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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年來，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的跡象已逐漸

為世人所重視，加以國際能源價格變動，藉由

節能減碳以降低溫室氣體排放及減少能源使用，

已逐漸成為一種普世價值，國際更訂定全球性

的「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京都議定書」規範

各國溫室氣體排放，因此節能減碳已成為各國政

府制定政策及產業規劃投資、經營事業需考量之

重要議題。而臺灣進口能源依存度97.68%，在

此潮流下，如何減少對化石燃料的依賴、降低

能源消費，達到最有效能源運用。若產業採行

低碳燃料技術技術，其溫室氣體減量比例約可

達27.5%，其能源使用成本約可下降5.1%。若

產業全面採行後，以2016年國內工業部門燃料

油使用量約1,590千公秉油當量換算，可減少約

1,360,285tCO2e/年，相當可觀。

再者，隨著政府環保法規針對粒狀物排放更為

嚴謹及碳交易法規持續推動，以天然氣取代燃油

燃料之趨勢在未來會更加地活躍。

二、國內能源使用現況

2015  國內燃料油消費 (扣除發電及汽電共

生 )，總消耗量為2,112.6千公秉油當量 (含能源

部門自用 )，其中工業部門用量為1,590.8千公秉

油當量，占75.3%為最大宗，其次是服務業及運

輸業。

國內工業部門燃料油使用量從2004年的5,027

千公秉油當量，下降至2015年的1,590千公秉油

當量，一方面是這12年間，燃料油價格由每公

秉9,000元，最高上漲21,142元，漲幅達2.3倍，

而2015年全年燃料油每公秉平均價格為15,544

元 (詳如圖1)，迫使用戶尋求各式替代燃料及提

高能源使用效率之節能方法。再加上近年環保意

識逐漸抬頭，企業除了能節省能源費用外，也

可因應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善盡社會責任。

因此天然氣需求自2009年起持續上漲，依經濟

部能源局公佈進口液化天然氣供需平衡表2015

年工業部門天然氣總消費量為2,014.4(106M3)，

為歷年最高如圖2所示。

三、推動低碳燃料之主要限制

依106年工業區港服務公開資訊，全台共計59

個工業區，分別為北部16個、中部20個、南

部20個及東部3個。彙整各縣市工業聚落區及

蒐集中油幹管、各縣市民營瓦斯公司公開資訊，

如圖3所示，現今國內約有12個工業區尚無管

線供應天然氣，其中西部9個及東部3個工業區

主因係為工業區距離幹管較遠或無管線。

廠商推動燃料替代時常遭遇到不同問題或限

制，造成執行上之困難而降低汰換意願，其中

較普遍之問題為管線鋪設、資金障礙及天然氣申

辦時程長等，分別說明如下：

1.管線鋪設

因考量路權取得容易、經濟安全性高、施工

維護方便等因素，我國天然氣長途輸送管線大多

沿著現有道路埋設，若進行天然氣配管工程時將

涉及路權申請問題，可能成為廠商轉換天然氣燃

料時必須面對的困難障礙。

此外，為提昇交通服務品質、維護轄區內 面

平整、兼顧管線機構挖掘道 埋設管線之業務需

要，交通部公路總局編制「挖掘公 作業程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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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明確劃分 權管 單位與使用公 用地埋設管

線機構之權責。其中第6項明訂每年10月至隔

年2月為禁挖月份，造成燃料替代工程時程延

長。

2.資金障礙

廠商執行燃料替代投入之成本主要包含汰換為

天然氣之相關設備費用，包含燃燒機、熱回收

設備與天然氣減壓站等，以及天然氣廠外接管費

用；收益來源則包含燃料油與天然氣兩者價差，

以及汰換燃油鍋爐後停用燃油鍋爐相關設備之能

源支出，加上空污費與其他相關費用

天然氣改善工程之燃燒機價格及熱回收裝置

價格均與鍋爐噸數大小有關，噸數愈大，價格

愈高。除鍋爐本體設備費用外，天然氣接管費

用亦是一筆開銷，接管費用每公尺約7,500至

10,000元，且需設置天然氣減壓站，減壓站設

置費用約150至300萬元，小規模之廠商恐無法

負擔以上初設成本。

3.申辦天然氣時程

廠商申辦轉換使用天然氣須經過申請試挖、設

計估價、工程發包、申請道路挖掘、配管施工

等繁瑣流程。其中道路挖掘及路權申請因涉及不

同主管機關核准權責，最為耗時且不確定性高，

亦降低廠商進行燃料替代之意願。依據現場輔導

經驗及廠商提供資訊，將天然氣申辦流程及辦理

時間整理如圖4所示。一般而言，工廠從向天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公佈能源平衡表

圖1…工業部門燃料油年使用量及價格趨勢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公佈進口液化天然氣供需平衡表

圖2…工業部門天然氣年使用量及價格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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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各縣市工業聚落區暨天然氣主要管線分布情形

圖4…申辦天然氣時程表

然氣事業提出供氣申請到通氣檢驗合格及裝表使

用，約需8~11個月時間。

三、推動燃料替代之成本效益

雖然燃料替代具顯著環境效益，但實務面而

言，產業最關心的是投入燃料替代是否具有經濟

效益，畢竟國內產業面對競爭激烈的全球化市

場，能否獲利為產業持續經營一大關鍵，因此

會相當關注所投入的資金是否對產業帶來實質的

幫助，因此投資前會謹慎評估確認。

燃料替代改善工程產生各類成本與效益項目如

圖5所示，期初投資主要為轉換天然氣之相關設

備費用，包含燃燒機、熱回收設備與天然氣減

壓站等，以及天然氣廠外接管費用；效益來源則



. 台灣ESCO會訊   第四十九期

包含燃料油與天然氣兩者價差，以及汰換燃油鍋

爐後、停用燃油鍋爐相關設備之能源支出、以

及空污費與其他相關費用。

一般而言，若燃料節省費用為正，有助於攤

還投資金額，會促使廠商願意投入燃料替代改

善。以1公秉燃料油替換為天然氣為例進行效

益說明，在提供同樣熱值下，1公秉燃料油需

以1,067M3天然氣進行替代，燃料節省費用 (減

少重油費用 -增加天然氣費用 )約為2,411元 /kL、

節省運輸費用約為150元 /kL、減少空污費約為

227元 /kL，整體而言1公秉燃料油替換為天然氣

可節省2,788元 /kL，因此廠商會願意投入燃料替

代改善。

以某紡織業投入改善案例作說明，甲工廠一座

5公噸鍋爐，105年燃料油年用量為410kL，現

進行燃料替代改善，燃燒機與廠內接管、設備

拆除費用約為130萬、減壓站與廠外接管費用約

為600萬，總計支出730萬。執行燃料替代措

施，需使用437,333M3天然氣進行替代，節省

燃料費、空污費、運輸費用以及燃油泵浦與加

熱器節能費用共計105萬，整體而言約7年時間

進行回收，但以鍋爐使用25年進行考量，執行

燃料替代措施淨現值可達778萬元，並有年減

351公噸溫室氣體排放量，同時兼具經濟效益與

環境效益。

四、低碳燃料替代補助

由於燃料替代之設置成本高，初期投入經費與

回收年限等因素成為廠商執行燃料替代之主要障

礙，彙整現階段國內中央與地方政府之燃料替代

相關補助計畫。

在中央部分，經濟部工業局於106年度開始辦

理「產業低碳科技應用補助計畫」，其中「低碳

燃料 /生質能源替代」項目針對燃油轉換為天然

氣、燃煤轉換為天然氣或燃煤轉換為生質能等，

提供經費補助。

在地方政府部分，目前國內在106年度已有

「桃園市鍋爐改造天然氣補助計畫」與「臺中市

推動企業加熱設備改用天然氣補助要點」等補助

計畫，可提供工廠燃料替代相關經費補助申請。

1.經濟部工業局「產業低碳科技應用補助計畫」

鑒於製造業因初始資金過高、回收期過長等財

務壓力，造成廠商執行節能減碳措施之投資意

願不高，經濟部工業局於民國106年度開始辦理

「產業低碳科技應用補助計畫」，協助業者落實

節能減碳相關改善，其中「低碳燃料 /生質能源

替代」項目主要針對燃油轉換為天然氣、燃煤轉

換為天然氣或燃煤轉換為生質能等改善，提供經

圖5…燃料替代成本效益項目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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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補助，補助內容如表1所示。

2.桃園市鍋爐改造天然氣補助計畫

桃園市政府推動「鍋爐改燃天然氣補助計畫」，

鼓勵業者將生煤、木屑或重油燃料改為天然氣，

使PM2.5減量以維護空氣品質。補助計畫已於民

國106年2月18日正式公告，補助期程自106年

3月1日起至108年底，依鍋爐容量提供30萬到

60萬元不等的補助，詳細補助條件與金額如表2

所示。

3.臺中市推動企業加熱設備改用天然氣補助要點

為改善中部地區空氣污染問題，鼓勵企業界使

用潔淨能源，以天然氣取代燃料油或生煤，臺

中市政府補助企業改裝天然氣鍋爐取代燃煤及燃

油鍋爐。補助計畫於民國104年9月9日正式公

表1…低碳燃料/生質能源替代補助內容說明

補助項目 說明 補助標的

低碳燃料/生質能
源替代

本補助項目係指燃料使用由燃油或燃煤轉換
成天然氣或生質能等低碳燃料者，其項目包
括：
• 工廠內熱源供應的能源種類由燃料油轉
換為天然氣者；

• 工廠內熱源供應的能源種類由燃煤轉換
為天然氣者；

• 工廠內熱源供應的能源種類由燃煤轉換
為生質能者。

業者執行下列燃料替代項目之一：
能源種類由燃料油轉換天然氣者，所轉換之燃料油
年用量達500公秉以上。
能源種類由燃煤轉換天然氣者，所轉換之燃煤年用
量達1,500公噸以上。
由燃煤轉用生質能，其替代熱值之替代比高於2%
之試燒改善。

表2…桃園市鍋爐改造天然氣補助計畫

鍋爐規格 補助金額

總設計輸入熱值1,000萬仟卡/小時以上或		總設計蒸氣蒸發量13公噸/小時以上之
鍋爐

補助上限
60萬元整

總設計輸入熱值385萬仟卡/小時以上，未滿1,000萬仟卡/小時或總設計蒸氣蒸發
量5公噸/小時以上，未滿13公噸/小時之鍋爐

補助上限
45萬元整

總設計輸入熱值未滿385萬仟卡/小時或總設計蒸氣蒸發量未滿5公噸/小時之鍋爐 補助上限
30萬元整

表3…臺中市推動企業加熱設備改用天然氣補助要點

補助範圍 補助金額

加熱設備更新、改造或汰換所需費用30% 補助上限
30萬元整

輸氣管線鋪設所需費用30% 補助上限
30萬元整

同時申請前述兩項補助 補助上限
50萬元整

告，廠商報名踴躍且成效極佳，統計至105年已

有17家企業完成鍋爐改裝。台中市政府預計106

年度擴大補助對象，並將補助金額提高至50萬

(106年01月24日修正公告 )，目標在2年內完成

80家以上企業改用天然氣，詳細補助條件與金

額如表3所示。

五、導入ESCO商業模式

從國內工業區天然氣管線分布現況顯示天然氣

鍋爐尚未普及主要原因為天然氣管線仍在持續擴

建中，部分用戶管線距離過遠，造成管線初設

備用高昂，再加上燃料油與天然氣價差不顯著，

導致節能效益難以評估，致使缺乏汰換意願。

一般而言，工廠隨生產規模的擴大，平均單

位產出之成本將下降。同理，推動工業區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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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落實天然氣替代，不但可降低天然氣輸送

成本，廠商亦可共同分攤天然氣管線鋪設費用，

有效降低推動燃料替代的廠外成本。

另可透過ESCO專案商業模式，解決用戶轉換

之障礙，由ESCO業者提供資金，結合鍋爐廠商

技術合作，由節省之能源費用攤提燃油鍋爐轉換

為天然氣鍋爐設置費用。完工後能源用戶依照量

測驗證節省之能源費用支付工程款項，ESCO廠

商則能源用戶分期拿回管線初設費用，專案的服

務流程及金流如下圖7。

六、結論

1.考量轉用天然氣推廣特性，管線為主要障礙，

分析後建議推廣模式以聚落方式進行推廣，配

合管線鋪設，以工業區內用戶為第一階段推廣

對象，第二階段為距離管線較近之零散用戶，

第三階段為管線較普及後擴散推廣對象。

2.轉換為天然氣鍋爐之投資金額皆於1年內回

收，對於用戶端已有汰換改善誘因，若含管線

費用則為回收年會拉長至3年以上，未來可結

合ESCO廠商於管線費用做先期投資，以降低

能源用戶的資金壓力。

3.可針對以各區已成功由燃油鍋爐轉換為天然氣

鍋爐之用戶，透過成功案例觀摩會，輔以說明

鍋爐轉用技術及溫室氣體管理辦法(或環保議

題)，強化用戶汰換意願。

圖7…燃料油鍋爐轉用天然氣ESCO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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