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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昶昕實業－推動節能減碳 

不再淪為口號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工程師　廖弓普
昶昕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廠長　陳俊廷

一、前言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標準的要求，是在於建立

一套有具體目標的能源方針、透過實際行動方案來降

低和監督能源的使用、確認能源的節約和計畫性的改

善成效。企業藉由 ISO 50001 的運作過程以持續改

善能源績效，包括：能源效率、使用、消費和強度

等。經由系統化的管理方式實施能源管理，以降低能

源成本、溫室氣體排放及環境衝擊。昶昕實業公司是

全東亞硫酸銅產品最大供應商，廠內已長期推動 ISO 

9001、ISO 14001 及OHSAS 18001 等管理系統，

去 (103)年度積極參與經濟部工業局推動的能源管理

系統示範應用與推廣輔導計畫，期望藉由導入 ISO 

50001 使企業集團共同推動能源管理，有效降低能源

成本。

二、能源管理系統的本質

企業要落實節能改善並作到持續改善，便要從企業

內部制度作起，分析經濟部工業局推動自願減量績優

廠商之節能績效優良原因，其本質必具備下列之9 項

持續改善關鍵要點：①最高管理階層的支持與授權、

②成立常設性的能源改善團隊、③定期訂定與檢討明

確的節能目標、④持續與精確掌握工廠能源使用狀

況、⑤定期清查能源設備運作狀況、⑥完善的設備操

作管理、⑦完整的節能改善方案提案及查核制度、⑧

監督重大設備運作狀況，即時矯正異常、⑨量測驗證

改善措施之能源績效。換言之，能源管理系統可謂是

別人節能管理經驗全攻略且更加強化配合政府政策及

法令，如圖1 所示。

圖1  能源管理系統之持續改善核心

三、推動作法與成效

昶昕實業檢視既有之 ISO 9001、ISO 14001 等管理

系統，規劃建置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整合 ISO 

9001、ISO 14001 及 ISO 50001 三大管理系統，以

簡化相關程序文件，加快導入能源管理系統之速度，

降低廠內同仁接受新的管理系統的不適應性。昶昕實

業推動能源管理系統之成效說明如下：

1. 轉化ISO 50001條文成廠內節能策略與制度，落實

持續改善

昶昕實業在導入能源管理系統前，對於能源使用分

析、提升能源效率、節能方案並無完整與關聯式的分

析及概念；對於能源的使用僅止於用了多少、生產了

多少，只有總表沒有分表，只有總量沒有指標。面對

能源價格飛漲的時代，雖然常常檢討與要求提升能源

效率、有效進行節能改善，但卻無實際整合性作法與

規劃。

導入能源管理系統後，藉由標準條文要求，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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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屬於自身的節能管理策略，如圖2 所示。由最高

管理階層發起制訂能源政策，每年定期並有策略的進

行能源審查找出影響工廠能源使用的重大能源使用設

備，並針對重大能源使用設備提出改善行動計畫、擬

訂操作維護指導書及管理人員節能教育訓練。

圖2  能源管理系統標準條文架構關聯圖

2. 重大設備操作管理標準化，「人員、能源」使用

零誤差

在導入能源管理系統前，昶昕實業對於設備的使用

概念為「能動就好，出問題再call out」，往往供大於

需，造成設備過多的負載、亦無定期維護保養的習

慣，所以當出問題時，就是大問題。上述種種管理使

用不當的作業方式，常導致每日能源不當的消耗而不

自知，甚至影響製程之生產造成無謂的損失。

昶昕實業在導入能源管理系統後，依 ISO 50001 標

準要求執行作業管制，針對重大能源使用設備，如空

壓系統與空調系統制訂作業指導書，主要呈現操作流

程、保養週期及故障排除三大部份，如圖3 所示。使

每一項作業流程均能清楚呈現，任何人只要看到流程

圖，便能一目了然，有助於相關作業人員對整體工作

流程的掌握，以達精密度、準確度、完整性、代表

性與比較性的計量，最後還可作為預防性及改善性的

維護，以避免重覆犯錯的損失；建立標準化流程和程

序，是創造穩定一致績效的最重要關鍵。

昶昕實業針對設定之重大能源使用設備空壓系統已

制訂作業指導書，依循空壓系統SOP進行操作與例

行性保養，預期可獲得改善績效為103,685 kWh/年、

節省經費30 萬元 /年。

3.建立節能改善方案提案制度、落實節能提案

在導入能源管理系統前，昶昕實業對於節能提案並

無完整呈現節能績效、投資成本、回收年限以及節能

績效查核方式；導致主管審查節能改善方案時，僅能

得知要花多少錢，而不知可以省多少錢，因為投資效

益無法預期，造成節能改善方案不易成案。

ISO 50001 標準為確保改善方案能確實執行，於條

文中特別要求責任之指定、改善方法及期程、陳述

改善能源績效及查證方法等，如圖4 所示。昶昕實業

導入能源管理系統後，針對各項節能改善方案皆以上

述要求呈現，提升改善方案落實度，同時更能追蹤節

能改善之績效。昶昕實業利用能源管理系統行動計畫

標準條文要求事項，調整公司改善方案提案制度與程

序，大幅提升公司改善方案執行率。經由綠基會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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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作業管制指導書管理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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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節能改善方案撰寫呈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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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診斷服務提供之節能改善方案，昶昕實業皆呈報

高階主管並完成或規劃執行期程，提案執行率為100 

%，可獲得改善績效為577,160 kWh/年、節省經費

201 萬元 /年、節電率更達12.4 %，成果非凡、實屬

不易。若與該公司原訂之103 年度與104 年度節能目

標相比，遠超出預期之節能目標2.5倍，如圖5所示。

圖5  昶昕實業節能目標與實際規劃節能量

4. 建置能源績效指標，簡化管理成本、即時改善能

源問題

在導入能源管理系統前，昶昕實業廠內僅有2 個總

表，一個是總電錶，另一個則是總蒸汽錶，對於廠內

各製程各區域之能源使用量並不清楚，所以難以掌握

單位產品耗能量、製程能源使用量等等，故當能源使

用量異常上升時，也察覺不到或找不出異常原因、甚

或異常發生一段時間後，才驚覺需要改善，往往已造

成了大量能源浪費。

ISO 50001 標準要求能源績效必需做到經常性監測

（ monitoring）與量測（ measuring），而被選定的能

源績效指標必須能記錄保存並進行經常性的審查。昶

昕實業導入能管系統後，下一步改善的重點便是逐步

建置監督量測系統、訂定各區域或製程之能源績效指

標。利用能源績效指標，整合相關變數，未來管理

者僅需查核能源績效指標便可了解各相關變數之合理

性，化繁為簡、即時發現異常、減少決策及排除故障

之時間。

5.重視人才能力訓練、提升能源管理訓練強度

行動計畫、改善方案及持續改善能源績效，最重要

的關鍵因素即為數據收集能力與數據分析能力，換言

之就是 ISO 50001 標準要求的監測、量測及分析。而

能源管理人員的能力更是首重，一位優秀的能源管理

人員，除了具備了解設施能源使用現況外，更能判讀

相關之數據資料及變數，不會遵循一成不變的方法找

出有改善潛力的領域。最後產生能源稽核報告、提供

資訊，以便做出投資決策。目標是獲利最大化、成本

最小化，方能發揮能源管理系統最大之效益。

昶昕實業過往並無針對廠內相關能源使用人員安排

相對應之訓練；建置能源管理系統後，深知能源管理

人員能力之重要性，開始已逐步安排相關能源管理人

員定期受訓相關設備及節能管理之課程，以培養廠內

專業之能源管理人員，未來更規劃成立能源管理中

各廠專責單位 能源管理中心

製程
改善

製程
設計

操作
管理

節能
知識

基本
知識

產出各廠
能源績效
報告書

定期訓練
圖6  人才訓練規劃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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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以統合規劃各廠區之能源使用，持續提供能源績

效報告，圖6 為人才訓練規劃發展目標。昶昕實業已

規劃提升訓練密度，預計每季至少安排2 次內部能源

相關訓練課程，培訓公司內部專業之能源管理人員。

6.改良採購制度、提升採購精準度

昶昕實業以往對於採購要求僅以節省初設成本為

主，未以生命週期來考量設備之能源使用成本，常

常省一時的小錢卻日日花大錢。在導入能源管理系統

後，在採購重大耗能設備時，除了考量評估設置成本

外，另外亦一併評估相關之國內外設備標準、效率以

及是否具有相關標章、能源效率之保證與保固、未來

節能管理之可行性等，利用先期能源績效評估，除了

買便宜，更要買對，有效提升採購重大耗能設備之精

準度。

昶昕實業原本製程所使用之冷卻系統長期採用租賃

的方式，所租賃之冰水主機皆為較老舊之二手商品，

雖每月租金便宜，但考量長期之能源成本並不划算。

該公司利用供應標的能源績效評估報告表與產品使用

年限作為採購之參考依據，未來已調整冷卻系統將不

再租賃二手之設備，以獲得較佳之能源績效，改善績

效為244,306 kWh/年、節省經費91 萬元 /年，如圖7

所示。

圖7  採購初期考量節能績效效益分析

四、結語

面臨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衝擊，降低能源耗用與強

化溫室氣體排放管理已成為當前企業追求永續發展的

必要策略，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目前已是國際公

認之最佳能源管理方法，運用持續改善能源績效之精

神，可有效節省能源成本，減少不必要的能源消耗，

增加整體企業的營運績效，提昇企業競爭力。昶昕實

業檢視既有建構之 ISO 9001、ISO 14001 及OHSAS 

18001 等管理系統作為基礎架構，融入 ISO 50001 標

準條文要求簡化管理系統的運作成本，整合兼顧品

質、環境、安全、能源等企業永續發展的四大關鍵

面向，運作能源管理系統除能帶來直接能源績效改善

效益外，更能協助產業持續改善，逐步落實企業之升

級。

Esco會訊_39.indd   9 2015/3/30   下午 03:19: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