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報告人：總務主任 林大成 

106年度節能績優學校評選第一名 

 

108年度節能績優學校評選績優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校地相關位置 

             本校校地與高雄師範大學和平校區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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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大樓與專科教室 



設置容量為:254.88 kWp 
每年回饋學校金額約 13萬元 



* 

一、現有專任教師（含教官）101人、職員 20  人、技工及工友 3人 

二、班級數：高中 24班、國中 12班、國小 6班 

三、學生人數：高中875人、國中350人 、國小169人 

總計：1518人 

  

  高中 24班 

 
 

國中 12班 

一組行      政人員 
* 

國小 
 6 班 

編制人數與師生概況 



全校建築物樓地板面積 

EUI=33 kWh/m2year 
 
學校樓地板面積29613m2 
 

用電度數限制977229度 



用電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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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7229度真的不夠??? 



104-111年每月用電變化 
用電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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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狀態? 



觀察---------台電高壓網站(免費)、 

                       中華電信IEN智慧型節能服務 

管控----EUI值及預算(電費及改善經費) 

       成立節能小組、訂定合理的計畫、管控工具、能源管理系統 

改善----老舊冷氣及用電設備、電器及冷氣保養、燈具改善 

            、電力計價方式 

檢討----繼續加重管控或放寬限電標準 

 
          

 

高師大附中節能策略 

經過幾年的陣痛期,目前總務處已能掌握學校能源使用狀態 
學校老師也清楚能源開放使用的條件 
唯有學生來來去去及家長的說明相關政策推動難行 



每日每周每月電量顯示 

還有每小時每15分鐘電量顯示 





設計分年段節能計畫 

101年10月開始於校內四棟大樓裝置8組數位電表,結合租用中華電信即時用電
監測系統（IEN）,監測學校各大樓用電狀況。 

以數位電錶+科學數據處理  找出不合理耗能的時域與場域 

2015 

2016 



中 華 電 信 IEN 
智 慧 型 節 能 服  







設計分年段節能計畫 
發現學校電力資源不足的原因 

執行節能計畫 
     於102年1月節約能源推動小組會議修訂, 2月第七次行政會議通過-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節約能源實施計畫。目標設定： 
（a）現階段設備設定的加強管理與監測。 
（b）尋找財源,或編列預算汰換老舊冷氣與新設能源管理裝置。 



節能管理措施 
專科教室與特殊場地冷氣儲值卡使用與付費原則 



行政會議中提出節約能源推動小組會議報告 

能源小組會議紀錄：自11月28日起,本校班級教室與辦公室冷氣電源關閉,感謝大家在今年的努力（成果如下表）： 
1.在爭取經費汰換老舊燈具與總務處建廷大哥與專業技師廠商的努力下,常態設備耗損電力在今年獲得極大的改善,每日用
電節省100度以上。 
2.冷氣主機與配件的維修汰換,也已經出現節能的效果。 
3.學校總體經費在電費方面得到抒解。 



能源管理措施 

本校採用雙軌能源管理制度 

第二能源管理專責人員： 
總務主任 
2014年啟用IEN智慧型節能
服務系統 
以智慧型電表，以15分鐘的
間距收集任何時刻全校的用
電狀況 
以網路24小時了解學校用電
狀況，查知學校中大量用電
之場域與時域。 

第一能源管理專責人員： 
     電氣技工賴建廷先生 
電源供應控制端集中於雋永
樓一樓電源室   
採取分棟分層獨立電源管理 
設計遠端電源控制軟體，即
可在任何地方，以網路操控
學校個別大樓與各層電源啟
閉。  
另有場管人員透過場地申請
使用先了解使用狀態 



第一能源管理專責人員：電氣技工賴建廷先生 

遠端電源控制 

晨曦樓中央空調電氣機房與PLC端 



第一能源管理-電源供應控制端 



設計分年段節能計畫 

第一階段節能設備汰換（設置）計畫-104年7～8月：  
在家長會的支援下開始 

進行42間學生教室定頻式更換為變頻式冷氣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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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小時最大用電度數（kw) 冷氣噸數 

104年11月前 舊主機 145.3 50 

104年11月後 新主機 58.13 20 



  

年度 104全年 105全年 用電度數差 

用電度數(度) 153022.8 95068.61 57954.18(38.3%) 

晨曦樓整年冷氣用電量變化如下表： 



爭取校園能資源管理及環境安全衛生計畫一般案補助 

  

  

  

  

文馥樓安裝電表前後整年冷氣用電量變化如下表： 

年度 104.7-105.6 105.7-106.6 用電度數差 

用電度數(度) 241112 236463 4649(1.9%) 



（1）105年7月校園感應式燈泡與感應式LED投射燈裝設 

（2）106年7月晨曦樓校史室,學務處與教務處T8燈管（座）更換T5燈管（座） 

（3）106年2月北辰樓圖書館與自習室T8燈管（座）更換T5燈管（座） 

照明節能省電措施 





  
(1)雋永樓實驗室1～2樓（含FABLAB教室）用電儲值卡讀卡機與電表 
(2)裝設雋永樓二樓電腦機房,一樓電源管理室,地下室電力機房,晨曦 

樓七樓,共四處24小時全時開放冷氣位置,淘汰十數年舊冷氣,改
裝104年教室換下之定頻冷氣(已於111年3月全部更新) 

 

 

106年2-7月節能設備汰換（設置） 

FABLAB教室 
晨曦樓七樓機房 



第六階段 106年5月～9月 
晨曦樓1～2樓氣冷式冷氣老舊主機老舊汰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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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7年2月晨曦樓三樓冷氣主機汰舊換新工程2台 
(2)107年2月完成體育組、國小部及雋永樓實驗室舊T8 燈具汰換
為 T5 燈具(106 年校園節能減碳輔導團計畫補助 30 萬元) 
(3)實驗室T8燈管(座)更換成LED燈管於12月7日安裝畢,LED 燈更
換的範圍包括雋永六樓所有實驗室，物理實驗室、生物實驗室、
特教教室與晨曦樓 3 樓,5 樓走廊上的 t8 燈管。 
 (4)政府機關及學校節約能源行動計畫 T8 燈管(座)全面更換 
LED 燈管(座)(文馥樓地下室停車場微感應燈管) 。 
(5) 108 年 7 月晨曦樓 5 樓 3 台及雋永樓 1 冷氣主機汰舊換
新工程完工。 
(6)109年8月晨曦樓4樓2台冷氣主機汰舊換新工程完工。 
(7)110年11月晨曦樓所有空間更新為LED燈具(陸續更新，疫情)。 
(8)111年3月更新機房為變頻冷氣。 
(9)111年11及12月更新20台冷氣、導師辦公室及學生12間教室燈
具。 
 
 
 
 



(一)用電浪費往往存在於使用者的粗心與無所謂的態度,  

由於學校行政單位有固定作息時間,班級有課表正常 

運作,若無特殊政策變動與特殊活動,各大樓每小時用 

電量會有一定模式,即時監測找出用電異常的時域與 

場域,對症下藥,加裝儲值卡系統,才能節省電力耗損
。 

當實驗結果符合假設之後
………. 



(三)105～106年11月，為使學校教學環境能達到一定的 
舒適度，總務處採取總量管制作法，以每年11月份 
為用電緩衝管制期，藉由冷氣用電的逐日監控來達 
到年度目標977229度。以為大家創造更好的工作環 
境為前提,增進師生對節能減碳工作的支持。 

冷氣電源供應時間: 
105年 5/15~11/15 106年 5/1~11/30 107年 4/1~11/30 

(二)逐年編列預算與積極申請補助專案，汰換老舊冷氣 
主機與耗能燈具。 

當實驗結果符合假設之後………. 



(四)宣導冷氣使用辦法,以全校冷氣開放時間延長為期望 目標
，鼓勵師生思考合理與妥善運用學校有限資源 (每年固定
的用電度數)。 

 



設計分年段節能計畫 
於104年開始，為使節能效果與學校教學環境能達到一定舒適度之間取得
平衡，總務處採取總量管制作法，以每年11月份為用電緩衝管制期，藉由
冷氣用電的逐日監控來達到年度目標977229度，並鼓勵師生於當年度1-10
月能節約冷氣與其他電器用電，避免11月份用電緩衝管制期 

增加校內冷氣使用時間,以爭取師生支持節能計畫: 
 
（1）104年11月，冷氣開放時間至11月30日，較103年多使用一個半月，導

致 當月暴增14200度，當年被列入國教署用電檢討名單。 
（2）冷氣電源於105年5月1日提前半個月開放專科、一般教室與辦公室冷

氣。 
（3）105年11月，採取總量管制作法，以每年11月份為用電緩衝管制期，藉

由冷氣用電的逐日監控來達到年度目標977229度。於105年11月15日
關閉冷氣電源。較103年多使用一個月。 

（4）106年5月試行將冷氣電源開啟時間由10時30分提前至10時0分，並將氣 
電源關閉時間由15：30延後至16：00。 

（5）暑假晨曦樓與行政單位全天班冷氣開放時間為09：00～16：00，半天
班開放時間為09：00～12：30。 

（6）7/24～8/18國高中部暑假輔導課教室與老師辦公室冷氣開放時間提前1
小時開放,開放時間為09：00～15：00 



整體節約能源成效 



整體節約能源成效 



教室端對流與溫控問題 

冷氣開放時間延長之困擾？ 

IEN-ASP校正與收費問題 

社團與校隊免費使用冷氣？ 

外借場地（活化）影響度數？ 

主辦業務人員壓力？ 

冷氣主機大小（集中或分散）問題? 

跌跌撞撞,紛紛擾擾 

體感溫度??? 



高師大附中節能策略 

觀察---------台電高壓網站(免費)、中華電信IEN智慧型節能服務 
 
管控----EUI值及預算(電費及改善經費) 
       成立節能小組、訂定合理的計畫、管控工具、能源管理系統 
 
改善----老舊冷氣及用電設備、電器及冷氣保養、燈具改善、電力計價方式 
 
檢討----繼續加重管控或放寬限電標準 



回頭檢視 

只要透過嚴格的節能監控以及
投資節能設備 

 
絕對可以完成！ 

 
但會很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