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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Government 

policy of CO2 emission reduc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 from energy saving, and help the 

unemployed peoples who are caused and 

effected on the economic storm. Industrial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ITRI) in March 

2009 and November 2010 had recruited 240 

persons to built up the team of Energy saving 

and protect Environment. Through subject 

training and team practice of real cases service, 

include: professional courses learning in first 

month, coach guide to mission practice in second 

month, and then ran the official site energy 

saving measurement and diagnose service. The 

service objects included commercial building, 

hospital, official building, and industry factory. 

The 240 team members had assist more than 

2850 enterprises completed the energy saving 

of detection and diagnosis analysis work, and 

provided customer energy saving with economic 

benefits analysis. 

After the theory study and practical training, 

most team members had built up the primary 

energy service professional ability, especially in 

field of coordination and independent prospecting 

job of experience.

During term of this training and service project, 

ITRI had to try & make several rectifications of 

the different mode. In personnel training and 

practice planning, ITRI had acquired more 

experience, and established the related training 

courses in energy saving diagnosis standard 

process and detection analysis reports, which 

can provide to future promote and continue 

development for human training reference in 

Energy service field.

Keywords: Energy service, Energy saving 

reduction carbon technology, energy saving 

benefits analysis, Energy saving training

摘要：為了配合政府節能減碳與永續發展的能

源政策，以及協助受到經濟風暴影響之待業人員

提昇就業機會，工業技術研究院(以下簡稱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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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在2009年3月與2010年11月先後二期共招募了

240餘位的節能環保服務團員，(以下簡稱團員)，

透過學科上課、現勘見學、團隊實習與小組技術

服務的實作訓練之後，培養出了一批具有理論與

實務經驗的節能減碳工程師。

整個歷程包含專業課程講授一個月、教練帶團

現勘實習一個月，以及半年以上的正式現場勘查

實作，服務對象包含飯店旅館、住商建築、醫療

院所、公務機關、產業工廠等。

240位團員前後共協助2850餘家企業完成節能

的檢測與診斷，並提供客戶節能潛力與經濟效益

的評估分析，經過此項理論與實作的培訓之後，

團員均已具有節能減碳的初級專業能力，尤其是

與客戶的溝通協調與獨立現勘作業的經驗；從這

兩次的培訓過程中，工業技術研究院也同時建立

了與節能診斷人員培訓相關的作業流程，包含：

課程訓練與績效評核、人力資源管理、行政作業

管理、現勘診斷與報告管理等相關標準流程。

關鍵詞：能源服務、節能減碳、節能效益、節

能訓練

1. 簡介

透過節約能源技術服務的推廣，以達到降低台

灣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一直是政府施政的重要政

策，工研院多年來在節能減碳方面的研發與推廣

也配合政府政策持續的在執行。2009年3月基於

國內節能減碳的市場需求日增，相關技術人力卻

不足；以及面臨全球經濟風暴影響的情況下，許

多的技術人員因為公司裁員而失業；工研院乃先

行招募300位的一年期定期員工，其中40位以推

動節能減碳為主要工作任務，此部分的計畫名稱

為「節能環保尖兵服務團」。首開研發單位從

「人員的招募、課程的規劃與訓練、教練的帶隊

實習以及團員現勘實務運作服務」的一貫化整合

作業。

此一貫化的整合作業，牽涉到的相關部門包

含：人力資源發展(負責團員的招募、面談設計、

敘薪、報到、離職與差勤作業等)、財務會計(發

薪與差勤統計等)、產業學院(課程規劃、講師敦

聘、教室與教材的準備、學科上課的管理與績效

評核等)、公關部門(招募與推廣服務等消息之發

布與媒體之安排等)、技術部門(院內各研究所或

中心等配合提供講師、教練與技術人員，以及後

續訪廠服務的技術指導與報告審查等)以及行政服

務部門(場地設施的供應與維護、團員訪廠的交通

車租借與車用油料供應以及相關函文的收發等後

勤支援)，整個計畫流程簽涉的工作相當的繁雜，

必須要環環相扣，因此事前的規劃、期間的執行

調整與結案的善後等，均需要相當多的溝通與協

調作業。

經過將近一年的歷練，團員們接受一個月的教

育課程、一個月的教練帶團指導，以及八個多月

到各家企業的節能診斷現勘服務之後(包含檢測與

診斷分析以及出具報告等實務作業)，均已具備一

般節能減碳的專業技能，可投入節能或相關的行

業。

由於績效獲得肯定，2010年11月工業技術研

究院再次配合政府擴大就業方案的推動，招募了

200位的團員全數投入節能減碳的技術服務；由

於人數龐大，在人員訓練與實習等的規劃需要有

不同的思考模式，經過半年的推動，在人力資源

與設施空間的調配、現勘作業流程與規範、客戶

聯繫協調與服務等方面有更深入的經驗。工研院

也利用前後兩次的招募與培訓作業，在行政面與

技術面，同時建立了相關的標準作業流程(SOP)

(請參考圖三所示)，其中更包含節能技術服務方

面與客戶的溝通協調作業要點等，所累積的經驗

足以作為後續推動類似計畫的參考。

2. 研究方法

本項計畫可歸類於實驗性的研究方法，初始規

劃時係基於台灣的能源使用效率偏低，節能減碳

的潛力應該很高；不過，在節能減碳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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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動上，半因市場制度尚未能完備，半因所提

供的技術人力與能量仍顯不足，加上許多理工體

系的工作者因為經濟風暴的影響而失業，為了解

決後面兩項的問題，工研院乃興起招募一批待業

工程師的構想，透過專業技術的課程研習與實際

現場作業的培訓，從理論與實務雙向著手，利用

一年的時間養成，訓練出一群的節能減碳專技人

員，投入市場協助節能工作的推動。在培訓的過

程中，同時帶領團員現場實作，提供台灣的企業

節能減碳診斷分析的技術服務。

本研究共分成兩個階段，前期(2009年3月至年

底)與第二期(2010年11月至2011年7月)，由於時

空背景略有不同，其間的差異可以從以下幾個構

面來進行比較：

一、 人員數量與素質：

前期(2009年)招收具備理工背景的待業工程師

共40位，當時會有職類的考量，係基於節能減碳

技術服務需要具備理工的基本知識，為了強化節

能技術與赴現場提供服務的能力，初期的訓練除

了專業技術之外，還包含溝通協調的技巧等。

第二期(2010年)配合擴大就業方案辦理，招收

的人員增為200位。雖然透過平面媒體與多家的人

力銀行網站等各種管道招生，報名的人數與需求

之間仍然不平衡(理工類報名人數不足)，基於就業

平等機會與嘗試異業交流的考量，放寬第二期團

員招收的條件，除了理工之外，也包含如商業、

資管甚至文理等各種職類，經統計分析人力的分

配，(請參考圖 二、團員人力分析[2]。)第二期的

學員由於學歷背景差異大，在先天條件不同的情

況下，從訓練與考核的過程中，評量團員的反應

能力確實會有明顯的差異，不過也有幾位非理工

背景的團員，在後來的報告撰寫與服務品質等項

次中表現優異，他們除了用心學習之外，個性開

朗、願意嘗試的積極工作態度，才是主因。

二、 訓練教材與設施

前期的團員使用的教材雖是初編的第一版，因

為素質較齊一，所以訓練的成效比較第二期有明

顯的差異，加上第二期的團員人數眾多，必須分

成兩批各百人左右在不同的地點上課，除了增加

排課的複雜度之外，教室的空間也較擁擠，多少

也會影響團員的學習效果。不過第二期上課之

前，特別徵得各科講師的同意，進行課堂上同步

錄影，利用院內的e-learning平台，讓跟不上進

度，或是後續分批招募進來的團員，可以自行上

網利用影音畫面自習，比起前期的團圓，在學習

環境上較有改善。

三、 技術服務的品質

由於前期僅分配40位人數較少，初期的見習以

每八人為一組，共分成五組，工研院內部即可提

供足夠的專業教練帶隊，即使初期的診斷尚未有

系統化的工具可以使用，不過，因為團員的素質

較齊一，初期的診斷與分析報告內容，就已具有

相當的品質，除了少數報告在文字的表達需要調

整之外，技術方面的問題較少。

第二期由於人數眾多，加上工商文理背景的人

才兼具，素質參差不齊，工研院內部教練又不足

的情況下，除了另行聘用外部教練支援之外，外

出服務編組時也採用專業交叉的方式，讓不同專

長的人編在同一組，共編列了12組，並以理工背

景的團員優先擔任小隊長，現勘服務的團隊採用

逐漸縮編的方式，初期見習時採6-8人一隊，經過

一個月的練習之後縮為2-4人一隊，以擴大服務的

數量與速度。

為了避免團員素質不齊，報告內容紊亂，工研

院利用多年來能源查核所累積的資料庫，建立6

百多道的能源診斷處方簽，以題庫的方式，提供

團員現勘診斷時的參考，以加速團員診斷的速度

與精度。報告填寫時也採用標準格式範本，以類

似選擇題的填答方式取代前期的自由創作模式，

除了避免報告內容詞不達意的困擾，也加速報告

撰寫的速度與品質。第二期經過半年多的訓練之

後，九成以上的團員均能夠獨立作業，包括非理

工背景的團員，撰寫的報告品質均大有提升。顯

見現場的診斷服務工作若有工具可以輔佐，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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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只要用心學習，泰半經過半年左右的專業訓

練，就可以具有初級節能診斷服務的技術能力。

四、 客戶服務的推廣

本項計畫除了培訓人員，整體計畫另一重點在

完成2800家企業的節能診斷目標，即使工研院

的資料庫裡有數千家的企業資料，赴現場服務也

需要獲得客戶的首肯。因此本計畫發展出一套簡

捷有效的電話溝通技巧，首要找到具有決策的人

士，清楚表明身分與服務內容，說之以情，導之

以利，一般客戶都會很歡迎接受診斷等服務，即

使是公家機構等，大半也只要求正式行個文即

可。不少團員反應在受訓期間，除了技術的增長

之外，更學到了與客戶溝通的要領與技巧，對於

後來的謀職與工作都很有助益，這也是本計畫另

一項無形的成果。

五、 人事管理的掌控

前期40位的團員係經過精選，素質較整齊之

外，大都屬於工程師的性格，分成5組每組8人的

運作相當的順利，加上平均年齡較高，在差勤與

人事之間的管理問題甚少。

第二期200位的團員，根據原先的規劃一半留

在工研院工作，一半分配給其他財團法人如綠基

會、建築中心、金屬中心與產基會等負責管理。

工研院接手的團員佔一百餘人，基於團員經常需

要出差訪廠等，因此在車輛的調派與差勤的管理

上比較複雜，為了管理百餘位的人員差旅，同樣

採用小組長制度，將整團分成12個小組，後來因

為有部分的人員找到新工作而離職，後期再調整

成為11小組，由小組長負責該組人員的差勤與派

車的協調，執行期間或因團員個人的因素，或因

小組長的管理技巧等問題，造成團員之間偶有糾

紛的問題，免不了對於計畫的執行，造成困擾，

計畫負責人除了需要耐心溝通協調之外，借用人

力資源部門的專業協助更屬必要，處理過程中，

或該溝通妥協或是壯士斷腕，宛如戲劇般的精

采。基本上當組織變大時，人員管理的問題自然

也會變得複雜，類此屬於另一項管理的議題，在

此不予贅述。

六、 計畫成果的展現

本項計畫主要成果除了招募並訓練節能減碳的

團員之外，附帶的透過團員的節能現勘服務，同

時也提供企業節能減碳的診斷服務，由於計畫時

程較短，基本上本計畫的定位為協助企業進行耗

能系統的健康檢查，並找出可以節能的機會與評

估其中的節能潛力，以第二期的統計成果，200位

團員利用半年左右的時間，總計協助2140家的企

業進行健檢(請參考表二、2011年能源服務區域統

計所示[3])，推估每年可節能的潛力超過5億多度

的電力, 平均每度電以新台幣3元計算，約合16億

元；依據台電每發一度電約排放0.63公斤的CO2來

換算溫室氣體，預估每年可降低34.5萬公噸的CO2

排放。

3. 結果與討論

溫室氣體效應對於地球永續發展的影響甚鉅，

依據 IEA Energy Technology Perspective 2008 [1]

的分析，2050年全球擬降低 480億噸 CO2之關鍵

技術中，能源使用端效率的改善(也就是節能減碳

的執行)佔整體應變計畫的比例達47%(請參考圖一

所示)，因此，節能減碳是目前國際公認降低溫室

氣體最有效的方案。

從台灣觀點來看，由於本地的能源價格偏低，

以及相關耗能的系統與設備在初始規劃時，容量

設計普遍超大，加上系統設置安裝後的試車調整

不良或使用運轉時的維護保養不足，諸如此類原

因，造成台灣企業的耗能設備運轉效率普遍不

佳。以筆者從事節能技術服務20多年的經驗，一

般企業工廠或商業建築等的節能潛力約在30%左

右，只是業主本身往往並不知覺，或雖有所感卻

不知問題所在。

筆者曾把國內企業無法落實節能的原因分解為

幾大因素(詳表一)，本院所以會推動節能環保技術

服務團計畫，就是希望透過此項計畫，除了提供

民間就業機會，更大的意義是可以協助企業在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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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減碳的迷思中，解決其中的第一至第五大項，

亦即點出企業耗能的原因以及提供解決的方案

等，節能環保技術服務團的計畫所大量複製出的

技術人力，就像撒下節能技術的種子，對於推動

台灣節能減碳的政策，具有非常正面的影響。

兩期的節能尖兵服務團員培訓，工研院總共為

台灣節能服務市場添增了240餘位的技術人才，同

時提供2850餘家企業技術服務，其中第二階段所

服務的企業家數佔2140家，範圍遍佈全省各地，

包含澎湖與金門外島等(請參考表二所示)，顯示本

團團員經過訓練之後的活動力非常的旺盛，本計

畫所完成的課程設計、表單、軟體系統都可作為

未來政府或相關單位推動節能減碳的參考。

4. 結論

推動節能減碳的技術服務是筆者多年來的志

願，透過人才的培訓與實際的技術服務，就是最

有效的手法。本項計畫雖因執行的時間較短，無

法確認所有的客戶對於本計畫的團員所提供的節

能健檢方案，是否真的落實執行；不過，在現場

節能會勘服務時，本計畫的團員已經會適時的與

客戶的維護保養或設備操作人員討論，透過討論

就已經達到傳播節能技巧的目的。此外，經過幾

場的實習具有實務經驗之後，本計畫團員也會協

助業主就現場的控制設定點等進行確認，屬於

簡單可調的部份或是需要清理的設施，也會進行

即時的改善。類此的節能效益不用花費任何的費

用，往往效益卻是最高的。例如以室內溫度的設

定為例，只要調高1℃，空調系統就有4.5%左右

的節能效益；又如冷卻水塔的清洗，每降低冷卻

水溫1℃，就可以減少冰水主機3%左右的耗電；

事實上，順手之勞就能節能，我們希望透過這一

群節能減碳專業人員的廣宣，不斷的擴大節能的

知識效應，這些散播出去的團員種子，未來必然

會不停的協助企業、學校、社區甚至家庭落實節

能減碳，降低溫室氣體的排放。

表一、國內企業無法落實節能的主因 [1]表一、國內企業無法落實節能的主因 [1]

項目 現   象 原   因

1 不自覺耗能不合理 缺比較數據

2 自覺卻不知原因 缺儀器量測分析

3 承辦人知原因但不想改 缺乏誘因或怕風險

4 想改但不知道方法 缺技術

5 知道方法卻不知找誰 缺資訊

6 知找誰可是沒有預算 缺經費

表二、第二期團員能源服務區域與家數統計表二、第二期團員能源服務區域與家數統計

區域 家數 區域 家數 區域 家數

基隆市 26 臺中市 210 高雄市 156

台北市 296 彰化縣 92 高雄縣 10

新北市 242 南投縣 51 屏東縣 40

桃園縣 230 雲林縣 41 宜蘭縣 88

新竹市 126 嘉義市 27
花東與

離島
113

新竹縣 120 嘉義縣 50

苗栗縣 64 台南市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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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2050年全球擬降低 480億噸 CO圖一、2050年全球擬降低 480億噸 CO22 之關鍵技術 之關鍵技術

圖二、第二期團員人力分析圖 [3]圖二、第二期團員人力分析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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