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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ESCO產業

摘要

日
本ESCO產業發展至今已超過20年歷史，

除重大經濟環境因素影響之外，逐年產值

皆呈穩動成長趨勢。政府在推動產業發展方面，

主要透過法規面管制以及資金補助面之誘因提

供，以加強產業發展力道，其補助案特徵限制

了回收期短及技術性低之補助案。我國節能績效

保證專案示範推廣補助，目的著重在於節能績

效保證模式 (ESPC)之推廣，進而開啟節能市場，

以引導產業成長。未來藉由增加複合性、技術

門檻高的補助計畫，加強協助ESCO產業導入我

國耗能較高之製造業中，將有助於ESCO產業發

展及提升國家能源效率。

 王俊淵　謝宗准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一、日本ESCO市場產業現況

日本ESCO市場規模自90年代末發展起，逐

年產值高度提升，至 2007年達 406億規模，

2008年因金融海嘯影響，致使市場規模大幅

減少，甚至2009年規模縮減至100億日圓以

下。2010 年之後，能源服務供應商 (Energy 

Service Provider, ESP)以租賃形式提供能源用戶

導入汽電共生等發電設備之就地發電量（On-

site generation）大幅增加，至2011年時規模提

升至300億日圓。2013年工業部門能源服務供

應商就地發電量創新高，由於節能效益分享型

合約（ Shared Savings Contracts）增加，因此市

場規模達299億日圓，2014年節能保證型合約

（ Guaranteed Savings Contracts）復甦，但因工業

發展研究及借鏡

資料來源：JAESCO，「2015年度ESCO市場規模調査結果」。

圖1　1998-2015年日本ESCO產業市場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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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設備，涉及到的節能技術包括水泵風機變頻、

冷氣更新、LED照明、建築能源管理系統、需

求控制、節水設備、二氧化碳控制及隔熱膜等，

根據 JAESCO從2001至2015年的統計，日本商

業部門最主要導入的節能技術為空調設備之水泵

風機變頻。工業部門主要聚焦在空調、熱源、

照明、電力供給、控制及工廠處理等設備，涉

及到的節能技術包括水泵風機變頻、汽電共生、

冷氣更新、逆變器照明、高效率變壓器、需求

控制及壓縮機等，根據 JAESCO從2001至2015

年的統計，日本工業部門最主要導入的節能技術

為熱源設備之汽電共生。

二、日本ESCO產業推動政策

本研究依日本過去推動之節能相關法規、經產

省所提供的「能源使用合理化等業者支援補貼」

（エネルギー使用合理化等事業者支援補助金）

等面向來說明日本ESCO產業相關政策之推動。

1. 節能相關政策

日本政府於1998 年提出「地球溫暖化對策推

進法」，作為擬定「京都議定書目標達成計畫」

之重要依據，規定各類溫室氣體之排放減量目

標、應實施之各項措施、國內各機關團體應採

取之對策等。2005年「京都議定書」正式生效，

「能源節約法」進行第五次修正，主要強調將熱

部門能源服務供應商就地發電量下降，故市場規

模減少至227億日圓。2015年加入能源系統服

務後，日本ESCO產業市場規模創下歷史新高的

425億日圓，其中能源系統服務貢獻了65億日

圓，而節能效益分享合約及能源服務供應商就地

發電量皆相較於2014年有顯著增長，市場規模

分別為140億日圓及197億日圓；而節能績效保

證型合約金額則由2014年的27億日圓下降為23

億日圓。有關日本1998至2015年ESCO產業市

場規模變化請參見圖1。

在市場結構方面，主要需求分為商業部門及

工業部門兩大類，合約類型有節能績效保證合

約、節能分享合約及能源服務供應商及能源管理

商等四種。根據日本能源技術服務協會（ Japan 

Association of Energy Services Companies, JAESCO）

2001年至2015年的統計資料顯示，ESCO產業

商業部門的主要對象前三大為百貨公司及超級

市場（ 30.10%）、辦公室 /建築（ 17.50%）、醫

院（ 15.00%）；而工業部門的主對象前三大則為

食品製造業（ 20.10%）、運輸用機械設備製造業

（ 19.40%）、化學工業（ 17.20%）。有關2001年

至2015年日本ESCO市場商業部門及工業部門

的客戶類型占比請參見圖2、圖3所示。

在發展技術重點項目方面，商業部門主要聚焦

在空調、熱源、照明、電力供給、控制、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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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2001年至2015年日本ESCO客戶類型占比（商業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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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與電力合併管理，並再度將節能法中產業界的

涵蓋範圍擴大。

除了對產業的規範外，歷次節能法修正中，

透過「節能標章制度」、多階段評價制度 (標示

為一顆星到五顆星 )、電器產品的耗電量與電價

標示等手段來強化節能與消費者之間的連結，以

強化全民對節能的認知。

在2011年福島核災後，為了彌補廢核所帶

來的電力供給不足，節能的重要性大幅提升。

2013年「節能法」修正主要的節能方向包含： (1)

強化高效率熱電共生和能源方面的利用； (2)重

視自行發電和蓄電池的設備效率。本次修法重要

的修正在於將企業在尖峰用電時自行發電納入能

源效率計算中。2016年修正案採用S、A、B、C

四級能源效率評價體系，對優秀企業則由政府公

布名單予以獎勵，以及對廢熱與火力發電制定效

效評估基準。

2. 能源使用合理化等業者支援補貼

為提高工業、住商及運輸部門設備的節能效

果，經產省逐年提出「資源與能源相關預算」，

至2017年度之節能計畫預算已高達2,060億日

圓。根據節能預算編列比重，日本節能政策聚

焦在促進工廠和住宅節能投資上的補貼，最大的

單一補貼計畫即為「能源使用合理化等業者支援

補貼」，該計畫的目的係藉由節能措施、電力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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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JAESCO，「2015年度ESCO市場規模調査結果」。

圖3　2001年至2015年日本ESCO客戶類型占比（工業部門）

峰對策及能源管理系統的推動，重點支援高節能

效果的項目，補助工廠和事業機構進行節能設備

和系統的更新、製成的改善等必要費用。

根據2015年「能源使用合理化等業者支援補

貼」的補助金成果報告顯示，補助資源重點投

注在高能源密集之中小企業，共補助2,012家企

業，金額達136億日圓。藉由政府持續對於節

能設備的補助，除了舊式設備更換對能源利用

效率增加、降低能源成本等益處之外，也希望

能刺激能源設備業者對節能相關產業投資，提

升節能科技進步也有利於產業經營轉型，這對能

源設備廠商而言具備高度政策支持意涵。最後，

就ESCO業者而言，可與能源用戶簽訂節能效益

分享型合約（ shared-savings contract），並共同申

請「能源使用合理化等業者支援補貼」，能源用

戶可將部分補貼金額中以服務費用形式支付給

ESCO業者，有利於ESCO產業的發展。

三、近期ESCO產業推動成效

根據社團法人環境共創倡議組織（ SII）統計，

在2011年至2016年間，共計有12,691件「能

源使用合理化等業者支援補貼」案申請，累計

審核過關件數為7,287件，其累計申請金額達

1,904億日元，審核過關之補助金額則為1,038

億日元。在節能率方面也呈現逐年上升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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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審核通過之案件平均節能率約為12.0%，

2016年通過案件之平均節能率提升至22.5%，受

補助案件的節能效果在過去六年間成長約2倍。

從日本「能源使用合理化等業者支援補貼」措

施的做法來看，該措施比較偏向大型的補助專

案。於制度面上，日本的申請條件要求企業節

能1千公秉以上或尖峰用電節能190萬度以上 )，

並限制了回收期短的補助案 (如LED燈管的更

換 )。鑒於該類節能案常可由業主自行採購安裝，

但金額大且回收期間長的節能案其技術門檻通常

較高，刺激受補助業者尋求ESCO業者合作之需

求，較有利於ESCO業者發展。

從實際的補助經驗來看，雖然製造業的申請

案件僅約兩成，但其補助金額占總補助金額的

五成，節能量占總節能量的6成。買賣業與小

企業業雖然通過的件數最多，但補助金額僅占

16.4%；該業別的單一案件的節能率很高 (25%)，

但節能量僅占總節能量的18.2%。由此可見，日

本為了達成2030年的目標，將主要的補助資源

都投注在規模大、耗能量大的製造業。

四、結論

日本「能源使用合理化等業者支援補貼」針

對生產設備、廠房能源管理系統及優化製程耗

能等高節能成效計畫提供資金補助辦法，我國

與ESCO相關且性質相似之補助計畫為「能源績

效保證專案示範推廣補助」，本研究整理出日本

「能源使用合理化等業者支援補貼」予我國「能

源績效保證專案示範推廣補助」之借鏡如下，藉

此研提優化我國節能補助成效及管理效率之措

施：

(1) 提高我國補助總預算以提升國家節能表現

日本「能源使用合理化等業者支援補貼」之推

動目標係擴大其國內節能表現，即針對大型且回

收年限長之製造業專案為主，而我國「節能績效

保證專案示範推廣補助」則著重在節能績效保證

合約的推廣。在提升國家整體節能目標上，我

國仍可藉由擴大補助總預算規模，持續增加「節

能績效保證專案示範推廣補助」之申請案件數量

與每筆專案的補助金額，藉以增加複合性、進

入門檻高的補助計畫，以進一步協助ESCO產業

導入我國耗能較高之製造業中，並在擴增ESCO

產業規模的同時，增加我國生產部門能源使用效

率，提升國家節能績效。

(2) 強化平台對話及建立專案績效追蹤功能

我國補助計畫如同日本亦設有專案管考平台，

補助申請人可利用該平台上傳契約規定之基準線

及節能驗證報告書；補助單位則可以透過該平台

取得補助專案及相關廠商之基本資料，另顯示

相關作業執行進度。如持續加強即時互動功能，

將可促進雙方於該平台進行即時資訊回饋，有助

於提升專案執行時之行政效率，縮短執行期限。

此外，在追蹤成效階段上，日本要求在補助

結案後3至5年內申請人需持續提出企業報告，

我國則透過契約書說明申請人有義務於結案後5

年配合政府辦理示範觀摩活動。如加強專案管考

平台上新增結案後績效追蹤功能，並透過補助單

位研擬專案執行追蹤報告，並輔導申請人於結案

5年間提供所需資訊。該做法除了協助主管單位

掌握計畫成效品質外，亦可整合過去歷史資訊公

開放置於專案管考平台首頁、ESCO產業輸出交

流平台以及相關主管單位網頁窗口，將有助於實

質提升補助專案推廣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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