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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創意提案會報提案表 

提案類別 
■創意點子獎： 創新組 
□市政金頭腦獎 

提案年度 102年度 

提案單位 
□個人提案 

■團隊提案（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資訊室操作股） 

提案人員 

主要提案人：林守義  貢獻度：50 ％ 
參與提案人：吳志鴻  貢獻度：20 ％ 

洪明祥  貢獻度：10 ％ 
張明誠  貢獻度：10 ％ 
曹慧娟  貢獻度：10 ％ 

提案範圍 

符合下列受理範圍: 

（四）有關各機關業務推動方法、作業流程及執行技術之改進革

新事項。 

（五）有關各機關組織、行政管理及資產活化利用改進革新事項。 

（八）有關各機關工作環境、節能減碳及開源節流之改進革新事

項。 

本提案己具體實施，具有提高行政效能、降低行政成本及提升市

府形象之效益。 

提案名稱 遠端智慧控制管理，節能減碳資安不費心建置提案 

提案緣起 

一、 面對嚴峻氣候異常，特別是在台灣酷熱夏天更證明，全球快

速暖化是不爭事實，也是嚴肅討論議題。當務之急應如何減

少溫室氣體排放，是身居地球上每一個人多儘份心力才對，

從日常生活裡找出節省能源環節予以設法改善，其目的就是

儘可能減緩或減少地球暖化。 

二、 水處在 4年前就注意到並立即著手進行辦公場所周遭各項用

電設施改善，例如冷氣、照明、電腦及印表機(事務機)等，

將已屆汰換年限冷氣機更換為變頻式，照明器具也全面更換

為 T5燈管，也因此每年分別可節省 25萬及 52萬度之電力。 

三、 水處雖早已起動節能減碳腳步，仍進一步探究辦公室耗電設

施，每一部電腦用電量雖不及冷氣，若能充分有效管理，水

處近 1000餘台電腦及周邊設備，累積節省耗電是不容小覤。 

四、 目前辦公室同仁長時間不使用或下班後有不關電腦、印表機

或事務機現象，又受到有部分同仁 24 小時輪值或臨時處理

公務假日上班同仁影響，無法採取一次下班關閉總電源方

式，未達到節能目的，若僅以宣導同仁養成下班隨手關機習

慣，較難獲得改善。 

五、 為朝更主動積極作為，水處規劃一套遠端智慧型節電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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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緣起 

統，從電腦使用者業務特性來管理，藉以提高電腦利用率及

遠端監控閒置資訊設施，採系統判讀自動管控機制，並延伸

擴大北水處外點設施，除能延長設施使用年限，減輕管理人

力，保護個資及資訊安全及達到最佳節能減碳目標。 

實 施 方

法、過程及

投入成本 

電源有效管理運用，策略上可從電腦使用者之業務特性，以提高

電腦利用率及遠端關閉空閒資訊設備雙管齊下，藉遠端智慧型自

動化管理機制，持續擴大管理範圍，達到節能減碳、減省管理人

力，保護資料安全之目標。 

 

遠端智慧型節電管理系統架構： 

 

 

 

 

 

 

 

 

 

 

 

 

 

 

 

 

 

 

 

一、 實施方式及過程： 

(一) 提高電腦利用率降低電腦數量： 

個人電腦所配置之資源越來越強大，中央處理器動輒 4

核心、8 核心已是基本配備，效能或許已超越部分使用

者的需求，以 1台主機加裝多工介面卡之方式，即可將

1 台主機上之硬體資源，最多可同時分享給 4 位同仁使

用，達成電腦減量降低電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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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電腦安裝多工分享器架構圖 

(一) 避免閒置電腦持續耗電： 

無法預期之開會時程，常是造成電腦閒置卻持續耗電之

主因，水處於 99年起當個人電腦 60分鐘未經使用(CPU

使用率 10%以下)即自動進入休眠模式，印表機、事務機

則進入待機模式，可立即降低非必要之耗電。水處因業

務特性，辦公場所遍及 20餘處，將待機命令以遠端派送

方式，自動傳送至 1000台之電腦，省去設定所需之大量

人力。 

 

(二) 下班後持續節電效果： 

員工因業務不一，下班時間亦無統一，加上水處有 24小

時輪班人員持續使用電腦，為於下班時間持續節電成

效，於夜間 8 時、10 時及 12 時啟動自動關機程序，以

人性化貼心介面，設計出倒數計時 5 分鐘的對話方塊，

並出現「如需繼續使用請按取消」之提示以停止關機作

業，以兼顧加班值班同仁繼續使用電腦之需求，逾時操

作個人電腦將自動以休眠方式關閉電源，使用中尚未存

檔資料全數保留皆不會流失，於下次重新開機時即恢復

關機前之操作畫面，回復正在編輯尚未儲存之檔案，完

全顧及使用者的需求，讓節能更貼近人性化。 

 

 

 

 

 

 

 

 

(一) 擴大節電範圍： 

將印表機、影印機及多功能事務機納入節電管理範圍，

明確指定出設備相對應之管理人員，由系統遠端偵測關

機狀態，以電子郵件即時提醒管理人員應加強落實節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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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將無人管理或人工管理之印表事務機器，改由自

動化管理，省工又確實。 

(二) 紀錄加值應用： 

遠端智慧型節電管理系統可記錄未關機之員工，一方面

送出關機指令之外，另一方面以電子郵件通知當事人加

強宣導，同時亦可匯出資料轉成 excel，製作各種數據表

報，提報管理階層決策參考。 

(三) 結合下班刷卡關機： 

考量同仁下班時間不一，故定時於夜間 8時、10時及 12

時啟動自動關機程序。未來將創新結合出勤刷卡機，員

工下班刷卡後，由系統自動檢視該員工之電腦關機狀

況，遠端下達電腦立刻進入關機程序，更為準確節省無

謂之電力耗用。 

 

二、 遭遇困難及解決策略 

(一) 程式相容性： 

l遭遇困難： 

目前電腦使用之作業環境，大致分為 winXP 及 win7二

種，win7又分為 32及 64bit，office 版本更是從 2003、

2007、2010、2013等，都是直接影響程式相容性之因素。 

l解決策略： 

為使本案所開發之程式能完全相容於目前作業環境，過

程中模擬各種不同組合之測試環境，便於程式能完整測

試所有功能於各種版本運作是否正常。 

(二) 周邊設備介接： 

l遭遇困難： 

印表機、影印機及多功能事務機等設備其網路連線介面

為各家廠牌特有較為封閉，並未開放介面接收外部命令

使其關機。 

l 解決策略： 

此部分設備於節電策略上可作些許調整，仍由系統於網

路上自動偵測其開機狀態，並於資料庫中先建妥設備管

理人資料，如下班後系統偵測到設備未關機，則以電子

件提醒管理人員注意，並副知單位主管，仍可達到管理

之目的。 

(三) 程式佈署： 

l遭遇困難： 

對一個中大型機關欲對所有電腦安裝程式時，需逐一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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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施 方

法、過程及

投入成本 

行安裝、設定，除需耗費大量人力，時程及設定正確與

否亦難掌握，尤其辦公場所分散 20餘處的水處更是一大

考驗。 

l解決策略： 

為讓節電不再是一種負擔，程式安裝時運用 AD 遠端派

送機制完成，透過網路所有電腦於開機時自動採用安靜

模式於背景進行安裝，使用者螢幕不會跳出惱人的[下

一步]畫面，無須耗費人力到場安裝。 

三、 投入成本： 

(一) 辦理電腦減量購置電腦多工分享器之硬體採購費用為
653,600元。 

(二) 遠端智慧型節電管理系統之自動休眠及夜間自動關機模
組功能已由員工自行投入完成設計開發。 

(三) 納入印表事務機及整合員工出勤刷卡機等節電管理委外
開發費用 100,000元。 

實際執行

（未來預

期）成效 

一、 執行成果： 

(一) 個人電腦安裝多工分享器，電腦減量 94台。 

(二) 除客服值機人員、監控人員需 24 小時提供服務之電腦

外，水處 1000 台電腦已全面納入 60 分鐘休眠及夜間自

動關機節電管控。 

(三) 本案功能由水處同仁自行創意開發，適用於 Windows 各

種作業版本，101年本府市政大樓辦公單位暨所屬一級機

關「辦公室做環保」考評委員，對本處此項節電創意整

合措施，非常肯定且讚譽有嘉，也希望水處能經驗分享。 

二、 效益說明： 

(一) 節能減碳： 

l電腦減量減少用電量約 14,000度，每年減省電費約

49,000元；相當於減少 7.5公噸碳排放量。 

l電腦夜間自動關機減少用電量約 43,000度，減省電費

約 15萬餘元；相當於減少 23公噸碳排放量。 

l102年 1-7月與去年同期節省 20,386度電力，提升水

處辦公用電節約率約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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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個資及資安： 

駭客無時無刻都在網路上尋找可攻擊目標(電腦)，適時

關閉不使用之電腦，減少駭客試圖入侵攻擊機會，避免

機密、個資遭竊之情事發生。 

(三) 可全面推廣實施： 

水處員工約 1050名，僅為市府 8萬員工之 1/80，本案創

新整合各種電腦節能方案，如能推廣全市府機關使用，

共同參與節電，必能為本府帶來最大效益。 

相關附件 

附件 1: 個人電腦主機安裝多工分享器 減量效益分析表 

附件 2: 個人電腦夜間定時自動關機效益分析表 

附件 3：個人電腦自動關機作業情形 

附件 4：個人電腦執行自動關機前、後節電量測 

附件 5：周邊設備未關機自動偵測管理效益分析表 

附件 6：遠端智慧型節電管理系統功能說明 

聯絡窗口 
姓名：林守義 

電話：8733-5837 

Email：linsi@twd.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