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電力公司
107 年度節約用電及減碳
成果

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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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依電業法第 47 條第 4 項規定，售電業應每年訂定鼓勵及協助用
戶節約用電計畫，送電業管制機關備查。據此，台電公司乃以
需求面管理為主軸，需量反應及節約能源為二大推動方向，訂
定 107 年度鼓勵及協助用戶節約用電計畫，節電計畫達成率已
納入「公用售電業電價費率計算公式」之電價績效指標及「經
濟部所屬事業 107 年度工作考成實施要點」之台電公司經營績
效評估指標。透過推廣需量反應與節電做法，帶動全民節電之
集體效應，使抑低尖峰負載、節能省電成為全民運動，帶動社
會型態改變，讓全民共同參與節能減碳工作。
二、行政院於 106 年 7 月核定四年的「新節電運動方案」
，期由減少
電力需求及抑低尖峰用電方向著手，結合中央與地方，強化效
率管理與節能推廣工作，穩定我國電力供需。其中由各縣市執
行的「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於 107 年初開始，目標為 107
年至 109 年推動汰換老舊用電設備與建置智慧能源管理系統，
並提供技術輔導及採行因地制宜措施，實施方式係由各縣市研
提地方特色計畫，自行規劃辦理、推動在地節電。此部分經費
由台電公司編列三年預算計 75.06 億元協助支應，以響應政府節
能政策。

貳、現行各項節電措施及成效
需求面管理係以需量反應及節約能源為二大推動方向，以引導
用戶提高用電效率、改變用電方式，抑低尖峰負載和均衡尖離
峰負載。
一、既有作為及精進措施
(一)需量反應
1. 台電公司自 68 年起推動需量反應措施引導用戶管理用電，以
提供價格或電費扣減為誘因，促使用戶改變原本用電習慣，減
少尖峰用電或將尖峰用電轉移至離峰時間，達到避免電力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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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載、維持供電可靠之目的。
2. 需量反應依據經濟誘因不同可分為價格型(Price-based)與誘因
型(Incentive-based)兩類(如下圖)，前者係提供時間帶差異化之
費率，用戶可根據不同時段價格訊號，決定是否在某些特定時
段減少用電，以避免按較高電價支付電費，如季節電價及時間
電價；後者係提供電費扣減誘因，在供電吃緊或高成本時段，
配合抑低約定之負載用量，如各類計畫性減少用電措施、臨時
性減少用電措施及需量競價措施。用戶參與各類措施後，只要
在供電緊澀時段確實抑低或移轉其用電負載，即可以較低電價
支付電費或得到電費扣減。

圖

需量反應分類

3. 為擴大需量反應實施效益，台電公司自 104 年起持續精進需量
反應措施。104 年朝「簡化整併方案、放寬適用範圍、納入用
戶基線、提高扣減標準」之方向全面修正，並實施「需量競價
措施」，採用戶自報價格競比取代傳統供給面訂價方式，進一
步激發抑低用電潛能，105 年再朝「創意措施命名、降低抑低
門檻、擴大實施期間、改善衡量基準、強化價格誘因」之方向
精進方案內容，並建置「需量競價平台」，公開揭露資訊，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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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用戶可線上每日報價。106 年採「擴大實施期間、提升反
應能力、強化誘因機制、需量競價新增方案」等方向修正。107
年持續朝「降低參與門檻」與「強化參與誘因」等方向精進需
量反應措施。
4. 台電公司目前已推動之各種需量反應措施包括：季節電價、時
間電價(2 段式、3 段式、尖峰時間可變動)、各類計畫性(月減 8
日型、日減 2 時型、日減 6 時型)、臨時性減少用電措施(限電
回饋型、緊急通知型)及需量競價措施(經濟型、可靠型、聯合
型)等，現行實施各項需量反應措施內容如表 1。
表 1 現行需量反應措施
措施

實施期間

實施時機

1. 為反映不同季節供電成本之差異，電價就

全年
季節電價

夏月：6 至 9 月
非夏月：每年 10

內容
不同季節分別訂定，夏月電價較高，非夏

依電價表規定

月電價較低。
2. 以價格訊號差異引導用戶於夏季時儘量

月至翌年 5 月

撙節用電。
1. 為反映不同時段供電成本之差異，電價就
不同時段分別訂定，尖峰時間電價較高，

時間電價

全年

依電價表規定

離峰時間電價較低。
2. 以 價 格 訊 號 差 異 引 導 用 戶 降 低 尖 峰 用
電，充分利用離峰電力，縮小電力系統尖
離峰負載差距。
每月星期一至星期五（離峰日除外）中選擇 8

月減 8 日型

6至9月

事先約定

日抑低用電（日期由雙方約定）
，每一約定日
上午 10 時至下午 5 時抑低用電 7 小時。

計畫性
減少用
電措施

星期一至星期五（離峰日除外）每日上午 10
日減 6 時型

6至9月

時至 12 時，下午 1 時至 5 時，每日抑低用電

事先約定

6 小時。
日減 2 時型

6至9月

星期一至星期五（離峰日除外）每日下午 1

事先約定

時至 3 時抑低用電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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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實施期間

實施時機

內容

限制用電前一 依系統需要，於實施工業用戶限制用電前一
限電回饋型

全年

日下午 4 時前 日下午 4 時前通知用戶抑低用電，以日為單
位，每日視為抑低用電 1 次。

通知

1. 依系統需要，通知用戶抑低用電，用戶得

臨時性
減少用

抑低用電 15 分

電措施

鐘前、30 分鐘

緊急通知型

全年

前、1 小時前或
2 小時前通知

選擇每次執行抑低時數為 2 小時或 4 小
時，以日為單位，每日視為抑低用電 1 次，
每月抑低用電時數不超過 36 小時。
2. 用戶得選擇抑低用電 15 分鐘前、30 分鐘
前、1 小時前或 2 小時前之通知方式抑低
用電。
1. 於系統高載時期，開放用戶將節省下來的
電回賣給台電公司，並由用戶出價競標，
台電公司則採報價愈低者先得標方式決
定得標者，若得標者於抑低用電期間確實
減少用電，則可獲得電費扣減。藉由用戶

抑低用電前一
需量競價措施

全年

日下午 6 時前
或抑低用電前
2 小時通知

自報回饋價格方式，賦與用戶更多自主
權，激發抑低用電潛能，改善系統負載型
態，進而延緩對新設電源之開發或降低可
能面臨之限電風險。
2. 用戶得選擇每次執行抑低時數為 2 小時或
4 小時，以日為單位，每日視為抑低用電
1 次，每月抑低用電時數不超過 36 小時。
3. 台電公司得依系統需要及競價結果，於抑
低用電前一日下午 6 時前或抑低用電前 2
小時通知用戶執行抑低用電。
儲冷式空調系統係指冷凍主機在離峰時間運
轉製冷並將冷能儲存起來，儲存的冷能在尖

儲冷式空調
系統離峰用電措施

峰時間釋放出來，以供應空調系統之所需，
全年

依電價表規定 其離峰時間之流動電費另按 60%計收。實施
目的係鼓勵用戶將尖峰時間空調用電移轉至
離峰時間儲冷，充分利用離峰時段較低廉之
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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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實施期間

實施時機

內容
對於中央空氣調節系統主機及箱型空氣調節
機施以暫停運轉，以節省空調冷氣用電；中

空調暫停用電措施

6至8月

申請後裝設時 央空調系統每運轉 60 分鐘暫停 15 分鐘，箱
控開關控制

型冷氣每運轉 22 分鐘暫停 8 分鐘。實施目的
係藉由控制空調主機或冷氣壓縮機之輪流關
閉，抑低系統尖峰負載與節約用電。

(二)節約能源
1. 節電獎勵措施
(1)為鼓勵民眾將節約能源落實於生活中，形成省電的文化與習
慣，台電公司針對住宅用戶(含住宅公共設施用戶)、國中小
學及幼兒園訂定節電獎勵措施。
(2)本措施自 97 年 7 月起實施以來持續推陳出新，如 103 年 8
月起採適用用戶當期用電與去年同期用電比較後有省電者，
每節省一度電可獲得 0.6 元獎勵金，如每期(2 個月)獎勵金低
於 84 元者，按 84 元計算；適用用戶如屬電業法第 52 條所
稱使用維生器材及必要生活輔具之身障家庭用戶，如每期(2
個月)獎勵金低於 100 元者，按 100 元計算。節電獎勵金於當
期電費中扣除，每期(2 個月)獎勵金以用戶當期電費為上限。
2. 多元宣導管道
在全球能源匱乏及能源價格高漲情況下，供電成本逐年攀升，
為配合政府積極推動全民節能減碳政策與全國電力負載抑低
需求，讓民眾了解節約用電方法與相關資訊，並推廣台電公司
各項措施，藉由多元化方式進行節約能源宣導，期能塑造節能
風氣。宣導對象之區分及訂定每年目標分述如下：
(1) 一般用戶：
甲、辦理各項節約用電宣導會，目標 1,200 場。
乙、辦理空調節約用電宣導，目標 2,30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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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商業用戶：
甲、辦理 100 瓩以上用戶訪問，目標 5,000 戶，透過台電公
司各區營業處實施宣導作業，另藉由「節能服務整合資
訊系統」控管各區營業處執行情形及紀錄，亦方便宣導
人員篩選 100 瓩以上用戶目前節能情形，俾利各區營業
處宣導同仁更有效率針對用戶宣導。
乙、每年定期舉辦「特高壓用戶用電技術研討會」2 場及「空
調運用技術研討會」1 場，聘請具專業之講師與用戶經
驗交流，分享節能方法、設備效益及機電設備故障排除
及維護等。
3. 節約用電與需量反應措施宣導文宣資料
為配合政府積極推動全民節能減碳政策與全國電力負載抑低
需求，讓民眾了解節約用電方法與相關資訊，並推廣台電公司
各項需量反應措施，每年提供大量文宣品置於各區營業處，開
放民眾免費索取，各類文宣說明如下：
(1)節約用電宣導文宣：包含家庭節電的小撇步、冷氣機節約用
電、電冰箱節約用電、照明電器節約用電、學校場所節約用
電、商業場所節約用電、工廠節約用電、建築物節約能源簡
介及減輕無效電力提高功率因數。
(2)需量反應措施宣導文宣：包含高壓用戶與時間電價、低壓用
戶選用時間電價、表燈用戶選用時間電價、儲冷式空調系統
離峰用電措施、空調暫停用電措施、減少用電措施及需量競
價措施與住商型簡易時間電價，俾利台電公司各區營業處之
節電宣導與負載管理措施之推廣。
4. 創意節電競賽活動
為持續鼓勵民眾節能減碳，台電公司自 102 年起，每年辦理節
能減碳愛地球抽獎及競賽活動，活動項目與適用對象逐年擴增，
107 年舉辦「住商型簡易時間電價抽獎」
、
「夏季節電獎勵金加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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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節電抽獎」、「有獎徵答」、「親戚朋友鬥陣來省電競賽
及抽獎」、
「需量競價措施競賽及抽獎」
、
「中小企業節電競賽」、
「國民中學節約用電戲劇競賽」及「節電多媒體創意競賽」等
活動，藉以推動節能減碳，鼓勵民眾節約用電，以互動方式，
透過多元化的節電抽獎及競賽活動項目，讓民眾體認瞭解節約
用電的重要性，並對節能減碳、愛地球之議題加以關切與重視。
5. 成立節電服務團
為精進 100 瓩以上用戶訪問及擴展用戶服務策略，台電公司自
107 年 12 月 3 日成立各區營業處「節電服務團」，由業務及電
務部門組成節電訪視小組，每月共訪視 500 戶，透過運用智慧
電表資料分析與簡易診斷問卷，協助用戶掌握用電情況，以盤
點用戶節電潛力及推廣需量反應措施，藉以蒐集用戶用電資
料。
6. 持續進行電費帳單改版設計，引導用戶自主節電
(1) 為加強宣導節能意識，自 103 年 9 月起於電費帳單增列同期
同地區(同郵遞區號 3 碼)同用電種類用戶之平均用電度數，
更自 104 年 5 月起擴大應用範圍，以「同棟大樓」或「同
郵遞區號 5 碼」之平均用電度數列示，讓用戶能更貼切知
道其用電量與相同用電用戶之比較，提醒自我節約用電，
以達節電效果。
(2) 另為加強比較競爭心理，台電公司於 105 年 6 月辦理電費帳
單引導用戶自主電能管理之調查分析與策略規劃案，進行
新版電費帳單問卷調查及後續影響節電行為模式之分析，
並自 106 年 4 月起，小規模試辦印寄具繳費功能之新版帳
單予用戶實際體驗，提供用戶彩色、圖表等視覺效果之電
費帳單，有助於引導用戶自主用電管理。
7. 提供可視化用電資料，促進節電及需量反應成效
於台電公司官網「網路櫃台/線上查詢/電費查詢」及電子帳單
系統提供用電與電費曲線圖及提高網頁互動性，以提升用戶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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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促使民眾節電。
8. 配合政府政策推動節電
(1) 支應「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經費，持續提供各縣市用
電資訊，以利節電計畫推動
為配合經濟部「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
，台電公司協助編
列三年(107~109 年)預算經費計 75.06 億元，並於官網揭露
各縣市住商(含機關及公私立大專院校、服務業部門、住宅
部門及農林漁牧業)及工業用電資訊。
(2) 協助處理百萬家庭親子節電競賽
為配合經濟部「百萬家庭親子節電競賽」
，台電公司依規劃
時程提供參賽學校之學生家庭前一年同期及競賽期間用電
資料及抄表天數，所有參賽學生之家庭電號如符合台電公
司 107 年節電獎勵活動資格，將自動列入參與;另各區營業
處協助辦理 100 場次媽媽教室、村里民大會及學校節電宣
導。
(3) 協助處理村里節電大車拼
為配合經濟部「村里節電大車拼」
，台電公司協助於官網「縣
市住商用電資訊」下「各縣市村里售電資訊」揭露用電資
料，另全面廣宣競賽訊息，依據經濟部能源局設計之宣導
文宣，提供電費帳單信封版面供推廣家庭節電之用，促成
村里居民關心且落實居家節電，透過節電獎勵機制，鼓勵
村里居民共享節電成果，賡續力行節電行為。
二、107 年實施成效
107 年度節電計畫目標達成情形如下：
計畫目標

目標

實績

備註

1.減少用電措施申請抑低容量
及尖峰時間可變動時間電價
經常契約容量之和

140 萬瓩

157 萬瓩

已達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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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低壓電力及表燈用戶參與時
間電價新增戶數
3.舉辦節電抽獎、有獎徵答等項
目
4.辦理各項節約用電宣導會、空
調節約用電宣導及百瓩以上
用戶訪問

3,000 戶

19,086 戶

已達成目標

9項

9項

已達成目標

8,500 場/戶

9,242 場/戶

已達成目標

65 萬瓩

97 萬瓩

已達成目標

5.需量競價申請抑低容量

(一)需量反應
1. 需量反應措施
(1) 本措施實施已逾 30 年，對於均衡系統負載及減緩尖峰時間
電力需求成長壓力助益甚巨。經統計，107 年系統尖峰負載
為 3,706 萬瓩，離峰負載為 2,577 萬瓩，二者比例為 1：0.70，
與 98 年之 1：0.68 相較，離峰負載占比有上升趨勢(如表 2)，
主因係降低緊急通知型方案參與門檻、提高需量競價措施
回饋誘因及 101~107 年間時間電價擴大尖離峰價差或價比
等，促使用戶減少尖峰用電或將尖峰用電移轉至離峰時間，
顯示該等觀念已逐漸落實。
表 2 歷年離峰負載占比
年度
離峰負載
占比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0.68

0.69

0.68

0.69

0.69

0.69

0.69

0.69

0.69

0.70

(2) 在 107 年執行成效部分，經全公司積極擴大推廣，需量反
應措施最大申請戶數為 2,084 戶，減少用電措施申請抑低
容量及尖峰時間可變動時間電價經常契約容量之和為 157
萬瓩，需量競價申請抑低容量為 97 萬瓩，均達成年度目標。
由於 5 月開始持續高溫，造成全臺用電負載屢創新高，5
月 29 日尖峰備轉容量率僅 2.89％，實施需量競價措施抑低
用電 36 萬瓩，對備轉容量率貢獻 1％；8 月 1 日為尖載日，
實施需量反應措施抑低用電 104 萬瓩，對備轉容量率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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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足見需量反應對於抑低我國尖峰負載與穩定供電
有顯著貢獻。
2.住商型簡易時間電價
為提供住商用戶更多元化的電價選擇及擴大時間電價參與率，
共同為抑低尖峰負載努力，針對住宅、小商店推出「住商型簡
易時間電價」
，並奉經濟部核定自 105 年 10 月 1 日實施；另為
方便用戶評估是否適用本電價方案，並於台電公司官網提供試
算評估服務。經積極推廣，至 107 年 12 月底止已有近 4 萬戶選
用，未來仍持續向用戶宣導選用。
3. 107 年辦理「用戶群代表需量反應採購案」
，廠商投標容量最低
得為 2 萬瓩，最高 10 萬瓩，該採購案有 1 家廠商投標 2 萬瓩，
於 8 月 10 日完成議價及決標，提供 1 年 100 小時，每小時 2 萬
瓩之抑低容量。
(二)節約能源
1.節電獎勵措施
(1) 原「節電獎勵措施」均由台電公司主動計算並直接於電費中
扣抵獎勵金，實施多年以來，由於多數民眾未注意電費單，
已不知有節電獎勵措施，實施效益因此受限。若民眾沒有有
意識主動地進行節電，而僅因無意識中的偶然因素用電減少、
被動獲得優惠，則這樣的優惠措施無法促進民眾的節電行為，
就失去推動的意義。另查國外電業或國內各縣市政府舉辦之
節電獎勵活動，均採事先報名，故「107 年節電獎勵活動」
在既有獎勵方式下導入登錄報名制。
(2) 經統計，107 年登錄活動的 334 萬戶中，實際有節電的用戶
共 273 萬戶，達 82%，總節電度數高達 13 億度，減碳量約 72
萬噸(依 106 年度電力排放係數 0.554 公斤 CO2e/度計算)。進
一步分析，每期每戶平均節電量為 163 度，較 106 年未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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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之平均節電量 145 度，多節電 18 度，顯示民眾登錄參加，
確可提高節電效益，鼓勵真正投入節電之用戶。
2.多元宣導管道
(1)各項節約用電宣導會、訪問宣導空調節約用電及百瓩以上用
戶訪問計 9,242 場/戶，特高壓用戶用電及空調運用技術研討
會計 3 場，執行成效分別如下：
甲、 辦理各項節約用電宣導會 1,441 場，總參加人數 33 萬人。
乙、 辦理空調節約用電宣導 2,511 戶。
丙、 辦理百瓩以上用戶訪問宣導 5,290 戶。
丁、特高壓用電技術研討會分別於台電公司台北北區及台南
區營業處辦理，分別有 77 人次及 121 人次參加。
戊、空調運用技術研討會於台電公司雲林區營業處辦理，計
56 人次參加。
(2)節約用電與需量反應措施宣導文宣資料
編印各種節約用電與負載管理宣導資料約 22 萬冊，發放民眾
參考利用。
3.創意節電競賽活動
(1)107 年節能減碳愛地球抽獎及競賽活動成效卓越，共舉辦 9
項活動，除承襲續辦之「節電抽獎」、「有獎徵答」、「國民中
學節電戲劇競賽」、「中小企業節電競賽」、「親戚朋友鬥陣來
省電競賽及抽獎」、「需量競價措施競賽及抽獎」及「節電多
媒體創意競賽」等活動外，另新增「時間電價推廣抽獎」及
「節電獎勵活動抽獎」。上述各項活動皆已辦理妥，並於 107
年 10 月 2 日舉辦「抽獎典禮」抽出各項活動幸運得主。
(2)「夏月電價節電宣導暨夏月不插電音樂野餐 Party」已於 107
年 5 月 26 日及 27 日在大安森林公園圓滿完成，活動以節電
情境闖關體驗、不插電音樂會、省電達人經驗分享及設攤節
電宣導等服務民眾，本項活動計 1,885 位民眾參加。
(3)前述競賽活動之頒獎典禮已於 10 月 30 日舉辦，共發出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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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個獎項及近 2,600 萬元獎金，參加人數連同「登錄節電
獎勵活動抽獎」的民眾，高達 338 萬人（戶）次，是 106 年
56 萬人（戶）次的 6 倍，再創歷年新高。
4.台電公司各區營業處「節電服務團」於 107 年 12 月實際訪視高
壓以上用戶計 549 戶，以盤點用戶節電潛力及推廣需量反應措
施，藉以蒐集用戶用電資料。
5.建立節電氛圍，促使用戶節電
(1)107 年積極安排各項媒體露出，電子媒體如
「ICRT 電台廣告」
、
「台北轉運站燈箱廣告」及「大紀元電子報」等，平面媒體
如「讀者雜誌」、「旅人誌雜誌」、「財訊雙週刊雜誌」及「工
商時報」等，以有效達成全民節電目的，相關廣告宣導約 70
件。另有關網路行銷宣傳，於台電公司官方經營之 FB「電力
粉絲團」針對省電相關議題製作圖文，共計 27 篇。
(2)為建立全民節電氛圍，運用新聞專題及媒體管道，進行節約
用電宣導，以建立民眾用電之正確習慣，其中包括配合 107
年節電獎勵系列活動，製作多次新聞專題宣傳活動內容及節
電理念，如 107 年 1 月 9 日發布「2018 台電節電獎勵活動今
起開放登錄！4 月底前登錄享全年節電獎勵金」新聞稿；107
年 5 月 26 日發布「台電夏月音樂野餐 Party 達人分享省電妙
招親子同樂聽音樂抽大獎」新聞稿。另亦配合夏季電價實施，
於 107 年 5 月 21 日發布「夏月電價 6 月 1 日起跑台電邀全民
節電」新聞稿，向大眾說明夏月電價相關資訊，並鼓勵大眾
共同響應節約用電。
6.配合政府政策推動節電
(1)縣市共推住商節電
由各縣市執行的「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
，目標為 107 年至
109 年推動汰換老舊用電設備與建置智慧能源管理系統，並提
供技術輔導及採行因地制宜措施，實施方式係由各縣市研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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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特色計畫，自行規劃辦理、推動在地節電。此部分經費台電
公司已編列三年預算計 75.06 億元協助支應，107 年業撥經濟
部能源局 23.796 億元，以響應政府節能政策，並於官網揭露
自 101 年起各縣市住商及工業用電資訊，供各縣市政府或民眾
查詢或下載，以利進行用電資訊分析，並釐清電力消費變化
之原因。
(2)百萬家庭親子節電競賽
台電公司已於 7 月至 11 月活動期間，按月提供參賽學校之學
生家庭競賽期間用電資料，並將所有符合參賽學生之家庭電
號自動列入參與 107 年節電獎勵活動；另各區營業處已於活
動期間辦理 132 場次媽媽教室、村里民大會及學校節電宣導。
(3)村里節電大車拼
為配合「村里節電大車拼」
，台電公司已依能源局歸類之村里
劃分方式，自 106 年 1 月起重新統計 7,751 個村里之用電量、
日均用電量及抄表戶數，並自 107 年 7 月 10 日起於台電公司
官網「縣市住商用電資訊」下「各縣市村里售電資訊」揭露
用電資料外，另提供 9 月份電費帳單信封版面供能源局刊登
推廣家庭節電之用，促成村里居民關心且落實居家節電。
(三)107 年推動各項節約用電計畫經費
台電公司推動各項節約用電計畫經費來源，除節電宣導費用外，
其他係以提供用戶電費扣減方式支應，107 年推動各項節約用電
計畫經費為 51.196 億元(詳如表 3)。
表 3 107 年推動各項節約用電計畫經費
項目
需量反
應措施

誘因型

減少用電措施
需量競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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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電費扣
減或費用
(含稅億元)
6.53

預估電費扣
減或費用
(含稅億元)
6.94

6.95

9.81

(A)

0.01

0.03

13.49

16.78

時間電價

1.43

1.16

價格型 儲冷式空調系統離
峰用電措施

1.74

1.75

3.17

2.91

16.66

19.69

節電獎勵措施(B)

10.40

14.7

節電宣導費用(C)

0.34

0.42

23.796

23.796

51.196

58.606

空調暫停用電措施
誘因型小計

價格型小計
小計

支應「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D)
合計((A)+(B)+(C)+(D))

註 1：107 年在機組陸續加入系統運轉後，夏月以來備轉容量率皆維持 6%以上，
因系統需求小，需量競價得標量少，故實際電費扣減金額較原預估值低。
註 2：節電獎勵措施較原編列預算減少約 4.3 億元，主要係因節電獎勵 107 年首次
導入登錄制，由於過去無登錄實績參考，致推估之全年節電量(約 17 億度)
與實際(約 13 億度)，因此而有差異。

參、結論
一、台電公司 107 年節電計畫之各項目標皆已落實執行並達成目標，
在需量反應方面，除推廣現行各項措施外，亦不斷推陳出新，
107 年朝向「降低參與門檻」及「強化參與誘因」精進；而於節
能方面，除力行各項節能宣導活動外，更不斷精進節電獎勵措
施，發揮創意舉辦各式節能抽獎活動，並運用媒體管道及網路
行銷等多元方式宣傳，鼓勵大眾共同響應節約用電，以建立民
眾正確之用電習慣。
二、台電公司將持續與中央及地方政府密切合作，推動需求面管理
各項措施，以波浪式宣傳方式向用戶推廣節電，並集思廣益，
運用創意行銷手法向民眾宣導節電，為政府節能減碳政策盡最
大心力，強化節能及需量反應措施之成效、普及時間電價，深
耕民眾節約用電之觀念，並以降低門檻，強化誘因機制來提高
用戶參與為方向，訂定下年度節電計畫目標，以符合政府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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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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