環保
團體主要關注節能管理與推廣議題，但也是能源政策與規劃議
題的主要關注者。
(二) 進行民間團體訪談
1. 訪談名單塞選
(1) 依篩選原則將有效名單分為A、B類：A類為近3年持續且具主動
性進行綠能低碳相關活動或露出，或者是於綠能低碳推動上具有創
意可行作法；而非屬A類者，一律歸為B類。篩選後之名單結果A類
有44筆，B類為90筆。
(2) A類再依其「具體執行成果」、「與國際相關團體合作經驗」與
「執行作法具創新性」等原則，依議題各選出一個團體進行面談。
(3) 預計選出四個民間團體並提出訪談邀請，經邀約全數獲得同意
訪談之回應。其中訪談對象為團體中具代表性或關鍵性之人物，訪
談時間約6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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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訪談名單及其行動特色
經篩選後之民間團體名單及其行動特色整理如表 7。
表 7 訪談對象之行動特色
關注議題

團體名稱

團體類別

節 能 管 理 中華民國企業
環保團體
與推廣
永續發展協會

行動特色
成立之「台灣節能巡邏隊聯盟」
，以企業協同合作模
式持續擴散節能效益，已成功協助診斷逾百家企業

積極參與國際青年氣候行動，與國際青年合作進行
實質行動、遊說、談判追蹤與政策干預，促進我國
與國際間氣候變遷議題之資訊交流
為跨台灣與德國的國際組織，推廣公民電廠，發起
社會服務
「一人一千瓦」社會企業，提升台灣綠電比例，落
及慈善
實節能行動與能源自主選擇
綠建築與住宅節能之教育推廣與實踐，應用在高雄
經濟業務 氣爆後的重建工程中，透過說明會等方式，帶領居
民對綠建築的自主學習與推廣

能 源 政 策 台灣青年氣候
環保團體
與規劃
聯盟
綠能產業
發 展 與 推 汗得學社
動
綠建築與
台灣綠領協會
住宅節能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3. 蒐集民間團體具可行性、創新性之推動做法
將經訪談後所蒐集之具可行性、創新性之推動做法整理如表 8。
表 8 訪談對象具可行性、創新性之綠能低碳推動做法
團體名稱

可行性、創新性之推動做法

中華民國企業永續 企業以「捐志工」方式，提供公司內部能源相關專業人員，其中退休
發展協會
員工也可擔任企業志工。
台灣青年氣候聯盟
汗得學社
台灣綠領協會

鼓勵青年學生主動發起校園節能倡議，並由其舉辦相關活動，發揮同
儕影響力。
一人一千瓦，利用再生能源分散之特性，進行公民能源教育，提升國
內綠電比例。
提供資源整合平台，且未來可針對管委會主委開設節能相關課程。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四) 小結
綜整訪談資料，民間團體因具實務推動經驗，且較能夠接觸到基層
民眾的聲音、了解其需求。而在推動關切議題的過程中，來自團體成員
的熱情、團體願景與氣氛的培養，是其持續進行的重要動力。民間團體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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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政府在節能減碳推動之效率與成效，雖認為有進步空間，然亦表達
對政府推動時需思考較廣層面而導致時效較低之情形表示諒解，唯希望
在節能議題上能獲得政府更多的支持。此項支持不必然一定是經費補助，
包括對民間團抵在該項議題上之公信力提升的協助、資源整合的協助、
相關資訊公開或是政策規畫參與機會的提供等皆為民間團體期待之支持
方式。

三、結論
我國政府於99年核定「國家節能減碳總計畫」
，其中「強化節能減碳
宣導與溝通」標竿方案，以「使民眾體會節能減碳之重要性，進而支持
國家政策且身體力行」為導向，訂有全民節能減碳溝通宣導計畫，期帶
動全體社會節能減碳風潮，並且政府多年積極推動綠能低碳相關政策，
成果績效顯著，顯示政府的用心與積極。
然而節能減碳不只是政府的責任，如何使政府政策發揮更大的效益，
仍需透過地方政府與民間團體共同支持與推動，如同首爾大學環境學院
教授尹順真表示：
「讓市民感受到自己也是能源政策推動者，而非只是被
動地配合。讓市民熱情、廣泛地參與，是最重要的關鍵。」從我國政府
近來推動全民節電行動，亦可見政府落實能源業務縣市協力推動之決心，
為擴大綠能低碳推動能量，建立中央、地方與民間之健全協力機制將為
未來重要推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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