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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節能改造推動經驗

案例分享
陳振隆1　趙宏耀2　詹明憲2　陳柏任2

2鈞元能源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一、背景說明

機關分為辦公室及潔淨廠房二處場所，辦公室位於新

竹科學工業園區之標準高層廠房，潔淨廠房位於辦公室

北側，建築物為3層廠房。整測廠房係為確保實驗設備

在使用、組裝及測試可以符合真實環境考驗，必須在廠

房實驗室內先進行各種功能測試及環境模擬測試。標準

高層廠房除作為一般行政業務與網路資訊機房外，主要

為各項次系統之測試與性能驗證實驗室，以及設備之操

控與資料處理等功能小組單位。

機關自98年起配合行政院四省計畫專案，成立節能減

碳小組，將節約能源工作列入常態性管考，每年定期召

開會議，負責評估、研訂並推行相關節能改造措施。推

動小組組織表如圖1。關於節能減碳的推行措施宣導，如

隨手關燈、省電技巧等常識，藉由中心內部資訊網頁公

告同仁週知，並有相關負責主管進行督導。

自民國99年起，機關開始執行一系列的實驗設備整合

測試與組裝工作，為確保設備能經得起在運送過程及實

際環境中的考驗，必須在廠房與實驗室進行各種功能測

試及實際環境模擬測試，並確保資通訊操作能完全配合，

其整合測試與組裝驗證均須在無塵室潔淨區環境測試設備

上執行，因此潔淨廠房成為機關的主要耗電區域，預期

用電將逐年成長。

二、能源使用概況

機關主要使用能源為電力，高層標準廠房計有5個電

號，均為低壓380V供電，契約容量為99kW。整測廠房

為高壓11.2kV供電，契約容量為1,200kW，二段式時間

電價計費。高層標準廠房的用電型態主要是空調、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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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一般插座與OA用電。9樓#1及9樓#2多了配

合設備操作及實驗儀器的用電。整測廠房用電類

型主要是潔淨空調系統與實驗設備的相關用電。

空調機房位於地下1樓，由4台400RT螺旋式冰

水機供應冰水，冷卻水塔安置於2樓屋頂。廠房

內主要由2 個挑高約12m 的潔淨廠房所構成。其

1、2樓外圍區域包含實驗操控室、機械設備室、

參觀展示區域、辦公室、會議室及一般生活區

等。

彙整100~103年用電資料，統計如表1。分析

100~103年之4年用電量，整測廠房用電占比達

74.1%，為中心主要耗電區域。其原因為整測廠

房設置有潔淨室，需全年運轉空調系統以維持潔

淨室環境要求。因此也是歷年實施節能改善的重

點區域。其次為高層標準廠房9樓#1(9.6%)及9

樓#2(6.6%)，用電量大且逐年成長，其原因主要

是配合設備實驗及使用需求，需長時間運轉空調

系統。三項合計達90%以上。

化石燃料的使用包含汽油及柴油。汽油主要供

公務車輛使用，柴油供公務車輛及緊急發電機使

用，而緊急發電機仍在使用備用油，多年未添

購。目前以公務車輛使用管理及宣導節約用油觀

念 (如公務車共乘 )為主。

三、節能改造成效

整測廠房在100年總用電量5,238,800kWh，電

費約1,383.7萬元，平均每度電費約2.64元。至104年

總用電量3,288,200kWh，電費約1,125.9萬元，平均每

度電費約3.42元。相較於100年共節約1,950,600kWh，

節省費用257.8萬元。節電37.2%，節費18.6%。

從圖2的用電趨勢圖可以明顯看到，除了101年相對

於100年仍有成長以外，其餘年度在總用電量、尖峰用

電時段、周末半尖峰時段及離峰時段都是呈現下降趨

勢，各年度與100年相比較之減少比率詳如表2。

每年逐月總用電量趨勢圖 每年逐月尖峰用電量趨勢圖

每年逐月周末半尖峰用電量

趨勢圖
每年逐月離峰用電量趨勢圖

圖2、整測廠房逐年用電趨勢圖

表2、整測廠房用電比較表

各年度逐月的尖峰需量趨勢詳如圖3。由於逐年更新

整修周邊公用設施，成效逐漸顯現，尤其最近2年的尖

峰需量變化更為明顯。但是因為設備實驗的操作時段無

法納入控管，且持續仍有重大實驗設備在進行中，僅有

空調系統可納入電力需量管理對象，因此是否調降契約

容量，仍有待討論。

圖1、節能減碳推動小組組織架構圖

表1、100~103年用電統計表

用戶名 FY100 FY101 FY102 FY103 小計 占比
8樓 227,720 157,360 132,920 122,720 640,720 2.3%

9樓#1 346,360 401,400 589,200 507,280 1,844,240 6.6%
9樓#2 594,240 721,440 691,520 668,160 2,675,360 9.6%

10樓#1 142,800 150,560 160,480 166,000 619,840 2.2%
10樓#2 350,560 331,240 376,040 345,720 1,403,560 5.1%

小計 1,661,680 1,762,000 1,950,160 1,809,880 7,183,720
整測廠房 5,238,800 6,590,400 4,941,600 3,802,400 20,573,200 74.1%
中心合計 6,900,480 8,352,400 6,891,760 5,612,280 27,756,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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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節能改造推動經驗案例分享

四、改造技術與節能績效

（一）燈具汰換

1. 背景說明

高層廠房與整測廠房辦公室原使用燈具為2”X4” 

40W*3及2”X2” 20W*4之T8輕鋼架燈具，走道使用

27W BB崁燈。辦公室開燈時間配合上班作業時間，年

度約2,200小時，走道以隔盞開啟，全年點燈時數約

3,000小時。

2. 改善措施

99年時，將高層廠房與整測廠房辦公室約1420盞T8

燈具汰換為T5燈具。走道720盞BB崁燈汰換為LED筒

燈，並修改用電迴路，增設雙切開關，以利推動隨手關

燈政策。

3、預期節能績效

燈具汰換後，預期可節約用電21.8萬度。

（二）增設一台小噸位變頻冰水機

1. 背景說明

機關原始設計設置4台400RT冰水機，但歷年來夏季

僅運轉1台就能滿足現場空調負載，導致冰水機在非夏

季尖峰時段處於低負荷運轉，致使冰水機運轉效率偏

低。分析97~98年運轉資料如圖4所示。

圖4、冰水機運轉資料

2. 改善措施

99年時，增設一台250R冰水主機及其附屬泵浦，並

聯在既有冰水機房管路，並納入冰水機監控系統。

3. 預期節能績效

(1) 新增之250RT冰水機預期較400RT冰水機節約用

電39萬度。

(2) 周邊附屬設備 (冰水泵浦、冷卻水泵浦 )預期較原

使用之附屬設備節約用電28萬度。

（三）汰換老舊冷卻水塔及設置變頻溫控系統

1. 背景說明

既設之冷卻水塔已使用逾15年，散熱材堵塞水流與氣

流，導致熱交換效能不彰，加上水塔本體已不堪使用，

且配合冰水機運轉對策調整冷卻水塔的控制方案。

2. 改善措施

100年時，汰換既設原老舊之4cells 40Hp*4冷卻水塔，

為3 cells 15Hp*3冷卻水塔。並增設冷卻水塔風機為變頻

圖3、整測廠房逐年尖峰需量變化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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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根據外氣濕球溫度自動重置 (reset)冷卻水設定溫

度，令冷卻水溫設定值盡可能下調，以獲取較佳的冰水

機房運轉效率。

3. 預期節能績效

(1) 汰換老舊冷卻水塔及變更冷卻水溫控制方式，減

少風車耗電，預期節約用電33萬度。

(2) 較低的冷卻水溫可減少冰水機耗電，預期節約用

電12.4萬度。

（四）分批汰換空調箱

1. 背景說明

潔淨室空調箱共6台，使用已逾15年，平常運轉3台、

備援3台。原始設計之風機運轉點效率不佳，所選用濾

網的壓損也偏高，導致原規劃風機馬力數偏大。從實際

監控系統觀測的數據，濕度控制電熱器的加熱量較設計

值為低，顯見電熱器設計規格亦高估。

運轉時僅以手動方式設定變頻器轉速，當濾網壓損逐

漸增加時，無法適時增加風機轉速，恐有循環風量不

足，影響潔淨室之潔淨度之虞。

2. 改善措施

101~102年，分批汰換既設6台老舊潔淨室專用空調

箱，選用低壓損之濾網與高效率之風機，降低電加熱器

容量等設計理念來降低能耗。同時整修風機變頻器等電

力及控制設備，並修改運轉控制策略，使互相備援之2

台空調箱平時可並聯運轉，採用出風靜壓自動控制風機

轉速而達到節能。

3. 預期節能績效

汰換6台空調箱風機由原來75Hp，下調為30Hp，以及

降低加熱器容量及變更控制策略減少電熱器耗電。變更

運轉控制方式，減少風車耗電量，預期節約用電70.8萬

度。

4. 後續空調箱汰換

延續前期潔淨室空調箱的執行成果及設計理念，因為

多數一般性的空調箱已老舊且有部分設備損壞，因此在

102~103年間持續更新老舊空調箱。選用低壓損之濾網

與高效率之風機，並修改控制策略；空調箱運轉納入監

控系統管理，改善人為操作之缺失；因應 IAQ法案規範，

增設CO2感測器等設計理念來降低能耗。

2年內更新計9台空調箱，合計可節約用電12.0萬度。

（五）設置熱泵熱水系統

1. 背景說明

整測廠房潔淨室之6台空調箱101~102年間更新

時，雖已將電熱器之容量下修，惟經監控系統的記

錄分析仍有餘裕。舉例而言，其中一組空調箱平均

加熱電功率為50kW，冬季運轉時最大瞬時電功率為

90kW，因此電熱器多數期間未在全載狀態下運轉。

其次，電熱器直接加熱來控制濕度，其電能轉換相

對於熱泵的方式，效率仍有很大改善機會。

2. 改善措施

熱泵熱水系統的應用已相當成熟，其能源轉換效率

較電熱方式高，因此新的改善計畫是在空調箱內增設

熱水盤管，建置熱泵熱水系統來提供加熱源。而熱水

盤管的容量是以平均加熱需求來設計，藉此減少初始

投資費用及風機動力。同時調整濕度控制策略，保留

電熱器作為備援與瞬時加熱需求。本措施於104年間

對6台空調箱再次進行改造，但因為場地限制與規劃

需求不同，熱水系統分為2個工程項目實施。

3. 預期節能績效

6台空調箱風機經過改造後，預期節約用電90.4萬

度。

五、結語

機關的節能改造推動工作自98年成立起節能減碳

小組前，多半是以調整運轉對策、強化維保作業，

以及組織內部宣導等工作為主。99年起，逐年檢討

各項可能的改善潛力，研擬可執行的計畫方案，爭

取管理階層的認可與支持，並配合年度預算的編列，

方得逐一落實執行。雖然這些改造計畫，基本都已

經是成熟可行的技術，技術風險相對較低，但是投

資的簡單回收年限多數都超過3年以上，因此在計畫

的推動上需且戰且走，先證實節能成效以獲取認同，

才能逐一推動。所幸，從台電的用電資料確實逐漸看

到改造後的成果。

節能改造工作的推動是一種漫長的設施演化過程，

除了平時資料的蒐集整理分析，準備好改造計畫方案

以外，還需要組織內部的各種資源與協助，選擇適

當的時機執行，最終才得以獲致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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