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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業節約能源規定暨設備汰換施作
說明及改善案例分享

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執行單位：新紀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壹、指定能源用戶能源管理措施

貳、商圈節能改善補助辦法說明

叁、商圈店家節能成果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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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會議題



壹、指定能源用戶能源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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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兼顧經濟成長及環境保護以達成永續發展之目標，
「能源管理法」修正案於98年7月8日公布施行，將指
定能源用戶節約能源使用規範納入管理。

• 能源管理法第8條：「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能源用
戶所使用之照明、空調、動力、冷凍冷藏或其他使用
能源之設備，其能源之使用及效率，應符合中央主管
機關所定節約能源之規定。」

• 管理原則初期以民眾生活息息相關之服務業為指定管
理對象，遴選易改善、效益大且願意配合之節能措施
為管理項目。中長期將以設備運轉效率管理，以有效
提升整體能源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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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背景



冷氣不外洩：部分國家之主要城市實施本項規定，如美國紐
約市、大陸上海市、韓國首爾市等。

禁用白熾燈泡：各主要國家(如美國、澳洲、南韓、日本及
歐盟等)都已訂定白熾燈管制進口與販售之最低能效標準。

室內冷氣溫度限值：美國、日本及新加坡訂有室內空調溫度
設計規範或管理規定，大陸及韓國則另行訂強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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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能源用戶應遵行之節約能源規定說明

參考國外推動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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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能源用戶應遵行之節約能源規定說明

國內推動狀況

20
類
指
定
能
源
用
戶

日 期 內 容

99年1月3日公告
(經濟部公告)

管理7類服務業(旅館、百貨公司、量販店等)營業門市需遵行
「冷氣不外洩」及「禁用白熾燈泡」2項規定。

102年3月14日
修正公告

擴大管理對象至銀行、證券商等11類服務業營業門市，並新增
「室內冷氣溫度限值」規定。

103年8月1日
修正公告

擴大管理對象至餐館、服飾品零售店等20類服務業，並將連鎖
定義排除，服務業營業門市須符合3項節能規定。

105年11月16日
修正公告

106年6月1日起，20類指定能源用戶，將全面禁止照明用鹵素燈
泡。



執行依據及成果

:103年8月1日修正公告擴大20類服務業營業場所實施「冷氣不外
洩」、 「禁用白熾燈泡」及「室內冷氣溫度限值」等節能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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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能源用戶應遵行之節約能源規定說明

項目 法條 內容

對象及作法 能源管理法第8條
103年8月1日修正公告擴大20類服務業營業場所實施
「冷氣不外洩」、 「禁用白熾燈泡」及「室內冷氣
溫度限值」等節能規定。

稽查 能源管理法第19條之1
中央主管機關得派員或委託專業機構或技師，對於本
法公告或指定之能源用戶，實施檢查或命其提供有關
資料，能源用戶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改善及罰鍰 能源管理法第23條

若指定能源用戶違反節能規定時，得依限期命其改善
或更新設備，處以罰鍰，屆期不改善或更新設備者，
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再限期辦理。

• 為有效促使能源用戶落實節約能源工作，經濟部於99年至105年已公告實施「冷
氣不外洩」、「禁用鹵素燈泡及白熾燈泡」及「室內冷氣溫度限值」三項服務業
節約能源規定，並擴大納管20類服務業22.4萬家營業場所。

• 中央與地方政府每年合作推動節能規定檢查業務，99年至106年累計完成18萬家
次之臨場檢查宣導作業，有效督促納管用戶落實節能規定。



8

指定能源用戶應遵行之節約能源規定說明

20類指定能源用戶稽查表



冷氣不外洩

指使用空調設備供應冷氣，應設置防止室內冷氣外洩或室外熱氣滲入之
設施，如手動門、自動門（機械或電動）、旋轉門或空氣簾、窗戶等，
達成減少室內冷氣或室外熱氣，經由所使用之建築鄰接外氣之立面開口
部洩漏或滲入。

判定基準

指定能源用戶之建築物鄰接外氣之立面開口部，未設置防止室內冷氣外
洩或室外熱氣滲入之設施（如手動門、自動門（機械或電動）、旋轉門、
空氣簾或條狀型PVC簾、窗戶等），或已設置上述設施，但未能正常運作
使用時，即不符合節約能源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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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能源用戶應遵行之節約能源規定說明

節能規定及判定基準



禁用鹵素燈泡及白熾燈泡

指不得使用鹵素燈泡及額定消耗功率在二十五瓦特以上之白熾燈泡做為一般
照明用途。

判定基準

指定能源用戶使用充填碘、溴等鹵素元素或其化合物之鹵素燈泡及使用二十
五瓦特以上白熾燈泡作為一般照明用途之照明光源並正常使用時，即不符合
節約能源規定。

一般照明用途：以照明為目的，提供視覺所需照度之人工光源，不包含以非
照明為目的之鹵素燈泡及白熾燈泡光源（如：展售燈具使用之光源、保溫使
用之光源、冷凍冷藏使用之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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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能源用戶應遵行之節約能源規定說明

節能規定及判定基準



鹵素燈與其他光源之比較

鹵素燈定義:填充鹵素或鹵化物的鎢絲燈。(參考照明公會照明辭典)

鹵素燈泡與其它光源比較，使用壽命短且發光效率低(約15~25lm/W)，僅
高於白熾燈泡，增加空調負荷及人力更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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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能源用戶應遵行之節約能源規定說明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常見之鹵素燈泡光源型式及應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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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能源用戶應遵行之節約能源規定說明



13(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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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能源用戶應遵行之節約能源規定說明

節能規定及判定基準
室內冷氣溫度限值

指供公眾出入之營業場所，室內冷氣溫度平均值不得低於攝氏二十六度。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室外溫度低於攝氏二十六度

室外相對濕度高於百分之八十五

餐館，或其他能源用戶附設之餐廳或美食街，於七時至九時、十一時至十
四時及十八時至二十一時之時段。

能源用戶提供運動、健身、舞蹈、表演或沐浴之活動場所，於該場所從事
該等活動期間。

觀光旅館或一般旅館之客房於旅客入住期間。

判定基準

每單一空調空間之室內冷氣平均溫度高於二十六度者，該空間即視為合格。

室內冷氣平均溫度容許誤差範圍為攝氏一度(低於二十六度未逾一度者，
該空間則視為合格)。

受稽查對象所有受量測之空調空間均需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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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能源用戶應遵行之節約能源規定說明

樓層取樣原則

空調空間取樣原則



乾球溫度準確度±0.2℃ 

相對濕度準確度±2%RH。

定期檢驗校正標籤或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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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能源用戶應遵行之節約能源規定說明

量測位置

量測高度 量測儀器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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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冷氣不外洩之管理對象，是否包含位於如車站地下街店面之用戶? 

A：其所使用之建築立面開口並無鄰接外氣之部分，可不適用「冷氣不外
洩」之規定要求。

Q：若現場稽查不合格原因為自動門或空氣簾故障而無法正常運作時，是
否仍需處分？

A：稽查人員會開立限期改善舉發單，要求限期修復，經限期複查後，仍
未改善，才會告發罰鍰。

Q：用戶裝設阻隔冷氣外洩設施，如自動門、空氣簾等，是否規定均須同
時安裝或擇一安裝即可? 

A：防止冷氣外洩，並不限定採用何種方式改善，惟改善結果應能達到
「冷氣不外洩」之效果。

指定能源用戶應遵行之節約能源規定說明

節約能源規定Q&A --- 冷氣不外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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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保溫用鹵素燈是否也在「禁用鹵素燈泡」之公告範圍內? 

A：｢禁用鹵素燈泡｣規定二十類營業場所全面禁用鹵素燈，不過冷凍設備或
食物加熱保溫使用的白熾及鹵素燈，非屬一般照明用途，不在禁用範圍。

Q：鹵素燈泡有那些光源可替代？

A：由於照明技術進步，不同營業場可選擇高效率替代光源，例如：賣場可
採用陶瓷複金屬燈泡及LED燈(節約率80~90%)，一般基礎照明可選用T5螢光
燈或LED燈(節約率60~90%)等。

Q：禁用白熾燈泡之稽查範圍是否包含後場倉庫非對外營業用之區域？

A：後場倉庫區也在本規定之稽查範圍內。

Q：調光燈具使用之白熾燈泡是否也在納管範圍? 

A：只要調光燈具使用之白熾燈泡，其額定消耗功率在25瓦特以上，就在納
管範圍內。

指定能源用戶應遵行之節約能源規定說明

節約能源規定Q&A --- 禁用鹵素燈泡及白熾燈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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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冷氣溫度設定攝氏26度是否就符合「室內冷氣溫度限值」之規定?

A：此項規定是以實際室內的環境溫度作為判定基準，若室內冷氣溫度低
於判定基準的溫度，則不符合此項規定。

Q：若環境溫度維持於攝氏26度時，感到悶熱不舒適，應如何改善？

A：可使用室內循環扇、立式風扇或吊扇，稍微提升室內循環風速，即可
改善不舒適的感受。

Q：辦公區域是否也列入稽查範圍之內? 

A：稽查範圍應以指定能源用戶所經營管理之區域為範圍，稽查重點區域
為供公眾出入之營業場所。

指定能源用戶應遵行之節約能源規定說明

節約能源規定Q&A --- 室內冷氣溫度限值



貳、商圈節能改善補助辦法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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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圈節能改善補助說明

申請補助時間：自公告日起至109年6月30日
止或至補助款用罄為止，以郵戳日期為準，
必要時得延長申請時間。

申
請
對
象
資
格

申
請
期
程

一、依法設立於臺南市商圈內之服務業營業

店家，並領有商業登記、法人登記或經本

局認定足資證明文件之店家。

二、商圈:臺南市轄內經政府立案之商圈組

織，包含自治會、協會、促進會等商圈組

織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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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
助
項
目

商圈節能改善補助說明

補
助
項
目

一、加裝節能循環風扇。

二、招牌燈、招牌投射燈、鹵素燈泡、白熾燈泡、省電燈

泡、天井燈、筒燈暨嵌燈更換為發光效率較高的LED

燈。

三、冷氣不外洩之設施(例：PVC簾、空氣簾、玻璃門)。

四、其他節能改善措施(屋頂隔熱、玻璃隔熱膜、外遮陽

(牆)節能改善、加裝動簾冷熱區隔、排風系統採變頻

器、冷氣機清洗…等)。

本計畫總補助款金額為新臺幣45萬元整 (含施作

費)，每間店家補助金額為節能改善(設備汰換)費用之4
5%，且以新臺幣9,000元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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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用節能循環風扇在夏天搭配冷氣使用時，將循環
風扇的出風口搭配空調機的出風 口，可以增加室內溫度
的熱交換效率達到降溫的作用，此種方法不但可以讓室
內 溫度降低，讓空調機作功時間減少，也會比用一般直
立扇搭配空調機的電費來的低。

註：使用時間全年，每天12小時

加裝節能循環風扇

商圈節能改善補助說明

風扇比較 功率(W) 年耗電量 節電效率

一般風扇 100 432 -

節能循環扇
風扇

45 19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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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舊式招牌照明可分為兩類，一是內部燈管為T8型
螢光燈；二是外部以複金屬戶外燈集中照明。為達節能效
果，建議使用LED燈管及戶外投光燈取代舊有燈具，節能效
益可達50％至75 ％ 。

註：使用時間全年，每天8小時

招牌燈更換為LED燈

商圈節能改善補助說明

招牌燈比較 功率(W) 年耗電量(度) 節電效率

T8螢光燈管(4尺) 40 115 -

T8 LED燈管(4尺) 20 58 50％

複金屬戶外燈 400 1,152 -

LED戶外燈 100 288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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鹵素燈因為價格便宜，發出的光高出白熾燈，可
使物體的顏色更光彩奪目，因此廣泛運用在一般銷售展
場。鹵素燈在使用時會產生高溫(攝氏150度至200度)，
如民眾不知情而碰觸會有灼傷之危險，因此建議以LED聚
光燈進行汰換。

註：使用時間全年，每天12小時

鹵素燈泡汰換LED燈

商圈節能改善補助說明

燈具比較 功率(W) 年耗電量(度) 節電效率

鹵素燈 60 259 -

LED聚光燈 10 43 83％



冷氣不外洩改
善

投資費用(萬元)

3尺寬大門 4尺寬大門

裝設空氣簾 1.2 2

裝設自動門 1.5 3

回收年限(年)

裝設空氣簾 2.4 2.1

裝設自動門 2.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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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空調設備供應冷氣，應設置防止室內冷氣外洩或室
外熱氣滲入之設施，如手動門、自動門（機械或電動）、旋
轉門或空氣簾、窗戶等，達成減少室內冷氣或室外熱氣，經
由所使用之建築鄰接外氣之立面開口部洩漏或滲入。

註：回收年限依夏月期間空調24小時使用估算

冷氣不外洩

商圈節能改善補助說明



叁、商圈店家節能成果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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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圈店家節能成果分享

店
名

建置項目
建置前耗電

(W)
建置後
耗電(W)

數量

時間
節電潛
力(度)

(時/日)

宏興製香 招牌燈 500 200 1式 4 438



29

商圈店家節能成果分享

店 名 建置項目
建置前耗
電(W)

建置後
耗電(W)

數量

時間
節電潛
力(度)

(時/日)

紅螞蟻皮鞋
店

LED4尺單管
夾層燈

28 20 20座 8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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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圈店家節能成果分享

店 名 建置項目
建置前耗
電(W)

建置後
耗電(W)

數量
時間

節電潛
力(度)

(時/日)

小林眼鏡台
南海安店

招牌投射燈 500 120 2顆 4 2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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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圈店家節能成果分享

店 名 建置項目
建置前耗
電(W)

建置後
耗電(W)

數量
時間

節電潛
力(度)

(時/日)

昇億家具 軌道燈 100 15 20座 8 4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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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圈店家節能成果分享

店 名 建置項目
建置前耗
電(W)

建置後
耗電(W)

數量

時間
節電潛
力(度)

(時/日)

山水汀麵館 循環扇 40 3座 8 1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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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圈店家節能成果分享

店 名 建置項目
建置前耗
電(W)

建置後
耗電(W)

數量
時間

節電潛
力(度)

(時/日)

好食鮮 玻璃隔熱 6000 5400 1式 6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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