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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摘要

目
前全球能源即將耗竭以及溫室現象問

題越來越嚴重，世界各國紛紛投入節

能減排的行列。由於過去傳統節能改

善工程不夠嚴謹及透明化，使得政府機關節能

政策遭受質疑，金融機構審核客戶節能融資沒

有信心，業主與廠商間節能效率認定糾紛不斷。

國際節能績效量測與驗證的規範可解決過去傳統

節能改善工程的缺點。節能改善工程遵循量測與

驗證(M&V)可確保節能量的精確性、完整性、透

明性及一致性，還可成為政府訂定節能政策時的

背書工具，金融機構審核節能專案是否可行的依

據，能源技術服務業者有具體節能效率可保證收

到款項無疑，能源用戶可預算成本的支出，設備

廠商依據為規格規範，亦可成為京都議定書碳排

放交易保證價值的工具。M&V是國際認可的方

法學，遵循此方法將可使能源技術服務業的市場

蓬勃發展，增加就業率。本文主要目的是介紹節

能績效量測與驗證的重要性，最後以案例說明比

較傳統節能模式及ESCO模式(IPMVP模式)的差

異。希冀政府機關、融資業及更多的能源產業相

關人員重視節能績效量測與驗證，M&V廣泛應

用在節能產業上，最終達到節能減排目標。

前言

地球暖化現象日益加劇，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

公約，哥本哈根締約國初步共識控制全球溫度

上升不高過2℃。溫室氣體減量，減少二氧化碳

排放量是國際共識與努力目標。我國於2008年6

月5日通過「永續能源政策綱領」，目標為2016

至2020年間回到2008年排放量水準、2025年回

到2000年排放量水準，長期預計於2050年回到

2000年排放量50%水準，以與世界趨勢接軌。

從能源統計手冊[1]可知，目前世界之石油、媒

碳等原料儲存量分別剩餘41及133年左右。目前

各界均致力於減少使用能源及改善耗能設備效率

等。諸多簽署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的

國家，希望透過議定書之規範，在環境、健康及

安全下，限制大氣中溫室氣體含量，防止劇烈的

氣候變遷對人類造成傷害。藉由開發新能源與節

約能源技術來減少對石化燃料的依賴，達到溫室

氣體減排目標。但開發一單位能源的成本遠比節

省一單位能源的成本昂貴。透過節約能源技術的

研究、倡導與應用及溫室氣體的減排，以降低能

源進口依頼度是台灣目前當務之急。

發展M&V的急迫性與重要性

過去傳統的節能工程計算，利用改善前、後

的耗能差異做為節能量的考據，這方式無法有

效的將實際節能量反映出來。政府機關若以傳

統節能方法計算節能量目標時，無法得到國際認

可，在京都議定書的碳排放貿易部分是無法順

利完成交易的。台灣目前有能源服務公司聯盟

(Energy Service Provider Alliance, ESPA)，能

有效的協助客戶一次完成節能規劃和解決能源費

用上漲等問題。此聯盟未來目標是進入國際市

場，若使用傳統舊有的節能計算方式，亦將無法

得到國際的認可。國際節能績效量測與驗證規

節能績效量測與驗證的重要性及案例分析節能績效量測與驗證的重要性及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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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International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and 

Verification Protocol，IPMVP)[2]能解決過去傳統

節能計算的缺失。IPMVP節能專案之量測與驗證

(M＆V)，同時考慮到改善前、後的耗能差異及操

作條件不一致的情形，能反映真實的節能量，節

能量也受國際的認可。節能績效量測與驗證優勢

如下：

1. 增加節能量，所謂的增加節能量並非指單一措

施可節省更多的能量，利用M&V可精確地確

認節能改善措拖的節能量，使能源用戶與設備

管理者得到直接的回饋，此時節省下來的金額

可成為其他節能改善措施的用途或設備的改善

等，達到持續改善的目的。

2. 能源技術服務業要在國際市場競爭時，利用

M&V的方法計算節能量，有國際認可標準，節

能績效不會有糾紛產生。

3. 金融機構在投資節能改善工程時，依據M&V計

畫書所確定的節能量，有透明度及可靠性，可

減少承擔風險的機會而增加投入資金的信心。

4. 國家政策部門訂定節能目標時，依據M&V方

法，節能量認可與國際一致，減少節能業者與

能源使用者間的糾紛。

5. 能源設備廠商或能源用戶依照M&V的計畫，

找出耗能的設備及元件加以改善，提高能源效

率，減少運轉成本。

6. M&V計畫有規定溫室氣體排放的貿易交易資

訊，利用M&V計畫，可增加節能減排額度的價

值。

7. M&V提高節能績效的可信度，能源用戶有信心

執行節能減排，社會大眾認可節能的價值，將

樂於參與節能工作，邁向低碳生活的目標。

M&V是以嚴謹的數據資料(基準線及操作條件

等)加上系統化的執行步驟，主要是降低風險、增

加精確度及減少能源支出成本，以永續發展為目

標。數據資料檔案化的資訊，包括能源帳單、短

期或長期量測所測得的數據、環境氣象的數據、

設備規格、數量、運轉條件、人員進出的時程…

等。蒐集上述完整的資料後變成檔案，以供後續

計算實際節能量時的依據。系統化的執行步驟，

節能績效專案是從盤查、診斷開始，針對需改善

的設備或措施提出建議，並開始蒐集基準期的資

料。此資料與數據資料檔案化所需要的資料相

同。節能改善工程施作完畢後，要檢查設備或措

施是否確實安裝，是否按照M&V計畫中的條件運

轉，量測改善後的耗能與操作資料，依照M&V的

計畫計算節能量。節能量已達成時，還要依M&V

計畫要求決定繳交報告的次數，及按照計畫進行

維護保養。依以上準則執行流程，可以達到最佳

的節能效益，如圖1所示。藉由本文突顯M&V對

節能減排的重要性，希望取得政府機關、金融機

構及能源用戶的重視，使台灣能在世界各國紛紛

投入節能減排的同時也能為地球盡一份心力。本

文將M&V所能提供的服務範圍及效益整理如表1

所示。

我國節能改善工程存在的問題、制度障礙

及解決之道

1、 目前我國還沒有建立完善的節能技術服務

法律體系及配套措施，法規仍處於建立的階段。

圖1、節能績效保證專案利用M&V之節能效益圖1、節能績效保證專案利用M&V之節能效益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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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節能改善工程時，缺乏完善的體系和明確的

目標。在政府採購法令中未明定節能改善工程必

須由ESCO公會的會員或廠商來執行而往往採最

低標，使得能源技術服務公司無法與傳統節能工

程公司競爭。各種傳統節能工程改善業者可以搶

標，使改善工程的品質良莠不齊，劣幣逐良幣的

情形不斷的發生，阻礙了ESCO產業的發展。若

政府規定節能改善工程必須以M&V方法執行，除

了可有效的達到節能的目的外，也可使所有的節

能效率透明化、一致性，執行M&V計畫的能源

技術服務業者較有優勢，也可建立良好的產業秩

序。

2、 由於M&V計畫從能源診斷到節能改善工

程施作完成後的效率報告都有嚴謹的規定，金融

機構對於節能專案有投資的意願時，參考M&V計

畫，可瞭解投資風險，判斷投資意願。

3、 傳統節能改善工程完工後，施作業者與業

主對節能的驗證試車結果，常常有認知上的差異

而糾紛不斷。若以M&V計畫來做節能改善工程，

由於有嚴謹的規範，並第三方驗證單位的規定也

很嚴謹，因此績效透明一致，不會有認知差異糾

紛，節能效率明確，對業主及廠商來說都是很好

的保障。

4、 新建節能案件，由於沒有過去的設施可以

比較，業主會認為裝設機器反而增加耗能量及增

加成本。傳統節能改善工程，由於預測的結果常

常與實際相差甚遠，施作業者不敢保證，業主沒

有信心。使用M&V方法可明確告知業主，節能工

程成本支出與使用後實際節能量的比較， M&V

是具精確性、完整性、一致性及透明度，可使業

主放心。

5、 節能改善工程通常是針對耗能設備做改

善，傳統的節能工程都是對單獨元件或設備做改

善，如要改善其他耗能設備時，還需再次支付該

設備的節能改善費用，這對業主或能源用戶來說

是非常困擾的。使用M&V計畫，付一次款(one 

stop shopping)就可以得到執行完全改善(Total 

Solution)工作，由於M&V有四個選項，分別針對

單獨系統或整棟建築物做節能改善，是量身訂作

的服務。

案例分析

案例說明：案例說明：

本案例是以某學校之照明系統效率提升為例說

明[2]。學校為減少照明系統之耗電，將舊有照明

燈具更換成高效率燈具。照明系統共分成三個迴

項目 執行成果

能源數據管理及報告

設備運轉成本的減少

能源管理效益增加

能源報表的準確性提高

帳單錯誤有財務報表得到糾正

能源與風險管理

能源價格不確定性和波動性降低

降低能源耗用

最佳化能源運輸與傳送費用

高效性能管理

企業員工訓練

最佳化現有系統(效率提升)

能源消耗降低

可永續發展管理

滿足政府機關的能源指標

新的節能項目或新能源發展

企業永續發展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表1、M&V提供之服務範圍表1、M&V提供之服務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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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根據電費單可知過去一年之照明系統總耗電

量為58,054 kWh。提升照明系統效率雖可降低空

調冷房負荷，但在本案例中影響不大，所以該項

影響可忽略不計。此外，在11月～3月需要暖氣

的季節時，由於照明效率提升，導致室內熱獲得

下降，需要使用更多的天然氣以滿足暖房需求，

約提昇5%的鍋爐負載(其冬季平均效率79%)，

透過天然氣帳單可知過去一年天然氣耗量為

63,250Nm3。改善前照明系統之說明如下所示：

1、連續量測照明迴路30秒，平均耗電率為21 

kW，其中有1%的燈管已燒毀，因此平均耗電

率為20.8 kW。

2、根據過去的電費單可知，學校於七、八兩月的

耗電量較低，因此假設七、八兩月照明系統耗

電假設為50%總耗電率，即10.4kW。

接下來將分別針對用電度數、用電需量與天然

氣使用量進行節能效益之分析。

量測與驗證：量測與驗證：

由於考量到照明系統效率提升亦會影響到暖氣

負荷之需求，因此節能績效的評估適合以選項C

做為量測與驗證模式。藉由學校之電費單與天然

氣帳單做為節能效益之評估依據。在量測與驗證

的過程中，除了需考慮到天然氣用量之變化外，

還必須針對各照明迴路的操作使用狀況的不同，

進行基準線的調整。接下來則開始進行照明系統

效率提升之節能效益分析。改善後的耗電情形如

下所示：

1、改善後平均耗電率為12 kW，其中有1%的燈

管已燒毀，因此平均耗電率為11.88 kW。

2、七、八兩月照明系統耗電為5.94 kW。

節能效益分析：節能效益分析：

在節能效益的評估中，若以傳統節能計算的方

法，則直接針對照明系統改善前與改善後的耗能

差異做為其節能量的評估，如表2所示。

而用電需量的部分則由基準年之用電需量231 

kW-mo(21 kW × 10 mo + 10.5 kW × 2 mo)變為改

善後用電需量132 kW-mo(12kW × 10 mo + 6 kW 

× 2 mo)。另外，由於傳統節能改善工程的方式，

是只針對照明部分，並不會去計算其他的系統是

否會因為此節能改善工程的實施而降低或增加能

源，因此，在傳統的方式計算上，就只到此就結

束了。

在節能效益的評估中，若遵循M&V的方法，就

必須先進行基準線之建立與調整為主。該學校之

照明系統於改善前之基準線總耗電量為56,164 

kWh。但由於照明迴路編號2在改善後期間，比過

去一年多使用了約510小時，因此必須針對基準

線總耗電量進行調整，以確保評估出來之節能效

益是完全因照明效率提升所獲得的，如表3所示。

而在此案例中，因為使用的條件皆相同，所以天

然氣基準線使用量不需經過調整。表4為改善前照

明系統耗電量以及天然氣使用量之基準線，其調

整情形如表5所示。在照明耗電部分，僅有在照明

迴路編號2之操作狀況與過去一年相差甚大，改善

表2、照明系統改善前、後節能量計算(傳統節能模式)表2、照明系統改善前、後節能量計算(傳統節能模式)

改善前耗能量

照明負載比例

% 

耗電率 

kW

用電度數 

kWh

總用電度數

kWh

18% 3.74 899 

56,16461% 12.69 17,002 

21% 4.37 38,264 

改善後耗能量

照明負載比例

% 

耗電率 

kW

用電度數 

kWh

總用電度數

kWh

18% 2.14 513 

35,77461% 7.25 13,407 

21% 2.49 21,854

節能量計算(改善前-改善後) 20,390

資料來源：台灣能源技術服務產業發展協會，ESCO節能成功案例彙

編，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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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年耗能量

照明負載比例

% 

耗電率 

kW

每年開燈時數 

hr

用電度數 

kWh

18% 3.74 240 899 

61% 12.69 1,340 17,002 

21% 4.37 8,760 38,264 

總計（100%） 20.8 56,164 

資料來源：台灣能源技術服務產業發展協會，ESCO節能成功案例彙編，2008。

改善後期間之基準年耗能量 基準年

原始量

kWh

調整量 
照明負載比例

% 

耗電率 

kW

每年開燈時數 

Hr

用電度數 

kWh

18% 3.74 240 899 899 0

61% 12.69 1,850 23,473 17,002 6,471

21% 4.37 8,760 38,264 38,264 0

總計

100%
20.8 62,635 56,164 6,471

資料來源：台灣能源技術服務產業發展協會，ESCO節能成功案例彙編，2008。

改善後耗能量

照明負載比例

%

耗電率 

kW

每年開燈時數 

hr

用電度數 

kWh

18% 2.14 240 513 

61% 7.25 1,850 13,407 

21% 2.49 8,760 21,854

總計 11.88 35,774

資料來源：台灣能源技術服務產業發展協會，ESCO節能成功案例彙編，2008。

表6、照明系統改善後之耗能量表6、照明系統改善後之耗能量

表5、照明系統調整量的計算表5、照明系統調整量的計算

表4、照明系統改善前之基準線表4、照明系統改善前之基準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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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之使用時間約 1,340小時，改善後則增加至

1,850小時，因此調整量部分需依比例加上6,471 

kWh。而在其他2個照明迴路以及天然氣則不需

再經過調整。

表3、改善前(基準年)與改善後之操作狀況表3、改善前(基準年)與改善後之操作狀況

改善後照明系統耗電量如表6所示。在採用照

明效率提升措施之後，每個照明迴路之耗電量皆

明顯下降。但在天然氣使用量部分，由於照明效

率提升，使得室內熱獲得減少，反而導致整年

所需的天然氣使用量增加。如表7所示，經改善

過後，若僅評估照明之耗電，則一年將可節省

26,861 kWh，此時屬於選項A之量測與驗證模

式；若以選項C同時評估暖氣耗能時，由於照明

系統效率提升後，將導致11月～3月的鍋爐負載

增加5%。鍋爐於冬季操作之平均效率為79％；

資料來源：台灣能源技術服務產業發展協會，ESCO節能成功

案例彙編，2008。

基準年鍋爐燃料耗量為63,250m3。將全年節省

之用電度數平均分配給12個月(26,861 kWh ÷ 12 

=  2,238kWh)，11月~3月增加的鍋爐負載為560 

kWh(5% × 2,238 kWh/mo × 5mo = 560 kWh)，因

此，鍋爐需增加的能量與燃料量分別為560 kWh ÷ 

79% = 709 kWh(約增加燃料61.6 m3)，以滿足暖

氣負荷需求。而用電需量的部分則由基準年之用

電需量231 kW-mo(21 kW × 10 mo + 10.5 kW × 2 

mo)變為改善後用電需量132 kW-mo(12kW × 10 

mo + 6 kW × 2 mo)。

若以選項C做為節能績效量測與驗證模式時，雖

然可藉由電力公司或瓦斯公司所提供的帳單做為節

能效益計算依據，其量測成本亦將比選項A或B低

廉，但是帳單內容將不會顯示各項影響能源使用量

之參數，例如外氣條件、機台使用率、人員佔有率

等，因此影響能源使用量之參數亦需藉由實際量測

或監控記錄來取得。此外，能源價格亦屬於影響節

能費用的參數之一，因此在建立能源費用之基準線

時，亦必須注意到改善前、後之能源單價的波動情

形。

由上述的案例分析，傳統節能模式雖然在做法上

簡單，可是卻忽略了許多重要的參數，使得節能量

的計算被簡化而無法實際反映，反觀ESCO專案由

於遵循M&V 計畫的精神，找出每個會影響耗能的

因子，並加以計算，使得節能效益大大的被提昇，

資料來源：台灣能源技術服務產業發展協會，ESCO節能成功案例彙編，2008。

表7、選項A與選項C之差異表7、選項A與選項C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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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O模式(IPMVP) 傳統模式

技術區別 系統整合（含單獨系統）系統整合（含單獨系統） 單獨系統

量測與驗證方式
4種M＆V選項4種M＆V選項  

M＆V與國際接軌M＆V與國際接軌

1種計算方式、無調整量 

無驗證機制

基準線訂定 有強制訂定有強制訂定 無強制訂定

節能量

計算方式

= 基準線耗能量 - 改善後耗能量 ± 調 ± 調

整量整量

= 改善前耗能量 - 改善後耗

能量

商業模式

節能效益分享型 

節能量保證型 

能源服務託管型

一次驗收解決

資金取得

方式

協助能源用戶取得融資 

能源用戶自有資金
能源用戶自有資金

節能績效

評估結果

受國際認可受國際認可

具有節能量與節能持續性之保證具有節能量與節能持續性之保證

無保證

部分無法受國際認可

（節能工程做白工）

一條龍的服務

O n e  S t o p 

Shopping

有有 無

透明性 有有 無法透明

完整性 有有 無

風險性 小小 大

收款可靠性 可成功收款可成功收款 不保證完全收款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專題報導

表8、ESCO專案與傳統模式執行內容比較表表8、ESCO專案與傳統模式執行內容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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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使得必須多增加的耗能被找出來，除了保守的

計算節能效益外，亦完整的描述出整個建築物所

有系統的耗能影響，而不是只有單獨的系統。本

文將ESCO模式(IPMVP模式)及傳統節能模式加以

比較，如表8所示(見左頁，P10)。

結論

台灣是高度依賴能源進口的國家，全球能源進

入枯竭階段，在節能減排意識高漲之際，漠視節

能績效量測與驗證(M&V)的議題，將來恐會產生許

多無法想像的困難。因節能績效量測與驗證可提

供透明、精確、完整、一致性的節能績效資訊，

政府機構可藉以訂定精確、透明、永續的能源管

理政策，金融機構在審核融資時根據其精準性效

益可評估投資風險，提高協助能源業者擴展業務

的意願。能源使用者由能源績效量測與驗證(M&V)

計畫，可明確瞭解節能的效益而願意為單一元件

或整體設備做節能改善工作。希望藉由本文的介

紹，讓大家瞭解節能績效量測與驗證(M&V)的可靠

性，從而願意執行節能減排工作，讓節能減排因

此更普遍化、透明化、確實嚴謹，產業無能源使

用障礙而可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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