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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摘要

發光效率及照明技術持續不斷成長的LED燈

具，及節能減碳與環境保護意識的逐漸崛起，

LED照明設備在臺灣節能市場已被視為明日之

星，亦成為照明規劃首要考量之一，本文以

ESCO之驗證機制探討LED照明改善後所達成的

節約碳排放量及節能效益，與傳統T-8燈具、複

金屬投射燈及省電燈泡汰換為LED型燈具後的可

節能效益，以作為加速從事節能減碳的意識與

ESCO節能技術共同推廣重要指標之一。

貳、 改善前現況分析

2.1日光燈具2.1日光燈具

中技社型態屬於業務辦公空間，共有10個區

域的基礎照明採用日光燈具，主要燈具型式為

20W×4及40W×3傳統式安定器，額定消耗功率分

別為80W及120W，平常於損壞時更換燈管，兩

種型式分別設置53盞及39盞。

2.2層板燈2.2層板燈

採用間接照明的天花板內層的層板燈，可提供

較柔和的燈光情境，在該單位的迎賓櫃檯處、大

型會議室主要採層板燈為基礎照明，區域走廊部

份層板燈用於輔助照明，共設置40W×1型傳統式

安定器日光燈120盞。

2.3筒燈2.3筒燈

省電燈泡型筒燈燈具發光效率略低於日光燈

具，但在空間使用上有較大的彈性度，主要採

用於該單位的走道、會議室及主管辦公室內的

區域照明，4U型省電燈泡13W及26W分裝置

有88盞及2盞，3U型省電燈泡20W共設置143

盞，皆採取電子式安定器，光源色溫範圍介於

2,700~3,000K。

2.4投射燈2.4投射燈

作為重點照明的投射燈具，聚光性較佳，能提

供較清晰與明亮的光源，但所伴隨而來即是燈具

發熱問題，數量過多也較容易明顯增加空調負

載，投射燈在該單位主要用於會議室桌面上方、

走道兩側壁畫及部分主管辦公室區域，共設置

50W複金屬型燈具142盞。

2.5日常操作2.5日常操作

依各辦公室、會議室及公共空間平均每日使用

小時數，與人事行政局所公告99年度總上班天數

252天計算各區燈具使用時數，其中有27盞燈具

無使用，年使用時數為0(如表1)。

表1. 各類燈具約定使用時數

10 2
60 10 15 16 14
120 5 18 57 36
504 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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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2 13
1664 18 7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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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能源單價約定方式

依據99年5月~100年4月台電電費資料，平均

12個月的電費單價為3.54元/kWh。

參、 節能驗證及計算方法

3.1驗證方式

照明燈具量測與節能績效驗證方式參考台灣

綠色生產力基金會所提供之IPMVP M&V方案

中選項A之驗證方法「照明效率-A-02」，量測

驗證項目包含照度量測(Lux)、電壓(V)、電流

(A)、耗瓦值(W) 並依契約公式計算驗證節能率

與節費金額，驗證週期改善前與後皆為一次驗

證。

3.2 碳盤查與碳中和

碳盤查方式未來依據ISO14064-1進行盤查，

及依據PAS 2060進行碳中和，碳當量計算方

式依照99年所公告的電力排放係數0.612公斤

CO2e/度作為換算基準，其改善後所節省的碳

排放量可降低在未來將採購碳減量額度。

3.3基線量測

檢測燈具數量各抽檢至少6%燈具，計算平均

電功率，作為該類型燈具耗電基準。

耗電量測採短暫時間(spot measurement)方

式量測，包含電壓、電流、輸出功率、功率因

數及照度，量測燈具1分鐘的均方根電功率。

照度測量以行政辦公室照度測定面採各位置

的工作桌面作為測量高度，走廊及走道空間以

離地板上約15cm為測定高度。

3.4效益驗證

改善後測量汰換後各類型式LED燈具組(如表

2.)，量測迴路與基線測量時為同一迴路，新燈

具裝設後使用約180小時，再進行測量改善後耗

能，計算方式如下：

kWh Savingst =∑u  [ (kW/Fixture baseline × 

Quantity baseline - kW/Fixture post × Quantity post) × 

Hours of Operation]t ,u

kWh Savings t = u [ (kW/Fixture baseline × Quantity baseline - kW/Fixture post × Quantity post) × Hours of Operation]t ,u 

kWh Savings t = 改善後時期 t 時間内
的節能度數(kWh)

kW/fixture baseline  = 使用群組u的每盞燈具
在基準線的耗電量
(kW)

kW/fixture post  = 使用群組u的每盞燈具
在改善後的耗電量
(kW)

Quantity baseline  = 使用群組u在改善前燈
具的盞數，需經過有不
使用及非操作燈具的
調整

Quantity post  = 使用群組u在改善後燈
具的盞數

Hours of Operation  = 使用群組 u在 t 時間內
的運轉時數，假設改善
前的的運轉時數相同

表2. 改善後所採用LED燈型式

燈具型式 數量(盞) 燈具型式 數量(盞)
日光燈20W×4 53
日光燈40W×3 39
筒燈(13W) 88 DA1 (11W) 91
投射燈(50W) 142 DA2 (5W) 142
筒燈 (26W) 2 DA3 (18W) 2
筒燈(20W) 143 EP1 (5W) 143
層板燈(40W×1) 120 LLB_11 (11W 78

改善前 改善後

PB 2 (30W) 148

肆、 節能效益與成果

4.1 燈具節能效益

各類照明燈具改善節能率以投射燈改善為LED

型式具有90.5%的節能潛力，且燈具發熱量大幅減

少，不但減少燈具耗電量也可避免過度增加空調

負載，其次層板燈、20W筒燈與日光燈具有70%

以上的節能潛力，26W筒燈與13W筒燈改善前後

相對耗電量相對較小，但仍有30%以上的節能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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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各類燈具節能率

4.2 整體節能效益與減少碳排放量

整體辦公區及公用區改善前後差異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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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8%，較無視覺上的感受，走道區由於拆除

原先40W×1層板燈，相對平均照度減少46~53%

之多，但對於人員走動並無造成明顯障礙。

表3 改善前後照度值

改善後

測量區域 照度(Lux) 照度(Lux)
辦公區-1 780 656
辦公區-2 880 768
公用區-1 623 813
公用區-2 214 223
走道-1 360 168
走道-2 175 94

改善前

LED燈具改善驗證改善案，總改善六種燈具樣

式共計604盞，依改善後所測量燈具的耗電，效

益28,952.8 kWh/年，各類燈具總減碳量可減少

17.7噸CO2排放量，如表4。

表4 改善後減碳量

改善前

燈具型式 燈具型式 減碳量(kg)

日光燈20W×4 3188.9
日光燈40W×3 4564.2
筒燈(13W) DA1 (11W) 332.9
投射燈(50W) DA2 (5W) 2960.1
筒燈 (26W) DA3 (18W) 17.3
筒燈(20W) EP1 (5W) 2253.6
層板燈(40W×1) LLB_11 (11W) 4402.2

改善後

PB 2 (30W)

伍、 結論

1. LED燈具改善後其總結能效益約2.9萬kWh/

年，節省電費支出1 0 . 2萬元 /年，節能率

68.6%。

2. 改善後辦公室照度值差異量不大，走道區由於

拆除原先的層板燈，相對平均照度減少。

3. 若未來將採購碳減量額度，可減少約17.7噸碳

當量的額度採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