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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白河國民小學 109 學年度節約能源改善計畫 

壹、 依據 

一、 依據本校節約能源目標辦理。 

 

貳、 目的 

一、 配合政府推行節能減碳政策，以水、電、油等能源之使用量不成長為原則；

以使用量為負成長為長期目標。 

二、 養成師生節約、善用能源之習慣。 

 

參、 具體作法 

一、建立管理制度與基本資料 

 (一)本校成立節約能源推動小組，由校長擔任召集人，總務主任擔任負召集

人，各處室主任擔任區域負責人員，擬定節約能源目標與工作計畫，並編列

預算執行。 

 (二)採責任分區管理制度，各處室與教室等，使用空調與照明場所應劃分責任

區域，並建立責任區域負責人名單，負責人應負責責任區域之用電宣導及管

理。 

二、採行措施 

    (一)教室部分     

1. 請級任教師和科任教師協助加強宣導，確實落實節約用電。 

2. 放學後確實關閉電燈與電扇；另有關資訊設備如電腦主機和液晶螢幕等

相關設備，亦強制要求放學後關機。 

(二)辦公室部分 

1. 聯合辦公：辦公室內人數未達 6 人，室內溫度顯示未達 30℃，或人數

未達 12 人，溫度未達 28℃者，不得開啟冷氣機；電腦主機應設定自動

休眼狀態；沒有人辦公的區域，不得開啟電風扇及電燈，以節省電費。 

2. 惠請各處室協助加強宣導，及確實落實節約用電，下班後確實關閉冷

氣、電燈、與電扇；另有關資訊設備如電腦主機和液晶設備，亦強制要

求下班後關機。建議各處室主任或總務處人員，每日下班後不定時巡察

各班教室及行政辦公室，未關電源之班級或辦公室予以登記，次日於公

佈欄及網站公告周知，並建議由人事室存檔列入年度績效考核。 

(三)行政申辦措施 

1. 做好太陽光電發電設施的規劃、維護及管理，以發揮最大的自然能源效

益，減少使用一般能源。 

 

    三、宣導及未來推動事項 

 (一)汰舊換新或整體節能改造  

1、空調送風、送水系統可洽空調專業技師評估後導入裝設，俾隨空調負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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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調整流量以節約用電。  

2、配合公務機關財產使用年限規定，空調主機使用超過 8 年，窗、箱型冷

氣機使用超過 5 年且效率低於經濟部能源局公告之能源基準者，委請空

調專業技師或廠商進行節能效益評估分析，並予維護或汰換。  

3、本校優先採購符合節能標章或同等級高效率之用電器具、設備與車輛產

品。 

4、辦理節能工程改善時，得導入民間能源技術服務業(Energy Services 

Companies, ESCOs)。 

5、新建、增建、改建或修建工程，應採節約能源之規劃設計及優先設置太

陽光電發電設備，以節約能源及提高再生能源運用，減少尖峰用電需求。  

(二)節約用電  

1.衣著  

夏季上班時除特定場所(頒獎典禮、受邀參加國際性會議、宴會等)外，儘

量避免穿西裝、打領帶，改穿輕便衣服。  

2.空調  

(1)採責任分區管理，控制室內空調溫度於 26~28℃；視需要配合電風扇

使用。  

(2)連續假日或少數人加班不開冷氣。  

(3)在不影響空調效果下，適度提高空調主機溫度。  

(4)下班前半小時應提前關閉空調主機，但仍維持電風扇運轉。  

(5)利用室內、室外遮陽及屋頂加裝隔熱材或噴水，防止日曬影響空調負

載。  

(6)空調區域門窗關閉，且應與外氣隔離，減少冷氣外洩或熱氣侵入。  

(7)每月清洗窗、箱型冷氣機及空調系統之空氣過濾網、每半年清洗空調

系統之水塔。  

(8)每年請維護廠商或保養人員檢視空調主機之冷媒量。若冷媒不足應即

填充，以保持空調主機效率。 

3.照明  

(1)採用高效率照明燈具及電子式安定器。 

(2)爭取經費補助，將老舊燈具汰換為 T5 或 LED 省電燈具。  

(3)依國家標準(CNS)所訂定之照度標準，檢討各環境照度是否適當，並作

改進。惟不可為節省用電而減少必要的照明，以致影響視力。  

(4)走廊及通道等照明需求較低的場所，可設定隔盞開燈或減少燈管數；

需高照度的場所，於基礎照明下增設局部照明。  

(5)由總務處採取責任分區管理，隨手關閉不需使用之照明。  

(6)非經常使用之照明場所，如樓梯、穿堂等，使用照明自動點滅裝置。  

(7)牆面及天花板選用乳白色或淡色系列，以增加光線反射效果，可減少

所需燈具數量。  

(8)依落塵量多寡定期清潔燈具；依燈管光衰及黑化程度更換 燈管，以維

持應有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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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電力系統  

變壓器放置場所需有良好通風，必要時加裝風扇或空調散熱。  

 
5.事務機器及其他  

(1)設定節電模式，當停止運作 5~10 分鐘後，即可自動進入低耗能休眠狀

態。  

(2)長時間不使用(如開會、公出、午休、下班或假日等)之用電器具或設備 

(如電腦、影印機等)，應關閉主機及周邊設備電源，以減少待機電力之

浪費。  

(3)裝設定時控制器控制辦公室冷氣機之使用時間，關閉非上班時間飲水

機用電，以節約用電並維護辦公室用電安全。 

肆、 紀錄及查核 

一、 各處室應派員定期量測各責任區域空調溫度。 

二、 總務處應派員定期進行設備系統維護檢查，必要時紀錄每月用電量情形。 
 

伍、 自我評量及檢討 

一、 各電表電量應與去年同期之用電量作比較，無特殊理由，用電不得成長。 

二、 各處室與班級教室應定期檢討內部各單位責任區域之執行情形。  

三、 各處室與班級教室應定期就採行節約用電措施進行檢討，並追蹤、分析用電

差異原因及擬定改善對策。  
 

陸、 教育訓練 

一、 各處室與班級教室應派能源管理人員上經濟部能源局網站，下載節約能源管

理技術、方法等資料並自我研習。  

二、 將節約能源列為經常性辦理業務，並利用內部各種集會場合或活動中宣導節

約能源觀念及作法。  

三、 張貼日常節約能源標語或提醒標示，以養成全員節約能源習慣。 

 
柒、 玖、督導及成效考核 

一、 採分層督導考核制度：各處室與班級教室應督導考核所屬單位之整體推動成

效及填報情形。  

二、 為落實節約能源宣導效益，請各處室召開節能工作檢討會或由總務處召開跨

處室節能協調會議，策勵未來節能工作方針，並對節能工作任務編組單位進

行績效管考辦理獎勵（懲）。 

 

捌、 本計畫提報本校校務會議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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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河國小節約能源推動小組 

 

職  稱 
節約能源

推動小組 
區域負責人 區域負責職掌 

負   責   人 

緊急連絡電話 

召集人 校長 董勝雄 督導全校節約能源措施事宜。 分機 2011 

副召集人 總務主任 陳明昌 

1. 負責緊急指揮、召開會議及指定

適當人員對外發言。 

2. 校長室、辦公室、視聽教室、員生

消費合作社、校史室、廚房、室外

公共區域之節約能源管理。 

分機 2014 

能源管理

人員 
事務 吳佳青 

1.處理節約能源相關事務。 

2.各樓層走廊、樓梯間節約能源管理

及電源箱、消防安全準備室維護。 

分機 2014 

教務處 

負責人 
教務主任 沈千又 

1.負責級任教室、專科教室、愛的書

庫、資訊探索教室、教科書準備

室、圖書室、幼稚班教室和寢室之

節約能源措施，與相關用電情況記

錄。 

2.協助向教師與學生宣導推動節約能

源事宜。 

分機 2012 

學務處 

負責人 
學務主任 任樹同 

1.負責健康中心、桌球室、體育器材

室、交通安全準備室、資源回收

室、掃地用具室、活動中心、各班

教室等區域之用電節約相關宣導

和推動、實行事宜。 

2. 協助向教師與學生宣導推動節約

能源事宜。 

分機 2013 

 

輔導室 

負責人 
輔導主任 

 

劉朝順 

 

1.負責輔導室、家長會辦公室、資源

班教室、特教班教室之節約能源管

理與實行。 

2.協助向教師與學生宣導推動節約能

源事宜。 

分機 2015 

 

人事室 

負責人 

 

人事主任 黃秀娥 
協助向教師與學生宣導推動節約能

源事宜。 

分機 2017    

     

 

會計室 

負責人 

 

會計主任 吳焦平 
協助向教師與學生宣導推動節約能

源事宜。 

分機 2016   

     

◎執行重點提醒： 

1. 節約用水加強檢視漏水狀況 

2. 樓梯電燈開關管控，關閉不必要照明。 

3. 中午休息時間關閉不必要之基礎照明及辦公事務機器。 

4. 冷氣開放時應控制空調溫度於 26-28℃並配合電風扇使用。 

5. 空調區域門窗關閉，減少冷氣外洩或熱氣侵入。 

6. 各教室請生輔組負責督促宣導。 

7. 請各班導師加強學生節約能源觀 



台南市白河區白河國小改善室內空氣品質做法 
 

源頭減量—通風換氣—空氣清淨設備 

1

 

成果照片 

  

源頭減量-室內禁菸 紗窗隨時保持清潔 

 

 

增加室內通風換氣，進出氣口設置得宜 屋頂加裝空氣對流器 

 

  

窗子採相對側開窗以利對流 吊扇保持清潔以增加通風及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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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頭減量—通風換氣—空氣清淨設備 

2

 

成果照片 

  

室內植栽—斑葉百合竹 室內植栽—虎尾蘭 

  

室內植栽—裂葉福祿桐 室內植栽—圓葉福祿桐、蔓綠絨、合果芋、粗肋

草 

  

UV-C 殺菌燈杜絕生物氣膠及細菌汙染 垃圾桶回收桶加蓋—避免揚塵及細菌汙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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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頭減量—通風換氣—空氣清淨設備 

3

 

成果照片 

  

源頭減量-反怠速 冷卻水塔以紗網覆蓋並定期清洗投藥 

  

影印機等事務機隔間置放  加註警語，利用電風扇產生對流 

 
  

使用影印機會產生臭氧請打開電風扇增加對流並暫離一公尺遠的距離 地板保持乾燥並定期以漂白水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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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頭減量—通風換氣—空氣清淨設備 

4

 

成果照片 

 

 

空調加裝空氣濾網 濾網定期清潔或更換 

 

多樣化的透水鋪面，避免揚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