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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來，能源情勢與國際經濟劇烈變

動，全球金融風暴肆虐，2008~至
今國際原油價格仍不斷震盪，氣候

變化頗大，引發通貨膨脹隱憂，未

來油價走勢仍存有不確定因素。且全球氣候變

遷、地球暖化之問題早已成為國際間矚目焦點，

過去30年間，全球平均溫度上升速率約為過去

百年的三倍，相當於每百年增加2℃，因此，如

何節能減碳來維護地球環境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目

標。

在國際上之E S C O（E n e r g y  S e r v i c e s 
Company）產業發展尚有改進空間，台灣目前

節能服務業發展至今，已有相當的節能技術及實

務經驗，相對於國際間，台灣節能技術及市場相

對成熟，應有能力對國外節能市場提供台灣的技

術及經驗。本研究利用德爾菲法來調查節能技術

服務業進入國際市場之可能性，進而向國際間推

廣我國節能技術，拓展全球市場商機。研究以市

場需求、財務資金、技術與工程、業務推廣、售

後服務五大方面作為調查，加上業界及學術界專

家寶貴意見來加以分析達到妥適性。

本研究結果顯示依台灣ESCO已有多年的經

驗及成熟的節能技術，適合進入國際市場，在

M&V（Measurement & Verification）上使用

IPMVP（Internation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Verification Protocol）亦是更勝一籌，目前節能

減碳意識強烈，國際間有較強的ESCO需要，且

台灣與東南亞國家在地理環境及人文氣候近似，

是開發ESCO產業的好時機。而台灣政府尚無適

當配套措施，包括在產業管理、產業整合、融資

貸款及專業人才培訓部分；在資金部分若無當地

銀行融資挹注將有發展的問題；在語言及售後服

務方面，需找當地廠商長期配合才能符合ESCO
服務之永續發展目的。

關鍵詞：關鍵詞：節能技術、德爾菲法、能源服務業、

節能減碳、能源效率

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在當今全球面臨能源供應安全、氣候變遷的挑

戰下，低碳能源與節能減碳技術之開發，以及新

興的綠色能源產業發展等，已成為各國追逐的主

流技術與產業。國際能源組織與國際能源會議也

齊聲呼籲節能減碳與新技術發展的重要性，如

2009年G8「八國高峰會」認為：加速能源高效

率與低碳技術之開發與創新是最有效的措施，亦

可帶動經濟復甦成長。

二 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認為國際間為因應

能源新挑戰，包括全球能源供應安全、氣候變遷

的抑制，以及新興的綠色能源產業發展等，都將

能源科技發展與環境保護列為首要目標。

我國節能技術服務業(ESCO)已經實施多年，

有相對成熟的技術及經驗。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

我國節能技術服務業進入國際市場之可能性，進

而向國際間推廣我國節能技術，可以作為我國節

能技術服務業進入國際市場的參考，本研究目的

敘述如下：

一、 探討我國及國際間節能技術服務業發展的

現況，而我國節能技術服務業在技術、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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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資金等上是否能在全球各國皆投入綠

色能源產業發展中，取得進入的商機。

二、 萃取文獻中進入國際市場的相關理論，以

德爾菲法專家問卷的方式取得專家學者的

共同意見。

三、 依據研究成果，提出可行的策略與建議，

希望能提供我國節能技術服務業進入國際

市場的參考依據。

三 研究流程

本研究流程共分為九個階段，首先對文獻與資

料蒐集閱讀過後將研究範圍縮至節能技術服務業

進入國際市場的影響並確立研究動機與目的，就

開始進行大量的文獻閱讀與探討，而後建構研究

架構，且界定研究對象範圍。再透過文獻對國際

化的定義及能源服務業之發展去進行問卷設計，

而後開始蒐集問卷樣本資料與分析，最後執行研

究結果撰寫，並提出具體的結論與建議。

四 研究方法

本研究利用德爾發法來探討台灣節能技術服務

業進入國際市場之可能性分析，德爾菲法是60
年代初美國蘭德公司的專家們為避免集體討論存

在的屈從於權威或盲目服從多數的缺陷提出的一

種定性預測的情報分析方法，在我國更習慣於將

德爾菲法稱為專家預測法。為了消除成員間相互

影響，參加的專家可以互不瞭解，它運用匿名方

式反復多次徵詢意見和進行背對背的交流，以充

分發揮專家們的智慧、知識和經驗，最後匯總得

出一個能比較反映群體意志的預測結果。本章一

共有五小節，依序探討研究架構、德爾菲法之定

義與優缺點、問卷設計原由與方法及專家問卷調

查名單。由於，德爾菲法的最佳收斂條件並無定

論，在重要性程度上，本研究以平均數之數值並

參考眾數為判斷指標。

五 設計原由與方法

設計原由

能源技術服務業即是實現節約能源、提供「能

源效率全方位改善服務」的一種事業型態，而要

進入國際市場可從下列幾點去做分析：

(一)市場競爭優勢

Porter(1990)以「鑽石模型」說明影響競爭優

勢的特質包括：生產因素、需求條件、支援與相

關產業、企業策略與結構和競爭狀態等四項主要

因數，及政府、機會等兩項間接因數，並由四大

主要因數構成「鑽石模型」主體。

(二) 先行者優勢

依照Schilling(2008)書中表示，進入一個產業

的時間點可分為三：先行者、早期進入者、後期

進入者。先行者的優勢可以鞏固品牌忠誠度、技

術領導地位、獲取稀少資產和獲取買家的轉換成

本。

(三) 產業聚落

產業整體發展的第一個概念來自於價值鏈，

Porter的價值鏈通常被認為是傳統意義上的價值

鏈，較偏重於以單個企業的觀點來分析企業的價

值活動、企業與供應商和顧客一系列連續完成的

活動，企業乃從中獲得的競爭優勢。而 Shank 
and Govindarajan (1993) 則進一步延伸Porter 的
概念，其論點是將企業價值鏈由最初的原料供應

商，到最終產品送到顧客手中都包含在整個產業

價值鏈中。這個論點將企業是為產業價值鏈生產

過程系列的一部分。

(四) 國際化動機

為何要國際化？整體評估國外投資以及國際

化評估的學說很多， Dunning(1988)提出國際生

產折衷理論，用以評估製造業是否適合到國外

生產，考量三方面所有權特定優勢(ownership-
based advantage)、地理位置因素(locational 
advan tage)、內部化因素 ( in te rna l i za t ion 
advantage)。企業必須“同時＂兼備所有權優

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才能從事有利的海

外直接投資活動。Farrell(2004)又提出以三方面

評估公司是否適合國際化: 產品生產方式、當地

法規制度、公司組織。

(五) 市場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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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市場評估的主要因素有：文化因素、行政和

政治因素、地理因素及經濟因素。

(六) 進入模式

進入模式分為許多種，而每種模式之特色與適用

時機均不同，應考慮模式特色、公司特性、計畫或

交易特性、內外部環境、競爭態勢等。學理上，交

易成本理論、資源基礎理論及網絡理論等均被引為

推導進入模式決策之依據。Gronroos(1999)針對

服務業提出五種進入模式的分類，包括直接出口

(direct export)、系統出口(system export)、直接進

入(direct entry)、非直接進入(indirect entry)和電子

業市場(electronic marketing)。Chen(2005) 又將進

入模式分為兩大類: 機動性(Mobile)進入模式與永

久性(Permanent)之進入模式。

設計方法

由上述六點設計原由分析得知要進入國際市場需

考量之問體相當的多且複雜，需考量的包括：台灣

的相對優勢、國際市場進入時機、與當地的商業連

接、當地市場評估、以及市場導入模式。而本研究

先初步探討進入國際市場的可行性以及可執行大方

向，將上述的六個考量點綜合整理為市場需求、財

務資金、技術與工程、業務推廣、售後服務五個方

向探討。

以市場需求來說，探討目前國際間節能市場空間

與區域；當企業準備及決定進入國際市場時，除了

要考慮「進入那些國家」、「進入時機」(Timing)
外，還必需考慮選擇何種海外市場「進入模式」

（Entry Mode）。每一種國際市場進入模式，皆

有不同程度的風險、控制力、及資源投入，可以

區分成出口模式（Exporting Mode）、契約模式

（Contractual Mode）、及內部層級（Internal 
Hierarchy）等三類方式。一般而言，出口模式的

風險比較小，企業的控制力較低，且投入的資源也

較低；而內部層級模式的風險較高，企業的控制力

較高，相對的資源投入也較多；契約模式則介於兩

者之間。

進入模式確定後，由於ESCO商業模式需要大量

資金，需考慮資金來源，ESCO可於國內取得資金

或與當地銀行融資；再來則是考慮以何種節能技術

來打進國際市場，進入國際市場後要如何行銷。而

行銷手法可以大致分為直效行銷、通路行銷、廣告

行銷或是促銷模式，這些都是目前市場上普遍的手

段，都列為本次研究設計問卷的重要考量，而專業

人才的培訓亦是目前產業界非常重視的問題，沒有

適當的培育要如何應付未來廣大的市場？

最後在服務產業最重要的就是售後服務，要以什

麼手法得到最有效率的服務，有好的服務，產業才

能有好的口碑，顧客更能口耳相傳，最後得到能源

服務的永續經營為終旨。本次問卷內容以這五個方

向初步詢問各個專家意見，研討台灣ESCO產業進

入國際市場的大方向。

六 結論與建議

結論

本研究所述之研究架構，經研究主題的確認、蒐

集相關文獻進行分析探討、歸納建構本研究之初步

課題、發展選擇研究方法採德爾菲專家意見調查

法，歷經二回合的專家意見問卷調查，最後獲致專

家們共同的看法與收歛的結果，以下乃提出本研究

「節能技術服務業進入國際市場之可能性」主題之

研究結果：

一、本研究就「節能技術服務業進入國際市場之

可能性」，以市場需求、財務資金、技術與工程、

業務推廣、售後服務五大方面作為調查，提出本研

究的課題如下：

(一) 國際市場需求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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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一： 專家認為台灣節能技術服務業應及早進入國際市

場，因為台灣在此方面已有良好基礎，近年來在能

源服務之推動非常有經驗。

課題二： 進入國際市場之區域分類，專家學者認為以東南亞

國家為首選，由於東南亞國家在地理環境及人文氣

候皆與台灣近似，且在目前節能技術台灣優於東南

亞，因此在執行面較易進入市場。

課題三： 進入國際市場之模式，第一回合問卷回覆整理後專

家學者在出口模式與契約模式兩模式都有不同意

見，但經過第二回合問卷結果以出口模式佔有較大

的支持比率為70%，但在業界還是希望政府能規劃

出適當的配套措施。

(二) 國內財務資金方面：

課題一： 以目前台灣能源技術服務業之財務資金方面來投資

國際市場，還是有專家覺得不適合，由於台灣能

源技術服務業政府尚未整合，單打獨鬥去投資風險

性相對較大，因此在政府訂定相關產業管理條例之

後，投資者之信心亦會大增。

課題二： 在財務資金方面，進入國際市場如果取得當地銀行

融資挹注且與當地相關設備廠商合作得到通路資

源，相信會是最大利益。

(三) 國內技術方面：

課題一： 台灣目前節能技術已符合國際需求，因為節能技術

已達國際水準，。

課題二： 在節能技術方面，專家學者一致認同改善技術應先

從能源使用端效率提升為最直接亦符合台灣ESCO

技術。

課題三： 在施工方面需與國外當地廠商配合結合當地資源可

節約相關成本，亦能得到長期發展且建立當地地緣

關係。

(四) 推廣業務方面：

課題一： 加強培育專業人才以利推廣國際市場，尤其是與當

地配合廠商之溝通最為重要，除了專業訓練外，當

地之人文教育及生活習俗亦需列入培育的項目。

課題二： 長期駐點才能了解當地氣候、能源使用習慣及培養

當地人脈與專業人才，以利拓展業務。

課題三： 打進國際市場的行銷手法專家們大致以直效行銷為

重點，如果可以配合通路合作方式亦能增進業務推

廣效率。

(五) 售後服務方面：

課題一： 客服及售後服務應由培育當地人員來運作較可行，

從語言、習慣上也比較容易融入且在成本考量上亦

較占優勢。

課題二： ESCO之服務為長期措施且在售後服務有一定的時

效性，因此以尋找當地配合廠商來合作亦可達到永

續發展之目的。

研究建議與限制

本研究針對研究結果提出建議，同時也對研究限

制與不足的地方提出作為後續研究者的建議：

一、 從國外成功的經驗來看，政府都扮演最重要

的關鍵，因些政府應加速訂定產業管理條

例，建立產業發展環境之健全性為首重目

標，同時增加節能減碳專案融資之資金來源

協助能源技術服務業資金的取得，另外透過

專業人才培訓以及落實證照制度可以提升台

灣節能人才專業技術，同時亦要快速建立節

能績效量測與驗證規範及制度讓企業認同節

能成效是可以量化的。

二、 台灣能源技術服務業應盡速整合，建立產業口

碑以利發展國際市場；引進國外優良節能產品

或技術，媒合國內外業者以達教學相長。

三、 本研究先以初步的市場需求、財務資金、技

術與工程、業務推廣、售後服務五大方面作

為調查，了解台灣ESCO進入國際市場的大

方向。後續研究可依據本次研究的結果，細

部調查台灣ESCO的市場優勢、國際市場進

入時機、當地的商業連接、市場評估、以及

導入模式等，為台灣能源服務產業進入國際

市場有更好的策略依循資料。

四、 在專家問卷的施測對象上，在樣本數上增加

施測量及不同的施測領域甚至不同國家的專

家，如此可以增加意見的正確性，

五、 國際上ESCO之發展與競爭力分析資料甚少，

後續研究者若在時間及經費上允許應多搜集國

內外文獻及相關資料，再依文獻資料作更多不

同面向的問卷調查如此得到的結論會更加嚴

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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