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CONTENTS
計畫緣起

102年推廣節能產品暨節能績優單位表揚大會流程

102年 推廣節能產品績優特約商績效評比及獎勵計畫

102年 推廣節能產品績優特約商得獎名單及感謝狀名單

102年 推廣節能產品績優特約商成果事蹟

102年臺北市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優良示範單位評比及獎勵計畫

P.1

P.4

P.5

P.6

P.7

P.11

CONTENTS

P.13

P.16

P.17

P.18

102年臺北市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優良示範單位得獎成果事蹟

102年臺北市工商業能源管理人員評獎計畫

102年臺北市工商業能源管理人員得獎名單

102年臺北市工商業能源管理人員成果事蹟

P.26

P.27

102年臺北市商店節能設計評獎計畫

102年臺北市商店節能設計得獎名單

P.12   102年臺北市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優良示範單位得獎名單

P.28   102年臺北市商店節能設計成果事蹟

P.34

P.35

P.36

P.37

102年臺北市商業大樓節能標示計畫

102年臺北市商業大樓節能標示得獎名單

102年「工商業營業或辦公場所室內溫度量測及照明設備檢視」計畫

102年「工商業營業或辦公場所室內溫度量測及照明設備檢視」節能優良商店

得獎名單

P.39

P.40

P.41

P.42

P.43

P.50

臺北市「夏月.節電中」服務業節能競賽計畫

臺北市「夏月.節電中」服務業節能競賽得獎名單

第六屆「臺北市金省能獎」表揚活動審查計畫

第六屆金省能獎工商產業得獎名單

第六屆金省能獎得獎廠商節能減碳成果事蹟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歷年推動工商業節能減碳成果



3

計畫緣起

102年推廣節能產品暨節能績優單位表揚大會流程

102年 推廣節能產品績優特約商績效評比及獎勵計畫

102年 推廣節能產品績優特約商得獎名單及感謝狀名單

102年 推廣節能產品績優特約商成果事蹟

102年臺北市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優良示範單位評比及獎勵計畫

P.1

P.4

P.5

P.6

P.7

P.11

P.13

P.16

P.17

P.18

102年臺北市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優良示範單位得獎成果事蹟

102年臺北市工商業能源管理人員評獎計畫

102年臺北市工商業能源管理人員得獎名單

102年臺北市工商業能源管理人員成果事蹟

P.26

P.27

102年臺北市商店節能設計評獎計畫

102年臺北市商店節能設計得獎名單

P.38   102年「工商業營業或辦公場所室內溫度量測

及照明設備檢視」節能優良商店成果事蹟

P.34

P.35

P.36

P.37

102年臺北市商業大樓節能標示計畫

102年臺北市商業大樓節能標示得獎名單

102年「工商業營業或辦公場所室內溫度量測及照明設備檢視」計畫

102年「工商業營業或辦公場所室內溫度量測及照明設備檢視」節能優良商店

得獎名單

P.39

P.40

P.41

P.42

P.43

P.50

臺北市「夏月.節電中」服務業節能競賽計畫

臺北市「夏月.節電中」服務業節能競賽得獎名單

第六屆「臺北市金省能獎」表揚活動審查計畫

第六屆金省能獎工商產業得獎名單

第六屆金省能獎得獎廠商節能減碳成果事蹟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歷年推動工商業節能減碳成果

目
錄

表揚大會成果手冊
推廣節能產品暨節能績優單位

102年















10

大同寶寶特攻隊及公仔推出特惠價，吸引眾多懷舊的粉絲前來搶
購。

為配合推廣，大同特地製作節能廣告牆面。大同推廣LED燈管，並明確告知使用LED燈節電省荷包的優勢。

大同綜合訊電股份有限公司

得獎廠商簡介
大同3C -您最夠意思的好朋友。大同綜合訊電股

份有限公司(大同3C)為大同集團旗下負責國內3C綜合

性消費產品銷售與服務的通路品牌。強調「在地化」

經營，大同3C於全臺設立的240家門市據點中，從都

會區走至小鄉鎮，一步一腳印，以最直接的方式深入

當地風俗民情，以最專業的見解依各地型態提供消費

者購買時最適合的建議；強調與民貼近的服務精神，

每位來到大同3C的消費者都是好朋友、好厝邊。

促銷措施
大同3C配合推出的節能標章產品主要為電扇、

除濕機、冰箱、冷氣機、LED燈泡．．．等。為響應

節能產品巡迴推廣，吸引民眾愛用節能產品，活動期

間大同3C加碼推出「節能鼓勵送2000」方案，凡購買

大同變頻系列家電等指定商品，即送節能鼓勵金2000

元(40000點會員點數)。購買大同變頻冰箱和洗衣機

再加贈大同濾水壺。

102年 推廣節能產品績優特約商 成果事蹟

推廣節能產品成果
大同3C配合設立節能標章產品專區外，亦特地

將巡迴推廣檔期時推出之競標商品所得全數捐贈給伊

甸基金會，除了邀請民眾一起做愛心之外，也帶動用

節能產品做公益、救地球之風潮。

乙 組

績 優
乙 組

績 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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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動再生能源的設置和運用，臺北市政

府從民國97年起至101年止，在所屬機關和學校

已設置了73處併聯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設置總

容量達到了1,822瓩。為鼓勵已經設置太陽光電

發電系統的單位，能夠積極維護系統，使系統正

常運轉並達到最佳發電效益，故臺北市政府特別

訂定出此計畫，希望可以透過評比，選出在發電

功能、規劃設計及教育示範等方面，具有優良示

範性的系統，為有意在未來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

統之單位，樹立楷模及典範。

針對參與本計畫評比之對象，其4大評比重

點分別為系統規劃設計理念及運用架構(10%)，

系統教育展示及宣導情形(25%)，系統設置地點

適當性及發電效益(25%)，以及系統運轉現況及

102年臺北市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優良示範單位評比及獎勵計畫

維護保養情形(40%) ，評比方式由臺北市政府遴

聘3至5位具太陽能光電領域專長的專家學者，

組成評審小組，然後分兩階段評比，第一階段由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進行書面審查，

第二階段再由評審小組至參選單位進行太陽光電

發電系統現場勘查，最後評審小組會召開評審會

議遴選出太陽能光電系統優良示範單位，各單位

得獎名單及事蹟如後。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期盼，透過這樣的

評比和表揚，能讓更多政府機關與民間企業了解

到，只要使用一些巧思和用心，再生能源的設置

和運用，並希望有更多單位可以起而效尤並為這

個地球而努力。

推廣節能產品暨節能績優單位

102年 推
廣
太
陽
光
電
發
電
優
良
單
位

表揚大會成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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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臺北市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優良示範單位得獎名單

名 次 獲 獎 廠 商

太陽能金獎

太陽能銀獎

太陽能銅獎

太陽能優等獎

臺北市立圖書館太陽圖書館

臺北市市場處(南門市場)

臺北市文山區萬福國民小學

臺北市立圖書館北投分館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內雙溪自然中心)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臺北市至善老人安養護中心)

臺北市內湖區大湖國民小學

臺北市政府公務人員訓練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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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圖書館太陽圖書館
暨節能展示館

得獎單位設備簡介
太陽能光電發電系統設置地點為臺北市萬華區

青年路65號(青年公園)，設置容量3.36瓩，模板種類

為多晶矽。

得獎事蹟
採用「建材一體型太陽光電系統」(Building 

integrated Photovoltaics，BIPV)，在東向及南向屋頂

設計大型遮棚形塑建築外觀，再利用棚架整合雙面透

光型之太陽光電系統創造主動發電功能，同時考量房

屋採光與遮陽之需求，藉由太陽晶片之間距設計適當

透光度，減少陽光直接射入，可帶來足夠的光線，發

揮被動節能概念。在館內2樓亦設置太陽能及節能教

育展示館，讓民眾深入了解太陽能光電應用，及圖書

館整體規劃與設計理念。BIPV應用融合生活，民眾容

易親近，兼具美觀與發電的功效。另設置有太陽能展

示館，深具教育宣導之功能。

推廣節能成果

100年9月~102年6月累積發電量計有5,285度，

有效減少約2,800公斤二氧化碳排放量。

102年臺北市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優良示範單位得獎 成果事蹟

節能光電設備大賞節能光電設備大賞

台北市立圖書館臺北市立圖書館

太陽圖書館太陽圖書館

金 獎金 獎

推廣節能產品暨節能績優單位

102年
表揚大會成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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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市場處－南門市場

得獎單位設備簡介
太陽能光電發電系統的設置地點位於臺北市中

正區羅斯福路1段8號頂樓，設置容量為161.99瓩，模

板種類分為單晶矽和多晶矽。

得獎事蹟
南門市場有效運用了頂樓空間，打造出3種類型

的太陽能光電發電系統，包括利用頂樓大面積空地設

置「踞置型單晶矽模組」，乃是使用標準化太陽能模

組，以朝向正南的支撐架固定於頂樓地面，以達到最

佳發電效益；「光電廊道」則環繞著頂樓的「踞置型

單晶矽模組」設置，以架高的方式，利用玻璃光電板

組成一條兼具遮陽(雨)及發電功能的參觀廊道；「光

電森林」則結合樓梯間及屋子凸出處，利用多株樹狀

鋼構架構成的光電支架，並採用雙面玻璃太陽能模組

，藉著適當的陽光透射，宛如森林座落於城市大樓屋

頂上面。在市場一樓入口處同時設置了太陽能發電監

控數據展示板，使民眾能清楚了解系統的發電狀況。

推廣節能成果

100年4月至102年6月累積發電量367,252度，減

少約196,847公斤二氧化碳排放量 。

102年臺北市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優良示範單位得獎 成果事蹟

節能光電設備大賞節能光電設備大賞

臺北市市場處臺北市市場處

南 門 市 場南 門 市 場

銀 獎銀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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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文山區萬福國民小學

得獎單位設備簡介
太陽能光電發電系統設置地點位在臺北市文山

區羅斯福路5段170巷32號(蒼松樓及堅石樓4樓屋頂平

台)，設置容量為31.05瓩，模板種類為多晶矽。

得獎事蹟
屋頂平台採用「踞置型多晶矽模組」設置，使

發電效益達到最佳化，亦能減少陽光直射屋頂頂樓，

有效降低室溫、減少空調耗費，搭配設置小型的風力

發電系統、風光互補路燈及獨立型太陽能LED照明系

統，讓學校師生及參觀民眾能近距離實體參觀多種類

型的太陽能及風能應用，又特地在校園入口川堂設置

太陽能教育展示看板及發電監控數據電視，做為教學

展示功能。其綠能系統設置多樣化，包含太陽能、風

力、風光互補LED路燈等，並結合學校特色教學，融

入能源知識，同時達到節能與教育的目標。

推廣節能成果

99年10月至102年6月累積發電量82,744度，減

少約44,350公斤二氧化碳排放量。

102年臺北市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優良示範單位得獎 成果事蹟

節能光電設備大賞節能光電設備大賞

臺北市文山區臺北市文山區

萬福國民小學萬福國民小學

銅 獎銅 獎

推廣節能產品暨節能績優單位

102年
表揚大會成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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