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由於油價高漲，加上傳統燃料能

源日漸減少，各國能源供應困難，經濟成

長及人民生活都受到影響。台灣地區又缺

乏自產的石油，98%的使用量都靠進口，

因此，節約用電也等於是減少石油使用。

台電公司為積極配合政府推動節約能源之

措施，自民國62年起開始宣導節約用電，

民國68年開始推行負載管理措施。經多年

之積極推動，目前已有相當成效。

由於燃燒燃料會排放出二氧化碳，二

氧化碳又是造成溫室效應的重要因素，隨

著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全球暖化問題

日益加劇，世界各國紛紛宣導節約能源的

重要。2005年京都議定書正式生效，台

節約用電已是全球趨勢

以往的節約用電與現今的節約用電，

雖然同樣是節約用電，但意義卻大不相

同。早在民國40年代，日月潭的水力發電

量占全台供電量的70%，但枯水季日月潭

的水位較低，若水位低於2公尺以下，就無

法提供發電，日月潭的供電吃緊，全台被

迫採取限電、輪流停電的節約用電措施。

民國50年代，正值台灣工業起飛時期，電

廠興建的速度趕不上工廠的大量林立，因

此供電仍然吃緊，限電、輪流供電仍是家

常便飯。直到民國60年代以後，大林、協

和等大型火力發電廠及核能電廠完成，電

力供給增加，降低對日月潭水力發電量的

依賴，輪流停電的情況才得以抒解。

文‧圖片提供／朱瑞墉

台電新營區營業處特殊的窗

戶造型，呈現凹退縮形式，

減少太陽直接照射，可節省

空調用電。

▲ ▲ 獲得經濟部節約能源績優廠商獎的百貨公司，以大片玻璃強化採光，以節省照明用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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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選擇符合節能設計的建築。不過羊毛出

在羊身上，購屋時如屋價太便宜，需查看

是否合乎節能省電的設計。

為配合政府建築物外殼耗能量推行，

民國80年台電公司新營區營業大樓正待

規劃興建時，內政部成立建築研究所，台

電便委請新成立的建築研究所從節約能源

的角度，規劃新營區營業處辦公大樓的建

築物。民國82年台電公司台北市區營業

處緊急佐電大樓以朝北建築，所有的窗戶

都採退縮形式，以避免陽光直接照射，參

加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之建築物節約能源徵

選獲獎，從那年起台電各單位每年幾乎都

獲經濟部節能優良獎。民國92年內政部

舉辦「第一屆優良綠建築設計作品甄選活

動」，台電營建處陳顯明建築師參與設計

的營業處辦公大樓，獲評為綠建築並獲

得「節能類特殊貢獻獎」。將原本規劃整

棟坐東朝西，面對中正路的建築物打了個

折，成了L型建築，將大部分立面由東西

向換為南北向，大門出入口向內退縮，為

的就是避免南台灣的烈陽直接照射，在西

側立面開窗設置遮陽板，大大降低室內溫

度。除了降低室內溫度外，更推行晚開早

關的空調，由內而外處處節能。

除了台電本身的新建築更符合節能趨

勢外，一般營利事業場所的建築，也更符

節電，編印宣傳資料，透過多元管道如媽

媽教室、屋內設備簡易修護班、村里民大

會、節約能源觀摩會、學校節電宣導會、

大用戶座談會、平面及電子媒體等進行宣

導。特別於夏季用電尖峰期之前密集宣

導，再次提醒民眾節約用電。學術方面，

每年將定期舉辦節約能源觀摩會、節約能

源論文發表會，使節約能源觀念深入民

心。

要做到節約用電，由生活中做起是最

重要的，節約用電的方式，可由建築物設

計、常用家庭電器的節約用電著手。

節約用電由建物設計做起

根據經濟部能源局統計，空調系統與

照明系統二者用電比例與建築物的節約用

電關係最大，若建築物在設計時就考量採

光、隔熱、照明及冷暖氣等方面，可顯著

降低節約空調與照明系統的用電量。例如

建築物的朝面，若採取朝南或朝北建造，

可節省冷氣用電量29%。隔熱材料方面，

玻璃是最壞的隔熱材科，如用雙層玻璃製

窗，熱量損失可減少一半，建築物用較好

的隔熱材料，可節省冷暖氣用電量30%以

上。使用冷暖氣管及屋頂隔熱、良好的採

光、選擇省電燈具，都是現代建築師的基

本理念，為達節能的目標，民眾購屋時不

今年10月起以現金抵扣方式輔助節能家

電，希望能增進一般民眾對節約用電之落

實。

台電公司身為電力提供者更以身作

則呼籲節約用電，使電力做最有效的運

用，對內依據「節約能源實施要點」「節

約能源實施方案」，力行節約能源工作，

更於90年訂定「台灣電力公司離島地區

節約用電」守則，有效推廣節約用電。對

外加強對大用戶之節約用電技術訪問服務

及宣導，倡導有效用電觀念及作法；對一

般民眾方面，配合政府推動節能重點，從

食、衣、住、行、育、樂各方面加強宣導

節能方法，並針對各種家電及用電場所之

灣雖然不是京都議定書規範的成員，但身

為國際中的一份子，仍應為地球村貢獻一

份心力。目前政府已頒行節約能源措施，

包括執行能源效率管理、推廣使用高效率

產品、推動節約能源技術之研究發展與應

用、擴大節能技術服務和普及各級學校能

源教育等。

節約用電結合生活習慣

行政院2006年宣導加強推動節約能

源措施，希望藉由政府機關及學校率先落

實節約能源，以用電與用油量不成長為原

則，示範引導民間跟隨採行。為推廣節能

減碳的行動，政府編列台幣5.3億元，在

▲ 台大運動場地下停車場，利用天井的透光及通風設施，減少照明及抽風用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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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家庭電器的節約用電

 (1) 冷氣：常用家庭電器中以冷氣最

耗電，是夏季電費增加的主因，要想降

低夏季電費突增，須將冷氣溫設定在26-

28°C為宜，因溫度設定值每提高1°C 

就可省下的8％-10％的耗電量。空氣濾

網應定期清洗，冷氣機儘量安裝於不受日

光直射的地點或裝遮陽蓬，配和電扇使用

可達到較佳冷房效果，分離式冷氣機配管

要短、彎曲半徑要大、隔熱要良好，應依

房間大小選擇適當容量的冷氣機，以避免

冷氣機效率降低。使用變頻式冷氣機可節

省電費，當室溫與設定溫度差距小時，以

較慢速運轉，因低頻時其EER值顯著提

高，可節省電費支出。(2) 電暖爐：宜選

購具有多段開關的機型，並設有定時定

溫控制，當暖房達到適當溫度，即停止出

熱，可減少不必要的電能浪費。(3)電扇：

開強風時噪音大且比用弱風多耗電50％-

60%，因此使用電扇以微風為宜，可減少

噪音並節省用電，亦對人體健康有益。(4) 

照明器具：需長時間照明的處所，請選用

高效率燈具，並選用容易維護的燈具，每

月擦拭保持清潔，日光燈管兩端變黑即更

換，以維持燈具效率。養成不用時或離開

房間隨手關燈的習慣，白天應儘量利用自

合環保、節能的設計。民國91年新光三越

百貨台南新天地正式營運，經濟部所屬的

中技社(現為財團法人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即主動和台南新天地聯繫，表示願意提供

免費的技術服務。同年在中技社和新光三

越台南新天地團隊合作之下，透過利用離

峰電力、空調風管的併聯、加裝空調箱變

頻調速器、照明系統安裝電子式安定器及

停車場分區開放等多項作法，該百貨業者

一年省下2,860萬元電費。節省的電費越

多，節約效益就更高。另外，屋頂裝設透

明板，也可節省很多照明電費，例如台大

運動場的地下停車場亦設有天井可透光與

通風，減少照明與抽送風用電。

電器名稱 消耗量(瓦) 待機功率(瓦)
一個月使用時間

估計(時)
一個月耗電量

(瓦)
備註

電冰箱 130 0 12時*30日=360 46.800 320公升

電鍋 800 1.07 0.5時*30日=15 12.76 10人份

開飲機 800 0 2時*30日=60 48.000

微波爐 1200 2.662 5時*1日=5 7.9

抽油煙機 350 0 0.33時*30日=10 3.5

電磁爐 1200 0 2時 2.400

洗衣機 420 1.738 0.5時*30日=15 7.53 8公斤

乾衣機 1200 0 0.33時*30日=10 12.000

冷氣機 1100 2.235 5時*30日=150 166.27 3024Kcal/h

電暖爐 700 0 3時*30日=90 63.000

電扇 66 0 3時*30日=90 5.94 16吋

抽風機 30 0 4時*30日=120 3.600

燈泡(60瓦) 60 0 3時*30日=90 5.400

日光燈(20瓦) 25 0 5時*30日=150 3.750

省電燈泡 17 0 5時*30日=150 2.55

電視機 140 3.665 4時*30日=120 19

電腦

(主機+顯示器)
370 2.511 5時*30日=150 56.93 液晶螢幕

家庭常用電器耗電量估計表

註： 1. 本表所列各種電器產品之耗電量，會因廠牌、型號或用電時間長短之不同而有差異。
 2. 本表年使用期間為估計值。用戶欲估算自家年耗電量，可依家中電器品實際消耗電力及年使用時數自行
     推估。

▲ 在台電辦公室裡，到處可見到節能
用電標誌，並設置室內空調溫度於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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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瑚、王燕翼等大甲地方仕紳建議台灣總

督府籌建電廠（正式文獻稱為大甲電氣工

事）。1911年7月完成950瓩之后里發電

所，這是台灣中部（新竹到嘉義）的第一

個水力發電所，也是全台的第四個水力發

電所。其後日人進一步利用日月潭興建水

力發電所，於1918年動工，歷時多年，直

到1934年才正式完工運作。日月潭發電的

工程完工後，所能提供的電力增加了10萬

瓩，依當時台灣的產業、民生用電結構，

最多只能消化4萬瓩的電力，剩於的6萬

瓩反而成為閒置電力。但電力沒有使用，

也無法儲存，若不將剩餘的電力做有效運

用，對台電公司而言是成本上的損失。為

推廣用電

現代人用電時，最醒目的宣傳標語是

節約用電，但在1934年時當時稱台灣電力

株式會社的台電卻為推廣用電而苦惱。台

灣電力初期的發展，主要依賴水力發電，

1905年台灣北部已完成龜山及小粗坑水力

發電所，南部亦完成竹仔門水力發電所，

唯獨中部地區沒有發電廠。當時擔任台中

大甲街區長的朱麗先生深知電力是經濟發

展的原動力，看到南北兩地都興建電廠，

中部如不建電廠會淪為落後地區。因此聘

請專家調查大甲附近籌設水力電廠，結果

在大甲的后里發現有39.4公尺的落差可資

利用，朱麗就聯合李城、李進興、杜清、

(10) 電視機：將音量及亮度調整過高時，

會浪費電力。用遙控器切斷電源後，電視

機處於待機狀態，此時仍有1至3瓦消耗，

因此在數小時不看電視時，宜將主電源關

閉以節電。(11) 電腦：放置於通風良好的

地方，背面與兩側與壁面應保持1 0公分

以上距離，有較佳的散熱效果。當電腦工

作暫停5-10分鐘後，設定其自動進入低

耗能休眠狀態，較長時間不用電腦時應關

機，減少待機耗電損失。

工廠、商家的節約用電

 除了家庭用電，工廠、商家幾乎是

用電大宗，要達到節約用電，可由以下幾

個方向著手。(1) 照明：開天窗或窗戶，

充分利用自然白晝光。降低燈具高度以減

少盞數，並保持原來的照度。選用高效率

燈具，養成隨手關燈的好習慣。(2) 裝設

汽電共生設備降低成本，約可節省能源成

本20-30%。(3) 改善電動機使用效率以節

省用電：適當容量的電動機，電動機汰舊

換新，避免電動機的空轉。(4) 善用空調

節能減輕電費負擔：採用新式省電設備，

中央空調系統的設備節能管理。(5) 善用

離峰電力時間的低廉電價。 (6)  變壓器

組：採用高效率變壓器，停用時切斷高壓

側電源，適當容量的運轉。 

然光以節省照明用電。(5) 洗衣機：將衣

物集中到一定程度時再洗效率最好，一般

衣物脫水時間以3分鐘為宜，尼龍等化纖

衣物1分鐘即可，洗衣前請先將衣物浸泡

約2 0分鐘再開始洗，可洗得較乾淨。(6) 

熱水器：電熱水器為高耗電的用電器具，

一般消耗電力在4,000瓦 以上，瓦斯熱水

器使用一次能源，較電熱水器的能源效率

高，如一定要使用電熱水器時，選擇即熱

式比蓄水式省電。最節省能源是太陽能熱

水器，所用熱源為免費的太陽能源，台灣

中、南部及澎湖等地區日照充足，太陽能

熱水器值得大力推廣。(7) 電冰箱：冰箱

不要放在瓦斯爐等發熱器具旁，或太陽光

照射到的地方，當周圍溫度提高10 C時，

冰箱耗電量就會增加10-20%，冰箱背面

及二側與壁面應保持10公分以上的距離，

以有較佳的散熱效果與運轉效率。減少開

門次數與縮短開門時間，可降低冰箱的耗

電量，只要開一次冰箱冷空氣逸散，壓縮

機就得多運傳十多分鐘，才能恢復原冷藏

溫度。(8) 開飲機：開飲機若有冰水裝置

耗電更高，再沸騰開關應減少使用以節約

用電，長時間不用(一天以上) 請將電源切

斷，避免浪費電。(9) 電磁爐：由於消耗

電力高達1,200 瓦，因此要適當的調整火

力大小，不用時要關掉電源以節省電力。

▲ 台電新營區營業處儲冰式空調系統的
冷卻系統，用夜間離峰電力儲冰，供

日間空調用，以減少空調用電。

▲ 台電新營區營業處的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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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成效不彰，因此任職於推廣部的朱江

淮先生建議公司，撥款替用戶裝設屋內配

線，酌量向用戶收取租金，幾年後再以廉

價售給用戶，只收電表租金；以及免費為

願意用電1年以上的新用戶裝配室內外線

路，以提昇非用電戶的用電意願。此外台

電各營業亦舉辦增燈增燭活動，一年內新

增電燈10萬個，適逢當時農業技術提昇，

農民在農產品價格提高的情況下收入大

增，也相對提高用電意願。在台電上下一

心的推廣用電下，原以為需花10年才能消

耗過剩的電力，僅用了3年就到推廣用電

的目標。隨著電燈用戶的增加、大工業的

建立，將台灣由平面的農業變成立體工業

化，由於各種新產業的設立，播下了台灣

工業化種子，如鋁、合金、肥料、造紙、

酸鹼及採礦等產業。

早年電業前輩創業艱難，於推廣用電

時，為了拓展一盞燈，翻山越嶺走了幾小

時，其精神著實令人欽佩。在目前處處提

倡節能減碳的浪潮聲中，推廣用電似乎是

一件令人無法想像的歷史。或許在物資充

裕的今日，更應該瞭解過往的歷史，以古

鑑今，珍惜當下所擁有的事物。

（感謝台電新營區營業處廖學宣處長提供

相片）

促進用電政策之研究

1932年6月台電為加強推廣用電績

效，將勸誘系提升為勸誘課，朱江淮在該

課擔任研究推展工作，主要業務為推廣中

小工業電氣化、採用分期付款辦法推銷家

庭用電氣器具等，調查研究利用地下水灌

溉而增加農作物收穫量（當時尚無灌溉用

的抽水機）。朱江淮發覺在台灣各處平地

都適合種水稻或甘蔗，唯彰化的二林、草

湖及溪州一帶非埤圳沿岸平地，嚴重缺乏

灌溉用水，成為半沙漠地帶，人民生活困

苦。同年9月朱江淮到彰化推廣用電，每

天到二林一帶勘查，不久他發現該地有地

下水，鑿井一裝上抽水馬達，沙漠馬上變

成綠洲，這年11月他教導民眾開發，綠化

了二林、溪州及草湖。這是朱江淮一生中

最感愉快的一件事，不但有助於台電的推

廣用電（開始用泵抽水灌溉），且對彰化

地方的農業發展亦有貢獻。現在灌溉抽水

用電更為普及，各地電桿旁的簡陋小屋就

有抽水馬達，在水源缺乏的二林、草湖、

溪湖地區經常可見，這些抽水馬達就是早

年台電推廣用電的成果。

推廣用電圓滿落幕                                              

為了增加新用電戶，當時的台電會

社還調降電費，試圖提高用電量，然降價

度僅為0.03日圓，與當時物價比較，算是

相當低廉，誘導日本鋁業株式會社（耗電

2.7萬瓩，即後來的台鋁公司）、台灣電

化株式會社（耗電1.1萬瓩，即後來的台

肥公司基隆廠及羅東廠）、旭電化（後來

的台灣碱業公司）等來台設廠，這些巨耗

電的工廠，當年可是新興工業，也是促使

台灣工業發展的推手。

為更積極的開拓用電市場，1931年

8月27日台電業務部將臨時電力勸誘班改

為正式的勸誘系，積極推廣工業及民間用

電。當時台電同意採取二個措施：(1)在電

之不售，員工人人有責的口號下，全會社

上至社長下至技工，每位內勤員工都要為

推廣用電增燈增燭而奔走各地；(2)各地營

業所的內勤人員都組織用電勸誘小組，四

處奔走為增燈增燭而努力。勸誘系人員為

推廣用電，常 帶大量燈泡到各地用戶家

訪問勸導，希望用戶改用較大的燈泡或增

設燈箋，在用戶面前低頭說盡好話以博取

好感，有時也因話不投機而吃閉門羹，當

時擔任推廣業務的朱江淮先生，對於一切

逆來順受。到尚未用電的鄉村地區拜訪住

戶，有時要走整天的路，還是有很多老人

家怕木造房屋易引起火災，而拒絕用電。

後來走破了鞋說破了嘴，總算說服了不少

人接受用電。

彌補這方面的損失，台電公司便積極推廣

用電。                                                

推廣用電之勸誘用電時期

日月潭發電所竣工後，估計每年電力

需要增加率為13.6％，需10年才能完全消

化增加的電力，因此當時計劃將該發電所

的剩餘電力，以超低廉價售予大用電戶。

台電採取大用戶特種電價的業務政策，即

優惠電價策略，原來工業用電每度約0.07

日圓，日月潭發電所完成後每度降至0.05

日圓，為吸引日本資本家來台設廠，每

▲ 1939年台電會社成立20週年，台電
舉辦化妝大會，朱江淮戴電燈罩的造

型，因符合當時推廣用電的政策而得

到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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