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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宜蘭縣夏月節電「節能『源』夢大作戰」競賽計畫 

 

一. 計畫目標： 

宜蘭縣政府（以下稱本府）依經濟部「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辦理本縣轄

內公私立國中小學校師生節電競賽，由學生及教師自行組隊進行家戶節電競賽，

提供節電競賽獎金作為學生隊伍競賽的「源」夢基金，讓學校師生相互敦促並擴

及家人，共同實施節約能源作為，達到能源教育向下扎根之效。 

二.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宜蘭縣政府 

 （二）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 

三. 實施對象及資格： 

本縣轄內公私立國中、小學校之師生為對象，同一學校內之學生或教師(含行政人

員)組隊參加。以「隊伍」為單位報名參加，每隊人數至少 15人。 

四. 競賽期間：109年 6月 1日至 109年 11月 30日。 

五. 報名方式： 

 （一） 報名時間：自公告日起至 109年 9月 15日(二)截止。 

 （二） 報名資料： 

1. 【電費單影本】參與學生或教師需提供最近一期家戶電費單影本或電子收

費證明紙本。 

2. 【用電資料查詢同意書】參與學生或教師需提供家戶電號由主辦方逕向台

電公司查詢用電資料同意書（附件 1），同意書簽署人需與上述家戶電費

單影本或電子收費證明紙本戶名相同。若無法取得同意書，亦可提交 6~11

月紙本帳單參與競賽，提供主辦方計算節電率。 

3. 【競賽報名表】填寫參與競賽隊伍的基本資料、隊伍代表的聯絡資訊，以

及簡述「源」夢基金的運用方式（附件 2）。 

4. 租屋者另需檢附資料： 

(1) 家戶電號戶名為出租人則需由出租人簽署同意書，同意主辦方向台電

公司查詢用電資料。無法取得同意書者，則得收集包含 6~11 月期間

之電費單，提供主辦方計算節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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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檢附租賃證明文件影本（租賃契約）。若無法提供租賃證明可由教師

簽署參賽者租屋證明（附件 3）佐證。 

六. 競賽規則： 

 （一） 依參賽隊伍家戶 109年 6-11月與 108年同期相較之用電量計算平均節電率，

並進行排序。平均節電率應為正數方列入獎勵排名。 

（節電率    
前一年同期用電量 今年同期用電量

前一年同期用電量
     ） 

 （二） 若提供之電號有異常使用之狀況，例如:連續兩期用電度數僅達底度(40度)，

或其他主辦單位認定非屬公平原則之狀況，且調查後屬實者，則該家戶之

電號無法列入競賽。 

 （三） 參賽隊伍家戶每戶以提供 1個電號參賽為原則。 

 

七. 獎勵方式： 

於 110 年 2 月公布節電優異隊伍名單，取節電率最高 45 名隊伍依名次頒發 1

萬~5 萬元不等之獎勵金及獎牌；另由全部參與者中取節電率最高 45 名頒發

1,000~500元禮劵及獎狀。此外，為獎勵學生參與能源教育學習，並了解居家能源

使用情形，每位參與競賽者提交耗能終結者大作戰學習單後(附件 4，A、B擇 1)，

可獲得價值 100元之參加獎 1份，共計 1,300 份(詳如表 1)。 

表 1、節能「源」夢大作戰獎勵方式 

獎項名稱 獎勵 名額 備註 

節 電 績

優獎 

首獎 5萬元及獎牌 1面 2 組 

節電率前 45 組隊伍 
特優 3萬元及獎牌 1面 8 組 

優等 2萬元及獎牌 1面 15 組 

甲等 1萬元及獎牌 1面 20 組 

個人獎 節能大將 1000 元禮券及獎狀 1紙 15 人 
節電率前 45 名個人 

節能將士 500 元禮券及獎狀 1紙 30 人 

參加獎 節能先鋒 100 元節電宣導品 1,300份 競賽參加者 

教 師 獎

勵 

節電軍師獎 小功一支 獲得節電績優獎帶隊老師 

節電有功獎 嘉獎一支 
獲得個人獎帶隊老師及 

推動相關有功人員 

總獎勵 100 萬 - 

備註：若參賽隊伍節電績優獲獎者未達 45 組，該獎項從缺，從缺獎金得流用至其他獎項，由主辦

單位另召開審查會議決議運用方式。節電優異隊伍所獲得之獎金將於 110年 3 月底前完成發放。 



109年宜蘭縣夏月節電「節能『源』夢大作戰」競賽計畫 
 

 

3 

八. 報名收件方式： 

報名資料郵寄至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268宜蘭縣五結鄉利工二路100號），

並註明宜蘭縣夏月節電「節能源夢大作戰」競賽活動收。 

 

九. 計畫洽詢： 

 （一） 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陳威凱工程師，電話(02)2706-4505 分機

805；蔡宜玫管理師，(03)956-0265。 

 （二） 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承辦人陳慧勻/湯翊羚，電話 (03)990-7755分機

202/206。 

 

 

 

 

 

了解「節能源夢大作戰」 

獎勵競賽辦法 

簽署「家戶用電資料查詢同意書」

(附件 1)  

及檢附最近一期電費單 

 

填寫競賽報名表(附件 2) 

隊伍代表或導師彙整報名資料 

確認隊伍人數 15人以上 

寄送報名資料至環保局完成報名 

召集學校師生組隊 

否 

是 

MSL
矩形

MSL
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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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源夢大作戰節電競賽_家戶用電資料查詢同意書 

 

學校  

班級  

學生/教師姓名  

監護人  聯絡電話  

地址  

電號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同意參與 109 年度節能源夢大作戰

之節電競賽，於競賽期間，授權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向台灣電

力股份有限公司查詢用戶資料，並檢附 109 年最近一期電費單影

本佐證基本資料。謹此聲明。 

此致 

                       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電號用戶者簽章：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月      日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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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源夢大作戰_節電競賽報名表 

 

學校名稱  

隊伍名稱  

帶隊老師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隊伍人數  

節能計畫 

請以 500字以內簡述。 

報名資格 

 （一） 隊伍參與人數       人。 

 （二） 繳交資料： 

 (1)學生/教師住所家戶電費單影本或電子收費證明紙本

（需為表燈非營業用電）。 

 (2)學生/教師家戶用電資料查詢同意書。若因故無法取

得者，則提供 6~11 月份的紙本電費單 (報名時提供最

近一期電費單)。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月      日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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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者租屋證明 

 

參賽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家中為租屋者，無租

賃證明文件(租賃契約)，以此參賽者租屋證明作為佐證租屋事

實，並收集包含 6-11 月期間之電費單，提供作為主辦方計算

節電率。 

租屋處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租屋處電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名稱： 

參賽者簽名： 

法定代理人簽名：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月      日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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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節能『源』夢大作戰」 學習單(初級) 

    同學們，每天在家使用的電器這麼多種，但是你知道哪些仍是可

怕的吃電怪獸，哪些卻已經被訓服成可愛的省電怪獸呢?請跟著以下步

驟一起成為省電訓獸師吧! 

步驟一 : 認識「節能標章」與「節能效率分級標示」 

節能標章 

 

《說明》:上圖為「節能標章」，如果產品貼上此標章，代表能源效率比國家認證的

標準高 10~50%，以及表示在市場上同類產品中，屬於節能表現最優良的前 20~30%，

可說是節能模範生呢! 

                     節能效率分級標示 

《說明》:右圖外觀像溫度計一樣的就是「能源分級標示」，

總共有 5種級別，級數越小表示越省電喔。整體而言，同

樣商品中第 1級能效的產品會比第 5級能效的產品節省約

30~40%的能源。為了滿足你的好奇心，快到經濟部能局

的網站繼續挖寶吧!  https://www.energylabel.org.tw/ 

 

 

步驟二 : 尋找家中的省電怪獸 

1. 請找出家中貼上「節能標章」的產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請找出家中貼上「節能效率分級標示」的產品，並說明屬於第幾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 4 

https://www.energylabel.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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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小提醒》:如果都沒有發現貼上「節能標章」或「節能效率分級標示」的產品，

記得下次汰舊換新的時候，可以和爸爸媽媽說盡量買貼有「節能標章」或「節

能效率分級標示」的產品喔! 

 

步驟三 : 原來省還可以更省!揪出待機怪獸 

    你知道有些電器雖然已經關機了，看似不吵不鬧，但是卻仍處於

待機狀態，所以實際上默默地繼續吃著電嗎?根據統計，待機電力約占

家庭用電 7.4%，所以如果外出、睡覺時或長時間不使用，可將待機電

器開關切掉(或插頭拔掉)，就能有效節省電源與電費喔!讓我們一起揪

出待機怪獸吧。 

《提示》:待機電器於關機狀態時仍亮著燈號或顯示畫面。 

     
來源:kknews.cc                                 來源:books.com.tw.                             來源:today.line.me 

1. 找出家中關機時仍「待機」的產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小提醒》: 拔插頭應正確使力，不可直接拉扯電線，以免造成電線內的銅線

斷裂導致短路，進而引起電線走火。另外建議可選擇設有獨立開關的延長線，

方便統一開關管控喔。 

 

恭喜你已經成為初級省電訓獸師囉!想再接再厲成為高級省電訓獸師嗎?快提

醒老師協助報名「校園節電講座」喔! 報名連結:  https://reurl.cc/726yD9 

 

https://reurl.cc/726y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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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節能『源』夢大作戰」 學習單(進階) 

    想知道家裡哪些常用電器最耗電呢?還有電費單是怎麼計算出來

的呢?請跟著以下步驟一探究竟吧! 

步驟一：計算常用家電耗電量 

    消耗功率是指電器在單位時間所消耗的電，而實際上用了多少電

量，還要依據電器使用的時間來計算，也就是把功率換算成「度」。所

謂「1度」電，就是 1000瓦特（W）的電器，連續使用 1小時（h）所

消耗的電量，通常表示為 1kWh (1000W=1kW)，公式即： 

1000（W）× 1（h）=1（kWh） 

    例: 1台 140 (W)的電視，每月使用 60小時(h)，每月耗電度 = [140 

(W) x 1(台) x 60 (h)] / 1000 = 8.4（kWh），注意 W換算成 kW要除以

1000。 

    同學們，請發揮偵探的精神，找一找與算一算常用家電的耗電量

吧。注意相同電器的數量與規格喔! 

電器名稱 消耗功率(W) 數量 每月使用小時（h） 每月耗電度（kWh） 

電視   
 

 

電扇     

手機充電器     

冰箱     

電鍋     

開飲機     

微波爐     

抽油煙機     

洗衣機     

吹風機     

除濕機     

電腦     

附件 4 



109年宜蘭縣夏月節電「節能『源』夢大作戰」競賽計畫 
 

 

2 

電器名稱 消耗功率(W) 數量 每月使用小時（h） 每月耗電度（kWh） 

LED日光燈 8     

傳統日光燈 20     

LED燈泡 10     

省電燈泡 25     

總  計  

註:因為燈具通常安裝於高處，為避免危險以及消耗功率不意讀取，故直接提供參考值。 

步驟二：計算電費 

    計算完電器用品每個月的用電度數之後，就可以依照台電的費率

換算成實際的電費。但是因為台電的電費是以累進費率來計算的，而

夏月(6-9月)的費率又比非夏月(10-5月)高一些，所以計算方式比較特

別，要參考下列適用於一般住宅的電價表計算。 

 

非營業電價表（單位：元/度） 

例：假設家電的耗電量總計為 400度，電費即為: 

(120度 x 1.63元/度) 

 + [(330-120) 度 x 2.38元/度] 

+ [(400-330) 度 x 3.52元/度] 

= 941.8 (元) 

問題：請問步驟一算出的總計耗電度相當於多少電費？答：_______(元) 

 

恭喜你已經成為初級省電訓獸師囉!想再接再厲成為高級省電訓獸師嗎?快提醒

老師協助報名「校園節電講座」喔! 報名連結:  https://reurl.cc/726yD9 

 

https://reurl.cc/726yD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