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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家庭親子節電競賽方案 

壹、緣起 

我國98％能源仰賴進口，能源安全所面臨的挑戰顯得更加嚴峻，

因此如何確保提升能源使用效率、減少不必要的能源耗用，是我國能

源政策的重點工作之一。為因應極端氣候趨勢與能源轉型過程中可能

造成之夏季供電吃緊問題，除了從開源的角度尋求供電來源外，亦應

由節流的面向積極推動節電。 

近年經濟持續發展與受到夏季極端氣候的影響，致使電力尖峰負

載攀升，住商部門用電量成長。面對電力供應吃緊的挑戰，經濟部透

過技術研發、示範應用、獎勵補助、產業推動、查核輔導、教育宣導

及強制性規範，促使我國能源密集度於97~105年間達到每年平均下降

2%的目標。 

由於氣候變遷，夏季平均溫度成長，且近三年家庭結構小型化，

帶動戶數增加、年均成長1.1%，及冷氣時(一定期間內溫度超過28℃

之時數累計)成長2.1%，造成住宅用電成長1.8%，高於全國用電成長

率1.4%(如附件1、2)。 

為鼓勵全民參與節電工作，經濟部以宜蘭縣政府107年3月23日向

張政務委員景森報告畢旅基金節電競賽構想之基礎下，擴大以家庭節

電為主軸，規劃以全國106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學生家庭為目標對象，

藉由校際競賽，以學校為宣導站，學生為節能種子，將節電概念擴散

至家庭，爰將活動定名為「百萬家庭親子節電競賽」(以下稱本競賽)。 

本競賽係於夏季用電高峰期辦理，將搭配節能教育宣導、節能志

工培訓等推廣活動，加強學生對住宅用電使用情形的瞭解，進一步找

出節電方向，改變用電行為，落實於日常生活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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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目標及推動架構 

鑑於本競賽係透過學校教育體系鼓勵學生家庭參與，由經濟部主

責整體規劃與宣導，並請教育部、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協辦，鼓

勵學校參與競賽，以節電換獎金之誘因，將自主節電化為動力，促

成節電觀念行為改變，本競賽期以每戶「日省 1度電」為目標，號

召全國 106學年度全國國中小學 1-5年級、7-8年級學生百萬戶家庭

參與活動，預估 6月至 11月期間，追求節電 1.8億度。主要分由「競

賽方案推動」、「節電宣導」、「用電資訊公開」及「成效激勵」四大

方向推動，推動架構如圖 1所示。 

 

 
 

 

圖 1推動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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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執行作法 

本競賽以全國 106 學年度全國中小學 1-5 年級、7-8 年級學生為

對象，以校為單位參賽，將依學校(參賽)人數分組評比，並區分節電

率、節電量頒給獎金。另為鼓勵縣市教育局(處)推動該縣市學校參與

競賽，提升學校參與率，規劃給予節電縣市獎，以下就參賽條件、評

比指標及獎項分別說明。 

一、參賽條件 

(一) 106 學年度全國中小學 1-5 年級、7-8 年級學生，以校為單位報

名參賽，參賽學生需提交家長同意書及住家電費單影本(包括電

子帳單、電費通知單、電費收據、繳費憑證等擇一)予學校。  

(二) 參賽學校應於本競賽報名與填報截止期限內，於活動網址完成

線上登錄，提交各年級學生人數及參賽學生住家電號(須為表燈

用戶)，如有資料提供不完整、造假或無法確認等事項，該筆電

號資料將不納入評比計算。 

二、評比分組及評比指標 

(一) 評比分組：依據教育部統計處資料，106學年度全國中小學 1-5

年級、7-8 年級學校計 3,599 校，136 萬 8,387 人(如附件 3)。依

學校參賽學生人數分組，並於每組校數占總校數比例相當之原

則下，區分為 5組競賽，每組校數約 705至 729校，如表 1。 

表 1 百萬家庭親子節電競賽分組 

組別 

參賽 

人數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第五組 

50人以下 51~125人 126~320人 321~670人 671人以上 

校數 705校 716校 721校 729校 728校 

占比 19.6% 19.9% 20.0 % 20.3%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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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評比指標：依參賽學校提供之電號，統計各校參賽學生家庭 107

年 6月至 11月總節電率及節電量(依住家電費單形式，以參賽學

生家庭 7月至 12月份電費單為計算基準)，進行排序評比。 

1. 節電率(％)＝｛(前一年同期平均每日用電量−當年同期平均

每日用電量)/前一年同期平均每日用電量｝*100％。 

2. 總節電量＝學校參賽學生家庭(前一年同期平均每日用電量

－當年同期平均每日用電量) *競賽期間總日曆天。 

三、評比獎項及獎額 

本競賽依學校及縣市分別給予獎勵，依前述評比指標頒發學校

「節電率獎」、「節電量獎」，另針對具節電成效之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依參與率排序給予「節電縣市獎」，競賽獎金總額達新臺幣 4.59億元，

獎金可作為獲獎學校班級圓夢基金、教師能源教材精進及學校節能改

善措施經費。各獎項及獎金額度分述如下： 

(一) 節電率獎：依參賽人數分 5 組進行節電率排序評比，每組得頒

發「卓越獎」各 1 名、「英雄獎」各 6 名、「精英獎」各 12 名、

「節電基本獎」各 125 名，總計 720 名得獎名額、總獎金計新

臺幣 4.1億元。並對「卓越獎」、「英雄獎」及「精英獎」訂定得

獎門檻（學校學生參與率需達 70%以上，且節電率須為 1%以上）。

另為鼓勵參賽，「節電基本獎」則不另訂參與率門檻，凡節電率

1%以上者，依序評比，按規劃名額給予獎勵。 

(二) 節電量獎：依參賽人數分 5 組進行節電量排序評比，每組得頒

發節電量獎各 5 名，總計 25 名得獎名額、總獎金計新臺幣 0.2

億元，並訂定學校學生參與率需達 70%以上，且節電率須為 1%

以上，始得獲獎之門檻。 

(三) 節電縣市獎：為鼓勵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推動該縣(市)學校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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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競賽，對於競賽期間具節電成效(節電率為正值)之縣市，且參

賽學生參與率達 50%以上者，依序給獎，第 1名 500萬元、第 2

名 300萬元、第 3名 200萬元、第 4至 22名各 100萬元，總獎

金 2,900萬元。 

(四)  節電家庭獎勵：所有參賽學生之家庭電號，如符合台電「107

年節電獎勵活動」資格，將自動列入參與(參加活動登錄之電號

當期用電每節省一度，可獲得 0.6元獎勵金)。 

有關節電率獎及節電量獎之獎項與獎額分配如表 2。 

表 2 節電率獎及節電量獎之獎項與獎額分配 

獎項/獎額 
第一組 

50人以下 

第二組 

51-125人 

第三組 

126-320人 

第四組 

321-670人 

第五組 

671人以上 
小計 

節

電

率

獎 

卓越獎 

(各 1名) 
50萬元 125萬元 320萬元 670萬元 835萬元 0.2億元 

英雄獎 

(各 6名) 
40萬元 100萬元 260萬元 530萬元 670萬元 0.96億元 

精英獎 

(各 12名) 
30萬元 75萬元 195萬元 400萬元 500萬元 1.44億元 

節電 

基本獎 

(各 125名) 

3萬元 7萬元 20萬元 40萬元 50萬元 1.5億元 

節電量獎 

各 5名 
10萬元 30萬元 60萬元 120萬元 180萬元 0.2億元 

合計 4.3億元 

註 1：節電率獎：若節電率相同，則優先錄取參與人數多者，節電率算至小數點後第 4位(第 5位後

四捨五入)。 

註 2：節電量獎：若節電量相同，則優先錄取參與人數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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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行政獎勵 

本競賽係自願性參與性質，為鼓勵縣(市)政府、學校協助推動，

針對競賽成效優良之學校推動有功人員，教育部及各縣(市)政府教育

局(處)得依權責辦理敘獎，並對學校參與班級頒發獎狀以資鼓勵。有

關獲獎學校推動有功人員（含校長、教職員工等）給予行政獎勵及班

級獎勵，建議如表 3：  

(一) 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教育局(處)所轄學校部分：由各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教育局(處)本於權責給予推動有功人員敘獎，並函請學校

頒發班級獎狀。   

(二) 國立學校部分：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本於權責給予推動

有功人員敘獎，並函請學校頒發班級獎狀。  

(三) 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教育局(處)本於權責，給予主辦人員敘獎。 

 

表 3獲獎學校(班級)敘獎建議表 

獎別 

敘獎建議 

卓越獎 英雄獎 精英獎 節電基本獎 節電量獎 

行政獎勵 2小功 1小功 2嘉獎 1嘉獎 1嘉獎 

班級獎勵 獎狀乙紙 獎狀乙紙 獎狀乙紙 獎狀乙紙 獎狀乙紙 

 

 

 

 

 



7 
 

五、執行分工 

本競賽由經濟部主責整體規劃與宣導，教育部及各縣市政府教育

局(處)協辦，另透過志工團體、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各縣市能

源教育推動中心，辦理相關節能宣導活動(如附件 4)。相關辦理事項

如表 4： 

表 4各單位執行分工 

單位 主責 辦理事項 

教育部暨縣

市政府教育

局(處) 

宣導推廣 

1. 運用相關管道協助宣導競賽活動(行政會議、研

習活動、官網資訊連結等)，鼓勵各校參與競賽。 

2. 運用節電教材、學習單等融入暑期學習活動及

課程教學。 

3. 函請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對於競賽成績優良

之學校推動有功人員給予行政獎勵。 

經濟部 

(能源局) 

整體規劃

與 

節電宣導 

1. 訂定競賽作業要點。 

2. 籌措競賽獎金。 

3. 活動網站建置與管理。 

4. 動員各縣市能源教育推動中心，辦理節能宣導

活動及種子教師研習，鼓勵各校宣導節能議

題，將節能觀念推行至家庭。 

5. 設計節電教材、學習單，提供學校宣導使用。 

6. 提供種子教師或志工宣導節電。 

7. 定期公布參賽各校、各縣市節電績效。 

8. 依台電用電資料統計，公布得獎名單。 

台電公司 

用電資料

提供與 

節電宣導 

1. 依電號提供參賽學校之學生家庭前一年同期及

競賽期間用電資料統計。 

2. 所有參賽學生之家庭電號，如符合台電 107 年

節電獎勵活動資格，將自動列入參與。 

3. 各區處協助辦理媽媽教室、村里民大會及學校

節電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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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執行期間與經費需求 

一、執行期間 

本競賽推動期程預定自 107年 5月 1日至 108年 1月 31日止(如

圖 2)，相關競賽作業要點除公告於經濟部能源局官網，另將於「能

源教育資訊網」活動網站受理報名及定期公布節電績效。競賽期

間之用電統計為 107 年 6 月至 11 月，並與去年同期比較，計算參

賽學校用電成績(節電量、節電率)，預計於 108 年 1 月公布得獎名

單。 

       圖 2 推動期程  

二、經費需求 

本方案規劃總獎金計新臺幣 4.59 億元，包括「節電率獎」新臺

幣 4.1 億元、「節電量獎」新臺幣 0.2 億元及「節電縣市獎」新臺

幣 0.29 億元。獲獎學校可運用獎金作為學生圓夢基金、獎勵教師

精進教材(具)、進行校內節能改善等，另獲獎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可運用獎金延伸擴散能源教育之推展，加乘整體節電推廣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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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預期效益 

為使能源教育落實於國民中小學，經濟部與教育部、縣市政府教

育局(處)長期合作推動能源教育從小紮根工作，期藉由中央與地方合

作，以學生為節能種子，潛移默化將節能概念由學校延伸至家庭。本

競賽從提供學生圓夢金之構想出發，以競賽方式透過學校的宣導管道

促使學生重視節電議題、營造節電氛圍，透過校際與班際同儕間之合

作與競爭，獎勵學生與家庭成員節電，達成改變用電行為及節電之效

益。 

106 年全國電力消費 2,614 億度，工業部門占比最高(53.5%)，其

次依序為服務業(19.0%)、住宅(18.2%)。本競賽期間以每戶「日省 1

度電」為目標，以全國 106 學年度 1-5 年級、7-8 年級學生(總計

1,368,387人)估算，若參與率達 70％以上，相當百萬家庭親子共同參

與，活動 6個月期間，住宅部門預估節約 1.8億度電(相當於 106年住

宅用電 0.38%)。倘以競賽總獎金 4.59 億元推估，節電 1.8 億度，節

電成本每度約 2.55元，相當於平均電價。 

另據台電資料統計，106年 6-11月平均每戶家庭每月用電量約 373

度(以電號戶 1,237 萬戶估算)，平均每戶家庭日省 1 度(即月省 30 度)

推估，節電率約 8%。 

本競賽獲獎學校班級獎金可用於學生畢業旅行、戶外參訪學習、

校際運動比賽等基金，誘導學生從節電出發圓夢；指導教師可利用獎

金持續精進能源教材、創意教學工具等；學校可用於節能改善措施。

另本競賽對於推動參賽之縣市政府教育局(處)特別提供獎金，可用於

全縣、市能源教育活動之推展。從學生、學校、縣市逐步擴大節能效

益，進而形塑低碳節能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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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全國電力消費結構 

 

資料來源：能源統計月報(註：其他用電包括農業、運輸與能源部門) 

 

附件 2：住宅部門用電成長分析 

 

資料來源：能源統計月報(註：冷氣時為一定期間內溫度超過 28℃之

時數累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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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全國中小學（全國 106 學年度 1-5 年級、7-8 年級）人數、

學校數及學校平均人數統計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附件 4：節電宣導活動規劃 

 

協辦單位 活動 對象 預估場次 

節能志工 

節能推廣志工培訓 各縣市志工團隊 

50-100 節能綠活圖系列工作坊 國小學童 

節能減碳推廣課程與講座 全民 

各縣市能源教

育推動中心 

能源教育教師研習 各縣市教師 25 

節能教育宣導  師生.家庭.社區 25 

台電公司 
媽媽教室、村里民大會、學

校節電宣導 
師生.社區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