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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背景說明 

一、 推動緣由 

新竹市屬都會型發展地區總面積約 104平方公里，近年來因為科

學園區、工研院、交通及清華等大學，又添上許多外來人口，1980

年代初期成立的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吸引了大批國內與國際廠商的投

資及許多高科技人力移居，同時結合傳統文化，新竹市的玻璃產業、

餐飲業也是地方一大 特色，又因九降風特別強盛而稱為「風城」。 

根據內政部公布各縣市人口統計資料顯示，新竹市 104 年底設

籍人口總數為 434,060 人，總增加率為 4.78‰，居臺灣地區各縣市

第 5 位。 

分析本市 104年 4月至 104年 12月住宅部門用電量、服務業部

門用電量及機關部門總用電量為3194百萬度，所佔比分別為45.58%、

40.18%及 14.23%，其中住宅用電量佔比最高。 

 

圖 1 各部門用電部門用電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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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節能減碳的推動是長長久久的工作，每一環節都使生活環境更

加美好，針對本計畫問題分析如圖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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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低碳傑電推動問題分析魚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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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議題分析 

針對本計畫低碳、綠能永續城市之建構，可分別從個體至群體、

微觀至巨觀分為四大面向分析架構探討，分別從低碳住商、低碳交通、

植生綠能及綠色能源推動等四大面向建置低碳、綠能城市(如圖 3)。 

  

圖 3 四大面向分析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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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SWOT 分析 

本計畫預計由節能診斷、低碳節電宣導及教育、綠能產業推動、

低碳永續家園推動等面相來建置低碳、綠能永續城市，後續針對內部

環境可能遇到的優勢與劣勢，及面對外部環境之機會與威脅，以 SWOT

分析說明如下： 

表 1 現況議題 SWOT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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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推動策略與創新做法 

為達成本計畫的預期目標，就四大面向議題的推動策略分別說明

如下(圖 4)： 

 

圖 4 推動策略圖 

一、 低碳住商 

1. 市政府帶頭做，市民一起來 

本市政府配合「四省專案」，實施省水、省電、省油、省紙措施，

為使市政府機關成為民眾表率，市府特別針對轄內機關及學校訂定節

電管理政策，評估老舊設備汰換效益及功能改善，透過宣導活動與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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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會議，推動場所加強能源管理使用；同時大專院校部分，市府教育

處也將針對本市 6所大專院校召開協調會議，督促校方針對校園內建

築照明與空調設備加強用電管理，同時針對學生進行宣導，達到生活

節電目標(表 2)。 

表 2 表宣導活動及協調會議 

日期 與會單位 地點 參與人數 

6月 23日 本府各處及所屬一、二級機關 市府會議室 35人 

6月 25日 

本府各處及所屬一、二級機關及轄

內中央機關 

市府新聞發

佈室 

51人 

6月 25日 本府各處及所屬一、二級機關 市府大禮堂 50人 

7月 14日 在新竹市的中央機關(含大專院校) 市府大禮堂 25人 

 

  

圖 5 新竹市智慧節電啟動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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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機關學校、社區節能減碳輔導 

為更落實我國之低碳永續家園之推動方案，在 99年度起推動「節

能減碳現場輔導服務」，至推動迄今共輔導 200處機關學校及社區節

能低碳診斷，各項現場輔導診斷作業完成後，依輔導對象實際狀況，

提供節能減碳診斷輔導報告書，其內容包含：具體減碳方案、改善對

策、成本效益及減碳效益分析等。 

3. 節能診斷服務 

(1)成立節能輔導團 

新竹市環保局有鑑於節能減碳的重要性與日俱增，為推廣更多關

於節能減碳之知識，於 99年成立新竹市節能輔導團，並設立節能減

碳專線 0800-200-835提供民眾各種節能減碳洽詢與能源相關諮詢服

務。 

針對新竹市轄內之住宅社區及機關共計 20處進行低碳診斷服務

工作。於前置作業準備上，本計畫診斷比重規劃為(社區 50%、機關

50%)，對象初步以主動提出申請的場所優先排定行程，其次再篩選歷

年經由本局巡檢但未輔導的單位；而本計畫為提升現場輔導之節能減

碳診斷與潛力分析，於輔導前先請受輔導單位填寫節能減碳問診表

(如表 3-1及 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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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機關大樓節能減碳問診表 

     日期：   年   月   日 

一、基本資料 

單位名稱   

單位地址     

聯絡人  職稱  

聯絡電話  傳真號碼  

E-mail  空調運轉時間    ：    ~    ：    

樓地板面積 m2 空調使用面積 m2 

台電電號(11 碼)  
自來水號(11

碼) 
 

二、節能小組名單 

姓名  
職

稱 
 聯絡電話  

姓名  
職

稱 
 聯絡電話  

姓名  
職

稱 
 聯絡電話  

姓名  
職

稱 
 聯絡電話  

三、基線表 

電力系統 

1.訂有契約容量 □是   KW  □否(若為表燈用戶 2~4 項無須填寫) 

2.最近一年是否調整契約容

量 
□是 □否  原契約容量：   (KW)   

3.提高功率因數 □是 □否  目前平均功率因數為     % 

4.有超約附加費 □是 □否  去年超約月份為   個月 

5.電力需量控制 □是 □否   

6.裝設數位電表             □是 □否  共裝設 ________________組 

照明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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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辦公區域 

□傳統 T8 燈管  □T5  □T8(電子安定器) □LED 燈管  

□螺旋燈泡  消耗功率(W)：         ，盞數約

___________盞 

8.地下停車場 

□傳統 T8 燈管  □T5  □T8(電子安定器  □LED 燈管  

□螺旋燈泡     □無 

消耗功率(W)：           ，盞數約             盞    

車位照度(Lux)：                          (由問診人員填

寫) 

車道照度(Lux)：                          (由問診人員填

寫) 

9.逃生指示燈 □傳統燈管(10W)  □LED  盞數約___________________盞 

10.樓梯間照明 

□30W 圓形燈管  □T5  □T8(電子式安定器)  □白熾燈泡  

□螺旋燈泡        □無 

消耗功率(W)：           ，盞數約             盞   

11.電梯內照明(單

台) 

  (電梯數量共：  

台) 

□傳統 T8 燈管   □T5  □白熾燈泡  □螺旋燈泡  □LED  

□30W 圓形燈管  □鹵素燈          □無 

消耗功率(W)：           ，盞數約             盞   

12.電梯前照明 

□傳統 T8 燈管   □T5  □白熾燈泡  □螺旋燈泡  □LED  

□30W 圓形燈管  □鹵素燈          □無 

消耗功率(W)：           ，盞數約             盞  

13.消防指示燈 □鎢絲燈泡 □LED 燈泡盞數約__________________盞 

14.已逐步更換照明燈具為省電型燈具   □是    □否   

   說明：                                                         
          

                                                                                                                                                                                      

15.推行隨手關燈    □是   □否 說明：                           

16.加裝紅外線感應器或自動點滅開關  □是 □否  ， 

裝置光感測器 □是 □否 裝設地點：                                        

空調系統 

位置 
設備名稱及規格 

(廠牌.機種.容量.EER 值) 數量(台) 使用時間(小時/年) 

    

    

    

    

17.已逐步更換高效率冷氣(能源效率比值-EER 較高機  □是   □否  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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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18.夏天室內空調溫度控制在 26~28℃     □是   □否  說明： 

19.冷氣房內配合使用電風扇              □是   □否  說明： 

20.定期清洗冷氣機濾網  □是   □否  說明： 

公用系統 

21.停車場抽排風合理化運轉

控制 

□是  
□否 1 天  次，每次  分

鐘 

□有一氧化碳連動控

制 
□有抽排風機但已停用 

□有錯開運轉 □無停車場 

22.電梯節能管理模式 □是  □否   待機模式設定   分鐘 

23.關閉長時間不使用之電器或

設備 
□是  □否   說明： 

水資源管理 

24.使用省水龍頭裝置 □是  □否  說明： 

25.公用廁所為兩段式沖水 □是  □否  說明： 

26.雨水回收再利用 □是  □否  說明： 
(如沖廁、澆灌、生態池、消防用水…等) 

27.中水回收再利用 □是  □否  說明：  
(如澆花、沖廁、洗拖把…等) 

再生能源 

28.太陽光電系統建置 □是  □否  設置容量     (kWp)                             

29.太陽能熱水器建置 □是  □否  說明：                             

30.風力發電系統建置 □是  □否  設置容量     (kW)                             

綠建築及資源回收 

31.智慧型電力/空調監控系統

建置 
□是   □否  說明：                             

32.使用綠色/再生建材 □是   □否  說明：                             

33.資源分類回收 □是   □否  說明：                             

34.外遮陽設置 □是   □否  說明：                             

35.屋頂鋪設隔熱磚或塗隔熱漆 □是   □否  說明：                             

36.屋頂/牆面綠化 □是   □否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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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機關/辦公大樓已推行低碳措施或未來擬執行方案 

                                 

機關大樓核章處：             

1.近 2 年曾參與相關節能訓練或

講習 
□是   □否  說明：   

2.有供外界學習之節能減碳實績 □有   □無  說明： 

3.已建置節能交流網站 □是   □否 

4.未來有意願透過 ESCO(節能績效保證)的模式進行節能改造？ □是   □否   

5.未來執行改善意願  

□已大致完成並願意分享示範   □已推動，並持續改善中  □尚未規畫，可考

慮 

  □沒意願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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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社區節能減碳問診表 

問診日期：   年   月   日 

一、基本資料 

社區名稱   

社區地址  

聯絡人  
聯絡電

話 

 

手機號碼  
傳真號

碼 

 

社區棟數/戶數/地上層數/地下

層數 
 

社區年

齡 

 

大公設樓地板面積  

公設電號(11 碼) 
大公設電號 1：                            

大公設電號 2：                            

公設水號(11 碼)  

二、節能小組名單 

姓名  
職

稱 
主任委員 聯絡電話  

姓名  
職

稱 
總幹事 聯絡電話  

姓名  
職

稱 
 聯絡電話  

三、社區基線表 

電力系統 

1.訂有契約容量 □是   KW  □否(若為表燈用戶 2~4 項無須填寫) 

2.最近一年是否調整契約容量 □是        □否  原契約容量：   (KW)   

3.提高功率因數 
□是        □否  目前平均功率因數為     

% 

4.有超約附加費 □是        □否  去年超約月份為   個月 

照明系統 

5.地下停車場 
□傳統 T8 燈管  □T5  □T8(電子安定器)  □LED 燈管  

□螺旋燈泡     □無地下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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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耗功率(W)：           盞數約                  

盞  

車位照度(Lux)：                       (由問診人員

填寫) 

車道照度(Lux)：                       (由問診人員

填寫) 

6.景觀照明 

□傳統 T8 燈管  □T5  □複金屬燈  □白熾燈泡  □螺旋

燈泡 

□LED         □鹵素燈         □無 

消耗功率(W)：           ，盞數約                

盞 

是否裝設定時裝置 □是 □否  開啟時間     ~      

7.公用路燈 

□水銀燈  □複金屬燈  □LED   □無 

消耗功率(W)：           ，盞數約                

盞 

8.逃生指示燈 
□傳統燈管(10W)  □LED  盞數約

__________________盞 

9.樓梯間照明 

□30W 圓形燈管   □T5  □T8(電子式安定器)  □白熾

燈泡 

□螺旋燈泡      □無 

消耗功率(W)：           ，盞數約                

盞 

10.電梯內照明(單台) 

  (社區電梯數量共：  

台) 

□傳統 T8 燈管  □T5     □白熾燈泡  □螺旋燈泡  

□LED  
□30W 圓形燈管  □鹵素燈 □無 

消耗功率(W)：           ，盞數約                

盞 

11.電梯前照明 

□傳統 T8 燈管  □T5     □白熾燈泡  □螺旋燈泡  

□LED  
□30W 圓形燈管  □鹵素燈 □無 

消耗功率(W)：           ，盞數約                

盞 

12.消防指示燈 □鎢絲燈泡 □LED 燈泡盞數約__________________盞 

13.已逐步更換照明燈具為省電型燈具   □是    □否   

   說明：                                                         
          

                                                                                                                                                                                      

14.推行隨手關燈                □是       □否 說明：                           

15.加裝紅外線感應器或自動點滅開關 □是   □否  ，裝置光感測器 □是  □否 

  裝設地點：                                                       

空調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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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設備名稱及規格 

(廠牌.機種.容量.EER 值) 數量(台) 使用時間(小時/年) 

    

    

    

    

16.已逐步更換高效率冷氣(能源效率比值-EER較高機

種) 
□是   □否  EER=                                                                  

17.夏天室內空調溫度控制在 26~28℃ □是   □否  說明： 

18.冷氣房內配合使用電風扇 □是   □否  說明： 

19.定期清洗冷氣機濾網 □是   □否  說明： 

公用系統 

20.停車場抽排風合理化運轉

控制 

□是  
□否 1 天  次，每次  分

鐘 

□有一氧化碳連動控

制 
□有抽排風機但已停用 

□有錯開運轉 □無停車場 

21.電梯節能管理模式 □是  □否   待機模式設定   分鐘 

22.關閉長時間不使用之電器或

設備 
□是  □否   說明： 

水資源管理 

23.使用省水龍頭裝置 □是  □否  說明： 

24.公用廁所為兩段式沖水 □是  □否  說明： 

25.使用自動灑水器澆灌花圃 □是  □否  說明： 

26.雨水回收再利用 □是  □否  回收水用途： 
(如沖廁、澆灌、生態池、消防用水…等) 

27.中水回收再利用 □是  □否  回收水用途：  
(如澆花、沖廁、洗拖把…等) 

再生能源 

28.太陽光電系統建置 □是  □否  設置容量     (kWp)                             

29.太陽能熱水器建置 □是  □否  說明：                             

30.風力發電系統建置 □是  □否  設置容量     (kW)                             

綠建築及資源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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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智慧型電力/空調監控系統

建置 
□是   □否  說明：                             

32.使用綠色/再生建材 □是   □否  說明：                             

33.資源分類回收 □是   □否  說明：                             

34.外遮陽設置 □是   □否  說明：                             

35.屋頂鋪設隔熱磚或塗隔熱漆 □是   □否  說明：                             

36.屋頂/牆面綠化 □是   □否  說明：                             

 

四、其他社區已推行低碳措施或未來擬執行方案 

 

 

社區管委會核章處：                

 

利用問診表事先蒐集了解其基本資料、能源使用現況(電力、空

調、照明、水資源管理、資源回收、綠建築等)及其他已推行低碳措

施或未來擬執行方案等資訊，並依此現況調查之內容規劃後續低碳診

斷行程安排與診斷儀器之調整。 

節能減碳現場輔導診斷項目包含以下幾項：  

i. 電力系統：確認社區是否訂定契約容量並每年檢視合理

性、功率因素現況及是否有改善空間並運算最佳契約容

1.近 2 年曾參與相關節能訓練或講習 □是   □否  說明：   

2.有供外界學習之節能減碳實績 □有   □無  說明： 

3.設有社區網站，並提供節能相關資訊 □是   □否 

4.未來有意願透過 ESCO(節能績效保證)的模式進行節能改造？ □是   □否   

5.未來執行改善意願  

□已大致完成並願意分享示範   □已推動，並持續改善中  □尚未規畫，可考

慮 

  □沒意願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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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提供給受輔導對象，達到最佳省能節約效果。 

ii. 照明系統：針對地下停車場、景觀照明、公用路燈、逃

生指示燈、公共會議室或閱覽室及樓梯間照明等項目燈

管使用狀況及改善汰換空間評估。 

iii. 空調系統：針對空調設備之規格及效率評估，並探討冷

氣使用及維護狀況與相關控溫設施是否設置合宜。 

iv. 公用系統：包含停車場抽排風合理化運轉控制、電梯自

動化管理模式及關閉長時間不使用之電器與設備等。 

v. 水資源管理：包含是否使用省水器材裝置、雨水及中水

回收再利用情形等項目評估。 

vi. 資源回收、綠建築及隔熱：巡檢輔導項目包含智慧型電

力/空調監控系統建置、使用綠色/再生建材、資源分類

回收、外遮陽設置、屋頂鋪設隔熱層及屋頂/牆面綠化

等。 

在 104年度共完成 11處機關及 9處社區現場問診輔導工作，機

關以台電公司取得售電資訊，篩選過去尚未輔導且用電量較高者優先，

經連繫後有意願的逕行現場輔導；社區部分皆屬主動提出診斷輔導申

請，歷年及今年度受診斷單位區域分布如表 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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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診斷單位區域分布 

各項現場輔導診斷作業完成後，本計畫依輔導對象實際現況，提

供節能減碳診斷輔導報告書，其內容包含：具體減碳方案、改善對策、

成本效益及減碳效益分析等。 

(2)機關學校、社區節能減碳輔 

為更落實我國之低碳永續家園之推動方案，在 99年度起推動「節

能減碳現場輔導服務」，至推動迄今共輔導 200處機關學校及社區節

能低碳診斷，各項現場輔導診斷作業完成後，依輔導對象實際狀況，

提供節能減碳診斷輔導報告書，其內容包含：具體減碳方案、改善對

策、成本效益及減碳效益分析等。 

  

行政 

區域 

99 年度 

輔導家數 

100 年度 

輔導家數 

103 年度 

輔導家數 

104 年度 

輔導家數 

社

區 

機

關 

學

校 

社

區 

機

關 

學

校 

醫

院 

社

區 

機

關 

學

校 

社

區 

機

關 

東區 26 4 17 10 16 - 7 10 2 2 8 3 

北區 15 6 10 8 11 1 3 8 2 1 1 7 

香山

區 
9 3 9 3 7 1 4 3 2 - - 1 

小計 50 13 36 21 34 2 14 21 6 3 9 11 

合計 100 50 3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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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用電監視與管理示範系統 

為有效瞭解轄下所屬單位之電力使用情況，新竹市環保局於新竹

市掩埋場設置用電監視與管理示範系統，在行政大樓、隊員休息室與

總電源處的污水處理廠等地點裝設電力迴路監測裝置，藉由瞭解掩埋

場各場所用電量、分析用電情形、節能對策及有效管理，達到電力有

效使用，節約能源之目標。同時為避免掩埋場在尖峰時段有超約用電

之情況、確保隊員用電之安全，並避免不必要的電力耗用，於休息室

個別獨立裝設用電超載告警裝置，藉以加強用電安全與掩埋場人員自

主節能管控作為。 

為能讓使用者有效瞭解電力使用之情況，並引導使用者進行各項

節能管控，本市環保局於轄下單位設置用電監視與管理系統，以環保

局實施用電監視系統之範例，帶動各局處執行節能減碳的風潮，具體

達到節能、帶領相關產業之實質成效。 

針對新竹市掩埋場之辦公室、隊員休息室、污水處理廠…進行各

迴路監測，以有效瞭解各用電情形，分析統計其合理性與擬定節能對

策；另用電監視系統除監測外，還加強休息室的用電安全與用電超載

告警設計，達到能提高用電安全與節能自主管控，在辦公室區規劃建

置顯示展示裝置，以提高宣導效益。 

依據得標廠商克○達公司的推估，該設施預估可減少場所用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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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以上。此系統可幫助本場將不必要的浪費降至最低，且可在不影

響正常工作與生活的條件下進行省電，這是智慧型用電系統的特點。

實施策略概要如下： 

i. 於總盤(位於汙水處理廠)裝設監測電錶，監測總用電及

汙水處理廠用電情形。 

ii. 針對行政大樓總用電、隊員休息室-3組貨櫃屋部分進行

量測。經現場勘查每間用電額度為 30A，其所使用耗能

設備為冷氣、冰箱等，當用電負載超過額定安全電流，

即會造成用電危險。除監測外也針對過度用電處增加用

電告示，將使用電流欲超過上限時以紅燈警告。 

iii. 監控隊員休息室(原分駐所)之用電，經現場勘查該處常

有用電不平衡之狀況，其所使用耗能設備為冷氣、冰箱

等，造成電力過載使用，常有跳電情形發生。除監測外

也針對過度用電處增加用電告示，將使用電流欲超過上

限時以紅燈警告。 

5. 低碳規劃師 

過去推動社區改造大多由政府單位主導，民間參與程度不深，因

此自 89年起，本市都市發展局推動社區規劃師制度，培訓一批民間

優秀規劃人力，投入家園改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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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環保局為擴展節能減碳績效，深植低碳家園根基，增加更多

的節能輔導改善人力，因此自 103年度起開辦「低碳家園規劃師課程」，

依照課程設計分為基礎班、進階班與回訓班，課程內容包含綠建築、

綠色城鄉、永續社區營造、綠色能源、綠色交通、熱環境控制、雨水

回收再利用、綠色標章及低碳案例分享等議題。培訓學員以社區工作

者為主，包括社區總幹事、里長、物業管理公司及機電公司從業人員，

學員結訓後，可以將課程內容實際運用於場所改造規劃設計，有效拓

展本市每年場所節能減碳改造量能，加速落實低碳永續家園願景。 

6. 透過媒體、網路行銷，擴大宣導效果 

新竹市有山有海有文化，夏季旅遊來趟零碳步行或減碳公車遊，

節能省電又舒暢身心。本事行政處透過聯合報全國版面刊登「節電暨

觀光宣傳廣告」，讓全國民眾知曉新竹市景點及美食，不僅推展觀光，

更能藉此向全國民眾宣導來趟綠色運具之旅，從新竹公園、十七公里

海岸到世博台灣館，追逐新竹風，享受自然美景。 

本市於 104年 6月 25日召開節電宣誓記者會，會中並邀請台灣

電力公司新竹區營業處副處長李樹金共襄盛舉，藉著生動活潑的影片

介紹，分享冷氣、照明節電小撇步。希望全市一年節省用電量 4,160

萬度，約為 9千萬元的電費，並養成節電好習慣。  

為了擴大節電措施宣傳效益，將會中的節電小撇步透過新竹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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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刊登電視跑馬燈，讓新竹市的有線電視收視戶

都能藉此獲得省電秘訣，包含：冷氣設定 26至 28度、搭配電扇使用，

空氣濾網每 2至 3週清洗一次，並選擇貼有節能標章的家電產品；隨

手關燈，充分利用自然光，並選用節能燈具，節能省錢又環保；節能

減碳，從 1做起」，冷氣溫度調高 1度，少吹 1小時冷氣，換裝 1盞

省電燈泡，少開 1盞燈(表 5)。 

表 5 執行成果佐證資料 

序

號 

內容 期間 頻率 播出頻道 

1 

冷氣設定 26至 28度、搭配電扇使

用，空氣濾網每 2至 3週清洗一次，

並選擇貼有節能標章的家電產品。

新竹市政府邀您一同落實節電措施 

6/27-7/6 

一小

時一

次 

39CH  中天娛樂台 

54CH  SETN55CH  TVBS-N 

66CH  東森洋片台 

37CH  東風衛視 

62CH  東森電影台 

2 

隨手關燈，充分利用自然光，並選

用節能燈具，節能省錢又環保。新

竹市政府邀您一同落實節電措施 

7/27-8/5 

一小

時一

次 

29CH  三立台灣台 

40CH  東森戲劇 

51CH  東森新聞台 

32CH  東森綜合台 

50CH  年代電視台 

63CH  緯來電影台 

3 

「節能減碳，從 1做起」，冷氣溫度

調高 1度，少吹 1小時冷氣，換裝 1

盞省電燈泡，少開 1盞燈。新竹市

政府邀您一同落實節電措施 

8/27-9/5 

一小

時一

次 

29CH  三立台灣台 

40CH  東森戲劇 

51CH  東森新聞台 

32CH  東森綜合台 

50CH  年代電視台 

63CH  緯來電影台 

在推廣節電宣導上本市更發揮創意邀請與市長撞臉的泛舟哥一

同拍攝節電宣導影片，吸引市民的目光達到宣導的效果(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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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節電宣傳影片 

 

 

二、 低碳交通 

1. 節竹先燈點亮回家的路 

本市參與經濟部「LED路燈示範城市計畫」，是三個試辦城市中

第一個首先啟用 LED路燈的城市， 建置 LED路燈照明，不但能改善

本市道路夜間景觀，更能搭配新竹科學園區及本市各路段特色，塑造

本市綠色環保科技文化城形象，對於推廣國人採用綠色環保能源，落

實節能減碳觀念等方面均有莫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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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電動機車推廣 

根據交通部統計資料顯示截至 104年底為止，新竹市電動機車數

量為 862輛，而此使用人口逐漸成長，主因為電動機車距輕巧、零排

放、低噪音等優點，非常適合地狹人稠的新竹市。 

新竹市環保局自 102陸續設置共 40座電動機車充電設施，提供

免費充電服務共 34座(18處地點)，收費有 6座(5處地點)。 

為方便電動機車者使用於新竹市方便查詢個充電設施的位置與

推廣環保局低汙染具運相關訊息週知，推出「竹塹 EM充電站」行動

APP，藉由智慧手機即可快速查詢本是電動機車充電站正確位置，另

外本 APP也提供環保局就低汙染運具的環保資訊與補助資訊。 

3. 規劃自行車道路網 

本市自行車道路網設置包含連接 17公里自行車道路網與市區自

行車路網，以提供民眾上班、上課等交通通勤之需求。亦可結合地區

觀光資源、產業特色等，共同提升新竹市民運動、休閒、旅遊、通勤

等多元化活動需求，有效引導新竹市民多加利用自行車等綠色運具，

以達成節能減碳之政府政策與願景，整體規劃流程如下： 

i. 規劃建構新竹市整體自行車車道路網系統，透過生活型

自行車專用道的建構，培養民眾使用自行車習慣，降低

私人運具的使用，達到節能減碳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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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啟動政府與地方對話機制，落實綠色運輸理念，建置符

合地方民眾實際需求的自行車道，提供市民安全無虞的

自行車騎行環境。 

iii. 於新竹市東西、北區、香山區，各選定至少一條路作為

市區自行車道先期計畫優先示範路段，作為未來新竹市

市區其他道路施作之參考範例。 

4. 推動公共運輸使用率提升計畫 

為響應綠色運運輸之風潮，紓解過多小型車輛造成之擁擠，新竹

市政府擴充大眾運輸之像效能，待「一環二線三網」完工後，可有效

紓解新竹市壅擠的交通現況，並提供市民便捷的運輸服務。 

首先「一環」是指新竹市外環道路系統，目前仍有 2個斷點，分

別是竹光路跨客雅溪接景觀大道路段，以及客雅大道東延接高翠路路

段，構建完整的環市快速道路系統，讓車流可以快速地透過環狀道路

來回，不必經過市區造成交通阻塞。 

「二線」為開闢行駛 2條輕軌捷運先導公車路線，1年內完成最

急迫且載客量最高的 2條路線，分別是香山火車站到高鐵六家站，以

及南寮漁港到竹中車站。 

「三網」首先是全市大眾運輸公車路線網，規劃主要幹線公車

11條線，涵蓋全市各主要道路，且公車網以棋盤狀為形構，檢討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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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現有路線各站節點，重新以將來新竹市的整體交通需求規劃公車路

線，強調任何 2地間最多轉 1條路線即可到達的便利性。其次是城區

人本交通步行悠遊網，優先就東大路、南大路、西大路、北大路範圍

內的市區騎樓進行 1平方公里友善城區，進行暢通整平，並向外延伸

現有的人行步道，提高人行道的普及率，從 20提升到 40％，並將每

年投入 2億元以上經費，徹底提升人行空間的質與量。 

最後是全市無線上網，市區公車加裝免費 wi-fi熱點，同時構建

全市 4G行動網路，建置完整的全市交通即時路況資訊系統，讓用路

人提前瞭解先行路況，藉此提早判斷行車路線。 

三、 植生綠能 

1. 低碳示範社區輔導 

新竹市經 103年的低碳推動措施、輔導與執行，已協助新竹市、

香山區與 18 個里取得評等認證的入圍資格轄內的四個低碳示範社區、

東香里與樹下里等共六個里獲得銅級認證。於 104年度持續協助社區

進行低碳措施之輔導與改善，將依循環保署公告之 104年度低碳永續

家園認證評等推動計畫手冊，歷年推動社區低碳錯失輔導經驗，以及

彙整市政府相關局處進行社區改造與執行方案等資料，研訂低碳優良

社區之相關措施改造原則，搭配執行方案說明會、參訪學習與培訓活

動，將低碳永續家園之執行方案實際應用於社區中，除此之外，也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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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優良社區低碳措施改造事項，協助所在地點的村里，參與報名環保

署低碳永續家園評等與認證，工作項目與流程如圖 7所示： 

  

 

 

 

 

 

 

 

 

圖 7  低碳永續家園評等與認證工作項目流程圖 

 

2. 低碳永續家園認證推動 

新竹市所轄共分三個行政區跟 122個里，100年至 104年期間新

竹市已向環保署提報四個低碳社區，分別為：北區湳中里、北區康樂

里、香山區虎山里及東區千甲里，四個低碳社區依申請低碳改造經費

類型依鄉村型、都市型而有所差異，以東區千甲里來說今年來積極爭

取社區綠美化與社區規劃師等低碳改造經費；北區康樂里以推動環保

報名參與低碳

永續家園評等

與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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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堂為主軸搭配社區營造、舊建物活化再利用與多元就業等低碳相

關經費，而同為北區的湳中里以集合式住宅為主，就設備節能、綠色

運輸與高齡人文關懷為申請改造目標；香山區的虎林里因地幅較為廣

闊，為達資源整合目的與鄰近之虎林里就生態綠化事項積極申請低碳

改造經費，並運用當地特有之紅樹林自行車道以及巡守隊之項目進行

改造。 

就本市 104年度整體施政計畫(如表 6)而言，著重於生態綠化與

綠色運輸運作機能，以市長推動之「一環、二線、三網」計畫，利用

綠色運具將新竹市串聯起來，結合歷年見色多條之自行車道、全市

124站電動機車充電站，使新竹市未來除推動生態綠化外，亦積極推

廣綠色運輸。 

表 6 新竹市低碳相關施政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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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促使新竹市區里共同參與低碳永續家園評等與分級認證及執

行低碳相關措施的改造，新竹市環保局與 103年首次辦理「103年度

新竹市區里推動低碳永續家園補助原則」，成功協助香山區其轄內 6

個里進行現勘輔導，並因地制宜進行設施改造，與 104年度為鼓勵更

多區里一起加入低碳永續家園活動，持續辦理「新竹市區里推動低碳

永續家園評等與分級認證」，同時搭配低碳診所諮詢服務，藉由低碳

專家提供各區里相關改造建議使各單位能朝向多元方向進行思考，朝

到全面性建構低碳永續家園。 

3. 安全島綠美化 

在氣候變遷全球化的衝擊下，不論歐洲或亞洲，各國城市均已持

續推動永續家園發展的願景，以地方特色、創造乾淨、節能、友善與

美麗的生活城市作為規劃的目標，並以符合市民的期待；由於地球暖

化日趨嚴重與生態破壞的警訊，加上都市人口生活過度的集中、人類

活動需求增加及綠地不足等因素，造成人類生存環境受到大自然反撲

的威脅，若僅靠簡單的綠化改善，並不足以發揮其成效，更應以立體

化或全面性的方式來進行綠化措施推動；因此，可透過安全島露臺窗

臺花卉美化方式，來提升市區綠化面積比例。 

同時安全島帶狀生態綠化有別於傳統的綠美化工作，需特別針對

生態系統做一全面性檢討與規劃，對於原生植物、城市生態系統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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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生態永續的建立扮演相當重要角色。安全島生態綠美化具有生態功

能，利用吻合當地與鄰近生態綠地的原生植物，讓城市周遭生物與生

態可藉此重回或順利通過城市。同時當地原生植物適應氣候、土壤、

生物與病害，故能適地生長，可減少日後養護成本與資源，也吻合當

地生物的棲息環境，可發展與建全城市的生態綠網。 

就安全島綠美化一案，邀請專家學者商討為達環境綠化、營造生

物多樣性環境及保護環境生態貢獻良多。有效管理綠美化本處周遭環

境，提升環境品質，相關執行流程說明如下： 

i. 調查欲植栽之安全島位置與長度 

ii. 優先於區內進行安全島四周植栽。 

iii. 實施安全島綠化設置工程。 

iv. 請區內志工、清潔隊維持安全島綠化維護作業。 

四、 綠色能源 

1. 推廣本市太陽光電發展 

在綠能產業方面，新竹市雖然因為地形關係，具有發展風力發電

的優勢，然因受限於設置地點選擇問題，目前以推動太陽光電設施為

主，市府教育處 102年 8月訂定「市立各級學校校園設置太陽光電發

電系統標租作業要點」，該要點規定資本額 1千萬元上的廠商，在不

影響學校正常教學或師生安全的前提下，可在校園設置太陽能光電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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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系統，其租金可以增加學校收入，積極落實陽光綠能校園的目標。 

為了進一步增加本市太陽光電設置量能，取代一般電力系統，市

府將於 105年度辦理「新竹市市管公有房地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標

租管理辦法」，將原先學校推動方案擴大到市府各機關場域，希望藉

由公部門率先做起，推動再生能源政策，有效利用市管公有房地閒置

空間，落實陽光綠能，推廣節能減碳環境教育，以促進本市綠能發展。 

2. 新竹市垃圾資源回收廠-都市資源轉換中心 

除了推動太陽光電外，以本市「新竹垃圾資源回收廠」為例，它

是座「都市資源轉換中心」，除可協助處理本市家戶垃圾，垃圾焚化

處理產生之蒸氣經汽電共生轉化為電能，提供市民用電，在都市資源

轉換上提供正向思考的方向，如同城市礦山精神，城市中各個物質在

不同設施間流動轉化，創新節能思考，藉此達到能源有效利用。 

參、 跨部門(跨領域)合作機制 

新竹市配合環保署建構低碳永續家園政策，為達到本市願景，特

成立「新竹市政府低碳永續家園推動小組」，提供跨局處整合與協調

功能，加速落實各面向之節能減碳策略措施與行動項目，推動小組之

組成架構如圖 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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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節電計畫推動小組組織架構 

 

新竹市低碳永續家園推動小組由市長擔任總召集人，副市長擔任

副召集人，其下依低碳永續家園工作性質分由環保局、民政處、財政

處、產業發展處、工務處、交通處、教育處、都市發展處、社會處、

城市行銷處、行政處、消防局及主計處負責。本組織置執行秘書一人，

由環保局人員兼任，負責統籌府內各項節能減碳事務，並由市府相關

機關(單位)依權責辦理各項節能減碳工作。 

目前本市智慧節電計畫已依相關局處業務職掌，按機關部門、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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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部門及服務業部門分工執行如表 7。 

表 7 各部門權責分工表 

權責單位 權責分工/推動工作 
宣導及督促對

象 

行政處 

1.市府暨各所屬機關執行節電措施、邀同轄

內中央機關執行節電措施及管理。 

2.辦理媒體宣導、建置本市節電主題網及不

定期發布節電資訊。 

市府各處機關 

教育處 1.邀集轄內大專院校執行節電措施及管理。 轄內大專院校 

工務處 1.汰換本市傳統水銀路燈為 LED燈。 公共設施 

民政處 1.辦理各區里節電宣導講習。  

社會處 

1.宣導社福機構節約用電。 

2.邀集轄內各社福機構人員代表，召開節電

講座。 

3.社區節電宣導。 

社福機構 

產業發展

處 

1.舉辦能源大戶節電協商會。 

2.辦理四類能源指定用戶宣導智慧節電講

座。 

3.推動本是太陽能發展。 

本市工業會、商

業會及各商業

同會、新竹市服

務業 

城市行銷

處 

1.宣導旅館業節約用電。 

2.結合新竹振道有線電視台、廣播電台宣導

節電。 

旅館業 

衛生局 督導轄內八大醫院節約用電 醫院 

交通處 要求客運業者配合節約用電 各客運業者 

財政處 宣導及督導轄內金融業節約用電' 金融業 

環保局 

1.表揚節電績優里及家戶節電獎勵活動。 

2.推動公私立場所節電輔導。 

3.用電監視及管理示範系統。 

4.低碳永續家園持續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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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市民參與機制 

一、 網路平面媒體宣導 

本府行政處於 104年 6月建置「新竹市智慧節電計畫」專屬網頁

(http://energy-smart.hccg.gov.tw/)，置於新竹市政府官網首頁，

供民眾隨時查詢點閱，內容包括節電計畫推動小組各權責機關聯絡資

訊，組織分工，並公佈今年重點工作，節電獎補助措施，以及民眾意

見回饋專區。 

城市行銷處於 104年 6月結合本市府既有「新竹市新鮮事」

Facebook社群，於新竹市政府官網首頁設定連結，方便民眾點閱，

並且不定期分享節電、低碳相關活動訊息。 

 
 

圖 9宣導網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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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家戶節電獎勵活動及行政里節電競賽 

未讓民眾一起落實節電行動，市府鼓勵民眾落實節電行動特以節

電抽大獎的方式刺激民眾參與意願，總共包括頭獎等 64個獎項，頭

獎獎金高達 30萬元，全市共計 1,200餘戶參加。另對於轄內 122處

各里，以節電競賽方式辦理節電宣導，各里於 105年 1月至 105年 3

月用電度數與前一年度同期用電度數，比較其節電率或節電量，減少

用電度數及節電率(與前一年度同期相較)績效卓越者給予獎勵。 

  

圖 10家戶節電獎勵及轄內各里節電競賽啟動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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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家戶節電抽獎及節電績優里頒獎記者會 

 

 



低碳風城、節電新節奏 

38 
 

三、 竹塹 EM 充電站 App 設置 

新竹市環保局所提竹塹 EM充電站之 Android與 ios兩種版本(w

圖 12)，方便市民騎乘電動機車可查詢使用，統計兩大系統自提供下

載服務以來，下載人數分別為 Android:423人、ios:305人，根據新

竹市監理站資料，新竹市掛牌之電動機車數量由去年的 804量上升至

862輛。 

 
 

圖 12 竹塹 EM充電站 App資訊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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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具體成果及效益 

一、 縣市節電成果斐然 

104年度配合經濟部推動「新竹市智慧節電計畫」，從計畫初期，

市府邀集各局處規劃各項具體節電措施，利用歷年推動「低碳永續家

園計畫」之基礎，結合各單位資源，透過智慧節電計畫辦理獎勵節電

績優、機關節電執行管理、服務業節電宣導及查核輔導、住宅節電宣

導與輔導及媒體宣導等措施，根據台電公司最新統計資料顯示，2015

年 04月至 2016年 03月底止相較於去年同期，本市節電量累計高達

1993萬度，節電率達 0.96%，位居全國第三高(參閱表 7)。 

表 7 各縣市 2015年 4月至 2016年 3月節電量及節電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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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計畫執行期間住宅部分節電量累計 1975萬度、節電率高達

2.11%，為全國最高，節電工作績效相當亮眼，顯示本市市民生活素

質相當好，同時對於節能政策高度支持，完全符合本市節電活動主軸

「節電省錢又健康 悠活環保新主張」；機關單位也有不錯的節電成績，

節電量累計 1058萬度、節電率高達 3.5%，排名全國第三(參閱表 8)。 



低碳風城、節電新節奏 

41 
 

表 8   2015年 4月至 2016年 3月直轄市及各縣市市各分工部門節電量及節電率比較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網站資料) 

 

縣市 A.售電量(度) A.用電佔比(%) B.售電量(度)
B.用電佔比

(%)
C.售電量(度) C.用電佔比(%) 合計(A+B+C) 縣市用電佔比(%)

新北市 8,004,260,597 56.85 5,486,594,272 38.97 587,561,108 4.17 14,078,415,977 16.26

台北市 5,385,862,350 39.04 7,213,350,812 52.29 1,193,465,686 8.65 13,792,678,848 15.93

桃園市 4,144,613,099 52.85 3,099,678,805 39.53 596,908,060 7.61 7,841,199,964 9.05

台中市 5,365,649,938 48.16 5,032,093,095 45.16 743,268,377 6.67 11,141,011,410 12.87

台南市 3,628,271,908 55.07 2,335,776,007 35.45 624,421,017 9.47 6,588,468,932 7.61

高雄市 5,411,571,367 52.44 3,972,564,864 38.49 934,665,448 9.05 10,318,801,679 11.92

宜蘭縣 816,651,643 55.48 515,639,831 35.03 139,422,633 9.47 1,471,714,107 1.7

新竹縣 1,044,218,502 55.54 700,714,623 37.27 134,885,404 7.17 1,879,818,529 2.17

苗栗縣 923,712,339 56.89 547,004,134 33.69 152,726,248 9.4 1,623,442,721 1.87

彰化縣 2,221,888,074 57.86 1,299,551,376 33.84 318,319,125 8.29 3,839,758,575 4.43

南投縣 807,018,724 57.61 473,409,730 33.79 120,281,796 8.58 1,400,710,250 1.61

雲林縣 1,245,620,785 61.86 540,092,789 26.82 227,890,316 11.31 2,013,603,890 2.32

嘉義縣 845,691,685 61.27 353,093,492 25.58 181,432,181 13.14 1,380,217,358 1.59

屏東縣 1,531,631,827 61.74 704,995,585 28.41 244,119,533 9.84 2,480,746,945 2.86

台東縣 369,803,408 52.69 254,913,823 36.32 77,045,844 10.97 701,763,075 0.81

花蓮縣 599,928,166 48.96 469,966,736 38.36 155,227,324 12.67 1,225,122,226 1.41

基隆市 675,640,063 59.79 378,284,678 33.47 76,096,001 6.73 1,130,020,742 1.3

新竹市 919,115,410 44.55 852,353,022 41.31 291,398,679 14.12 2,062,867,111 2.38

嘉義市 511,196,779 49.01 448,513,636 43 83,145,976 7.97 1,042,856,391 1.2

澎湖縣 160,746,708 56.76 81,087,283 28.63 41,359,520 14.6 283,193,511 0.32

金門縣 95,637,235 45.41 72,183,779 34.27 42,775,693 20.31 210,596,707 0.24

連江縣 16,977,318 41.64 14,185,568 34.79 9,603,164 23.55 40,766,050 0.04

合計 44,725,707,925 51.67 34,846,047,940 40.26 6,976,019,133 8.06 86,547,774,998 100

A.住宅部門 B.服務業部門 C.機關用電(政府+包燈+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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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低碳住商 

1. 節能輔導團 

為順利執行本市住宅社區、機關及學校之低碳診斷服務，本計畫

於 5月初成立『新竹市節能輔導團』。並敦聘具有電力、水資源管理、

綠建築、空調、照明等相關節能輔導經驗之人員，作為本輔導團之團

員，由於新竹市節能輔導團專線之設置已有四年的歷史，節能減碳診

斷洽詢專線電話 0800-200-835亦長期出現於文宣品及網頁中，為便

於民眾撥打專線電話查詢，因此本計畫保留原專線號碼，並由受過專

業訓練的人員接聽專線電話，提供民眾即時、正確地說明，以有效解

決民眾疑問。 

為了進一步彙整來電諮詢的問題類型及相關資訊，作畫參考之用，

特別訂定諮詢專線接聽紀錄表，將電話諮詢情形登記於表上，截至

104年 12月 30止諮詢電話共服務 1040通，來電者身份為社區工作

服務人員佔 59%，教育單位佔 25%，軍/公單位佔 21%，能源工業佔 6%，

其他人員佔 6%，學生佔 1%。來電詢問內容，本計畫問診輔導服務佔

25%，培訓課程及活動辦理佔 56%，場所改造申請事宜佔 33%，其他事

項佔 5%。根據上述資料分需結果，可以發現今年學校來電比例明顯

較往年增加，主要詢問改造申請事宜及校園種子教師活課程。 

針對新竹市轄內之住宅社區及機關共計 20處進行低碳診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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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就機關部分與 104年度共計診斷 11家在減碳效益評估方面，

若受輔導單位均能依照本計畫提出之節能減碳診斷輔導報告書進行

改善，其預估省能效益約為 207,177 度/年，溫室氣體減量約為

107.94公噸 CO2 e/年(暫以電力排放係數為 0.521計算)，預估可降

低能源成本為 51.5萬元/年，平均回收年限為 3.8年。 

而社區部分與 104年共診斷 9家社區撰寫節能減碳輔導報告書，

在減碳效益評估方面，若受輔導社區均能依照本計畫提出之節能減碳

診斷輔導報告書進行改善，其預估省水效益約為 373.4 度/年，省能

效益約為 438,056 kWh/年，溫室氣體減量約為 228.27公噸 CO2 e/

年(暫以電力排放係數為 0.521計算)，預估可降低能源成本為 142.5

萬元/年，平均回收年限為 2.6年。 

2. 低碳規劃師 

目前共培訓 135位低碳家園規劃師，其中共 86位獲得低碳家園

規劃進階班培訓證書，103年度及 104年度共有 34位低碳家園規劃

師實際參與社區改造計畫(培訓相片如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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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康樂里生態池 康樂里生態綠化(槺榔樹) 

  

康樂社區劉理事長經驗分享 分組討論實作考試 

圖13     低碳家園規劃師培訓相片 

(圖片來源：行政院環保署低碳永續家園資訊網http://lcss.epa.gov.tw/) 

 

三、 低碳交通 

1. 照亮回家的路，LED 路燈示範城市計畫成效 

新竹市政府為打造成低碳家永續家園節能減碳風範城市，LED路

燈示範城市，將市內共 7532盞水銀式路燈自 101年至 103年更換為

LED路燈，依據新竹市工務處所提供資料得知，新竹市全市更換 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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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燈後，可為新竹市政府節省約 3435萬之電費以及減少 12283噸的

二氧化碳排放並且本市 LED路燈安裝比率達 69.9%，為全國目前最高

的城市。 

為了及時掌控故障路燈資訊，新竹市引進中華電信智慧監控系統，

縮短過去透過人工報修所需時程，透過網路平台及 APP有效監控公有

道路路燈，讓市府員工迅速掌握故障資訊，最快當日回報即可修復完

成。同時新竹市政府也將全巿公有道路路燈重新編號，方便民眾透過

新竹巿政府 1999服務專線，通報路燈號碼，讓維修人員及時、正確

找到待修燈具地點，讓維修人員及時修復故障燈具。另透過逐盞路燈

加裝漏電斷路器、更新桿內線路及壓接工法等方式，及地面螺絲加裝

防護措施，更能保障用路民眾與孩童安全並且有效降低路燈的故障率，

換裝 LED路燈前 報修 6,620盞/年，換裝 LED路燈後報修 5,402盞/

年(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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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電防護等級升高       

  

逐盞線路換新  逐盞加裝漏電斷路器  

照度提高 8倍  

   

更換前  

平均照度：5LUX 以上 、照度均勻度：

0.2以上  

更換後  

平均照度：40LUX 以上 、照度均勻度：

0.5以上 

圖 14路燈維護及效益相關相片 

(圖片資料來源：新竹市 LED 路燈示範城市計畫完工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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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可以透過網路平台、GPS定位及行動 APP報修故障路燈，透

過加裝數位電錶、資源回傳數據、異常訊息傳送及簡訊告知維修人員

等設計，未來可從大數據中掌握新竹巿 LED燈使用狀況，透過分析進

行改善，提供更優質道路照明服務(圖 15)。 

 

路燈管理更有智慧 

 
 

本市為全國使用路燈智慧監測數量最

多的城市(超過 6,500 盞，約占本市公

有道路路燈 18%)。 

未來便可即時偵測安裝路段之路燈狀

態，主動派工處理。 

圖 15 路燈管理 

(圖片資料來源：新竹市 LED 路燈示範城市計畫完工記者會) 

四、 植生綠能 

1. 低碳永續家園執行成效 

新竹市環保局持續舉辦「區里推動低碳永續家園補助」，鼓勵本

市各區里針對轄內公有區域進行低碳措施改造，並將節能減碳之觀念

落實至各區里里民，逐步打造低碳永續家園之目標。 

就 104年度新竹市東區與所轄五個里向環保局申請低碳永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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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補助，針對汰換與增加之低碳相關措施，預估每年可節省之電費為

10,624元、每年可省下 40噸之用水量、每年減碳量為 3,258kgCO2e，

以一座大安森林公園 1年 CO2吸收量為 370公噸計算，新竹市優良低

碳社區補助成果可減少相當於大安森林公園每年減碳量之 0.8%，六

個單位之詳細低碳相關措施改善成果(如表 9)。 

表 9   東區區里低碳相關措施改善成果 

單位 效益 

東區區公所 綠化面積約 250平方公尺。 

三民里 節能燈具電費省 10,624元/年，減碳量為 2,492 kgCO2e。 

資源循環設置雨水貯留系統 0.5頓，提供活動中心周圍植栽

澆灌及廁所馬桶沖洗用，每年約可省下 40噸用水量。 

公園里 綠化面積 100平方公尺 

科園里 綠能節電設置 1.5Kw太陽光電系統，預估發電量 1,471.5

度/年，減碳量約 766 kgCO2e 

關新里 綠化面積 50平方公尺 

千甲里 綠化面積 24平方公尺 

註 1：減碳量計算=0.521 kgCO2e(原燈具瓦數-汰換後燈具瓦數)*數量*365/1000 

註 2：節水量=貯存桶噸數*平均下雨天數*2/3 

2. 綠屋頂 

都市活動所帶來的熱量使其氣溫增高日趨惡化，若僅靠簡單的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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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改善，並不足以發揮其成效，更應以立體化或全面性的方式來進行

綠化措施推動，以減低環境的熱負荷狀況；因此，可透過屋頂綠化方

式，來改善屋頂層之熱環境，植栽層與土壤層可減少熱流進入室內與

能源損耗，進而達到緩和都市熱島現象，其次牆面植生也可降低夏季

壁面吸收之日射量，以抑制壁面之溫度上升，有效地減少建築壁面熱

負荷，進而調節室內環境舒適與達到節約能源之功效，因此需加強推

動都市綠化工作，以提升居住環境品質，進而達到緩和都市熱島現象

之成效，以落實都市永續發展之目標。 

新竹市目前已有多所中小學採用綠能屋頂，如南隘國小、朝山國

小、民富國小等。以民富國小為例，將該棟建築屋頂變成花園，加上

太陽能電板，還可調節空氣品質與降溫，採用綠能屋頂之後，每 2個

月大約可減少 3萬元之電費。 

  

圖 16 民富國小綠屋頂 

(圖片資料來源：行政院環保署低碳永續家園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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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元培醫事技大學綠建築 

 

五、 綠色能源 

1. 再生能源推動成效 

新竹市轄區內學校已設置太陽能光電系統包括世界高中於 102

年 12月啟用，裝設總容量為 29.71kwp，累積至今已產電超過 4萬度

電；育賢國中於 102年 2月啟用，設置容量為 12.6kw，累積至今已

產電超過 3.2萬度電；民富國小於 99年 6月啟用，裝設總容量為

3.3kwp，累積至今已產電超過 0.45萬度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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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們依據施工團隊的規劃評估，選定設置位置，因太陽能源板

設置需考慮日照角度及無遮蔽物區，世界高中選定 A棟大樓頂樓設置，

因在頂樓，無遮蔽物故是最佳設置位置，育賢國中因校舍老舊重新改

建，改建建築物為成賢樓，太陽能源板設至頂樓位置，民富國小設至

於環境教育館樓頂。 

 

  

圖 17 綠能推廣相關相片 

(圖片資料來源：行政院環保署低碳永續家園資訊網) 

 

都市活動所帶來的熱量使其氣溫增高日趨惡化，若僅靠簡單的綠

化改善，並不足以發揮其成效，更應以立體化或全面性的方式來進行

綠化措施推動，以減低環境的熱負荷狀況；因此，透過屋頂綠化方式，

來改善屋頂層之熱環境，植栽層與土壤層可減少熱流進入室內與能源

損耗，進而達到緩和都市熱島現象，其次牆面植生也可降低夏季壁面

吸收之日射量，以抑制壁面之溫度上升，有效地減少建築壁面熱負荷，

進而調節室內環境舒適與達到節約能源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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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永續維護與評估機制 

一、 節能減碳持續推動 

節電工作為長期政策，為了延續本市節約能源政策，推動機關及

民生節電工作，市府後續將全力推動「新竹市節電策略建構與推廣示

範計畫」，規劃本市節電藍圖，後續主要工作項目包含： 

1. 訂定新竹市節電政策與藍圖，規劃短中長程工作及目標。 

2. 推動住宅及服務業節電工作，達到節約能源目標。 

3. 透過教育宣導活動，從小扎根。 

4. 籌組「新竹市節能輔導團」，提供民生用電節能技術諮詢與

診斷。 

5. 智慧化用電健檢及改善示範。 

6. 節電志工培訓及節電推廣活動。 

二、 推動綠能產業發展 

除了節能減碳，新竹市亦持續發展再生能源，新竹市長林智堅於

105年 3月 28日，宣示積極推動太陽光電政策，成立「太陽光電政

策推動小組」，推出「中小企業奠基貸款及策略性貸款專案」、「新竹

市市管公有房地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標租作業」並擬訂「新竹市既

有建築物屋頂設置太陽光電設施辦法草案」，鼓勵民間企業利用太陽

光電系統發電，將新竹市打造為陽光綠能城市。  



低碳風城、節電新節奏 

53 
 

另外在 105年 3月 22日於市議會通過「新竹市市管公有房地設

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標租作業」管理辦法，希望藉由公部門率先做起，

推動再生能源政策，新竹市市管公有房舍及校園約 43處，總面積約

92,000平方公尺，將採公開標租方式，活化公有房地閒置空間設置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打造陽光綠能的校園。此外，配合未來中央積極

推動太陽光電政策，扶植太陽光電業發展，市政府成立「太陽光電政

策推動小組」，由產發處處長擔任召集人，邀集工務處、教育處、財

政處、工務處、交通處及環保局共同規劃相關方案，合力發展太陽能、

風力等綠色能源產業，希望盡速達成「低碳永續、非核家園」的目標。  

為鼓勵企業及民眾投入再生能源設置，市府與台灣中小企業銀行

共同挺綠能，推動「新竹市中小企業奠基貸款及策略性貸款專案」，

提供貸款信用保證，將太陽光電產業及自然人設置太陽光電設施納入

貸款適用對象，以提高屋頂型太陽光電設施的裝置。另工務處已擬訂

「新竹市既有建築物屋頂設置太陽光電設施辦法」草案，明訂建築物

屋頂設置太陽光電設施，於符合規定條件下，得免計入屋頂突出物面

積及建築物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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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特色或普及性及適用性 

一、 LED 路燈示範計畫 

新竹市政府為打造成低碳家永續家園節能減碳風範城市，LED路

燈示範城市，將市內共 7532盞水銀式路燈自 101年至 103年更換為

LED路燈，依據新竹市工務處所提供資料得知，新竹市全市更換 LED

路燈後，可為新竹市政府節省約 3435萬之電費以及減少 12283噸的

二氧化碳排放。 

民眾可以透過網路平台、GPS定位及行動 APP報修故障路燈，透

過加裝數位電錶、資源回傳數據、異常訊息傳送及簡訊告知維修人員

等設計，未來可從大數據中掌握新竹巿 LED燈使用狀況，透過分析進

行改善，提供更優質道路照明服務。 

二、 帶小樹苗去旅行 

新竹市政府於今(105)年度響應植樹節「帶小樹苗去旅行」活動，

於新竹火車站，將 800棵台灣原生樹苗分送給旅客，希望民眾搭火車

帶著小樹苗回家，照顧它長成大樹，800棵台灣樹蘭、羅漢松、榔榆

等台灣原生樹苗，很快的就被民眾索取一空。  

活動中民眾領苗後，志工會分送養護卡，讓這顆小苗得到最適合

的照顧，也會詢問領苗的人終點站為何處，在台灣的地圖上做標記，

並請其留下 E-mail，邀請民眾提供後續苗木生長的狀況，並可以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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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梧桐專業樹醫生，使這棵送出去旅行的小苗，得到最好的照顧，長

成大樹，成為最好的環境資產。 

三、 省電抽獎、轄內里節電競賽，營造節電氛圍 

 為了有效達到本市節電目標，市府透過各種媒體宣傳管道，提

醒民眾注意生活節電，同時也印製節電小撇步文宣摺頁，發放市民參

考。另外透過市府各局處推動業務及舉辦活動，宣導市民響應節約能

源的重要性。從台電公司提供的用電分析資料中看出，本市住宅部門

達成 2.63%節電率，為全國第一，表示已經獲得民眾高度支持與認同。 

並舉辦節電競賽獎勵活動包含：「新竹市家戶節電獎勵活動」及

「新竹市行政區里節電競賽活動」，只要家中電費單用電種類為表登

非營業用且用電地址位於新竹市轄內者，自即日起民眾可透過網路或

郵寄方式進行報名，活動將以 105年 1月至 105年 2月期間之兩期家

戶電費單與去年同期間用電量進行比較，計算此區間內節電率，只要

節電率達 2%(含)以上者即具抽獎資格，獎金名額共計 64名，最大獎

為新台幣 30萬元。  

另「新竹市行政區里節電競賽活動」則以市內 122處行政區里為

對象進行節電競賽，105年 1月至 105年 3月各里之用電度數與前一

年度同期用電度數，比較其節電率或節電量達 2%者即符合競賽資格。 

 



低碳風城、節電新節奏 

56 
 

捌、 參考文獻 

1.104年度低碳永續家園運作及成效管考計畫正式研究報告。 

2.104年度新竹市機關學校節能減碳輔導及建構低碳永續家園行 

  動專案計畫。 

3.104年度新竹市智慧節電工作管理計畫。 

4.能源報導 2016年 6月份月刊。 

5.行政院環保署低碳永續家園資訊網。

(http://lcss.epa.gov.tw/Default.aspx) 。 

6.新竹市 LED路燈示範城市計畫完工記者會簡報資料。 

7.新竹市政府全民節電主題網。 

8.遠見雜誌 2016年 4月號第 358期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