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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1. 成立於2007年7月，實收資本額1000萬
2 2014年榮獲經濟部能源局頒給「能源技術服務業績優廠商獎2. 2014年榮獲經濟部能源局頒給「能源技術服務業績優廠商獎」
3. 中華民國能源技術服務商業同業公會
 創始會員
 常務理事(201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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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華民國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會員
7 位全職冷凍空調工程技師7. 4位全職冷凍空調工程技師
8. 4位全職美國節能績效驗證專業工程師(CMVP)鈞元能源技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JUN YUAN ENERGYTECH ENG. CO., LTD.
桃園市龜山區忠義路二段638巷16號 TEL: (03)328‐3693 FAX: (03)328‐3697                          http://junyuanet.myweb.hinet.net/

主要服務項目
 空調系統設計規劃、監造管理委託技術服務

政府機構空調工程實績
 空調系統設計規劃、監造管理委託技術服務
 節能改造顧問、診斷評估與工程承攬
 節能績效保證統包工程(ESPC)
 節能績效量測驗證(M&V)規劃
 能源管理系統(EMS)規劃設計與工程承攬 能源管理系統(EMS)規劃設計與工程承攬
 中央空調冰水機房汰換與效能提升專案
 熱泵熱水系統工程
 配管與機電整合系統(MEP System)

ESPC I (合約期: 101~108年)
某政府機關大樓，執行節能改善措施如下：
1) 汰換一台老舊冰水機及附屬冰水泵及冷卻水泵

汰換冷卻水塔為方形直交流式變頻水塔

ESPC II (合約期: 102~105年)
某大專院校 執行節能改善措施如下2) 汰換冷卻水塔為方形直交流式變頻水塔

3) 變更定水量冰水系統為變水量
4) 增設冰水機房能源管理系統
5) 汰換部分燈具為LED燈具
6) 汰換溫控器與控制閥為聯網型溫控器與控制閥

某大專院校，執行節能改善措施如下：
1) 增設學生男女宿舍各1組熱泵熱水系統。
2) 增設溫水游泳池1組熱泵熱水系統。
3) 汰換圖書館及宿舍燈具為T5燈具。
4) 汰換體育館燈具為LED燈具。)

7) 調降電力契約容量(480kW350kW)
105年相對於99年節省303,360kWh，節電率約33.1%。

)
5) 設置遠端能源管理系統。
逐年驗證，皆能達成合約節能率45.1%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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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經濟部於1月30日公告108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其中離岸

風力為5.5160元/度。

經濟部於1月30日召開108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審定會第5次會

議，並於會後舉行記者會，經濟部表示，審定結果整體費率相較107年
度調降。其中，太陽光電區分上下半年二期費率，上半年躉購費率介於

4.1094~5.7983元/度；陸域風力1至30瓩級距為7.8759元/度、大型陸域

風力則為2.5438元/度；離岸風力為5.5160元/度(前10年6.2795元/度，

後10年為4.1422元/度)；生質能及其他再生能源維持107年度水準。

 (摘錄自2019.1.30  能源局網站新聞與公告  )

二、台電公司營業規章修正公告

中華民國108年2月18日經濟部經能字第10804600810號准予台灣電力

股份有限公司修正營業規則並修正名稱為「營業規章」，修正後條文內

容請點閱「台電公司營業規章」。
封面作者：中國書法學會 
台東服務處主任周仁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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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工業節能產業現況探討與實際生產線節能改善之案例分析

工業節能產業現況探討與
實際生產線節能改善之案例分析

摘要

金
屬中心發展加熱節能系統及工業節能泵浦模

組等兩項技術，已受業界肯定並導入產線所

使用，本研究將以水處理製造業「濾芯產品」實際

生產線之節能改善，做為案例進行探討，摺紙式濾

芯產品的製造，其製程需要透過注膠加熱與油壓沖

孔製程，才能完成產品的製造，本研究將針對注

膠加熱製程進行探討，該案例之廠商故有的生產設

備是從美國移植回來的專用機，其製程需在注膠完

後進行加熱之程序，舊設備是採用天然瓦斯明火加

熱，溫度不容易控制且耗費瓦斯能源，製造成本居

高不下，產品製造過程也都是由人來監控，金屬中

心了解廠商需求與設備使用上之困擾後，提出採最

佳化高週波加熱機制，並依不同的產品尺寸、配方

做即時且精準溫度加熱控制，此作法降低以往瓦斯

加熱溫度的不穩定性，大大增加產品的穩定度，也

因注膠加熱及沖孔全程皆由程式控制，省掉人力之

監控，提升產品之良率達98%，同時也大幅降低了

能源的使用量，改善後節能率為70%。

一、前言

近年來世界各國為追求工業與經濟發展，大量使

用天然資源，如：煤、石油、天然氣等化石燃料，

這些天然資源經再製轉換成工業能源後，不僅產生

溫室效應氣體，也造成環境的空氣污染，這樣過度

的使用天然資源，改變了地球原本的氣候型態，造

成全球氣候變遷，影響生態環境及人體健康，根據

統計近20年來台灣工業用電從1999年的640億度，

成長到2017年的1212億度，在台灣能源政策轉型

的陣痛期，工業大戶最關心的除了電價外，更是用

電的效率，如何將有限的電力資源做最有效的分配

與利用，使得工業節能成為重要的政策議題。

二、工業節能產業現況

節能技術非單一技術，涵蓋生產設備、製程及硬

體、智慧電表、感測器、節能設備、能源管理及

ICT等技術，台灣工業節能系統業者分別為上游感

測與控制系統廠商、中游通訊模組及軟體廠商、下

游系統整合及服務廠商，從上游、中游到下游之產

業鏈包括零組件、模組、軟硬體設備及服務等區

塊，下圖1為工業節能產業鏈關係圖，從圖中可以

了解到，該產業鏈上游以客戶需求、感測器、通訊

模組及資訊設備為主，中下游則以系統整合服務及

能源管理服務為範疇，經統計中下游廠商約有239

多家 (北部121家、中部84家、南部34家 )。

圖1、工業節能產業鏈關係圖

(資料來源：工研院-工業部門節能診斷及分析)

三、	工業節能產業面臨問題與解決方法

工業節能效率上仍有空間，國內節能系統產業普

遍欠缺工業製程經驗，因此無法有效改善大量用電

設備之節能方法，大多數節能產業業者僅以改善空

調與照明為主，而非真正切入能耗較高的製程段節

能，根據調查台灣工業節能業者包括SI業者⋯等，

普遍欠缺節能模組化、工控、感測及製程與節能

技術之整合能力，如圖2所示。因此，要達到高效

率工業節能就必須從製程端著手進行，未來應以製

程節能控制模組升級為目標，根據耗能廠商的各種

不同需求，整合高耗能設備之軟硬體，包含：機、

 I 邱振璋副處長 張浩禎工程師 黃加助工程師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能源與精敏系統設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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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ICT⋯等技術，打造效能最佳節能系統。

圖2、工業節能產業技術需求

(資料來源：材料世界-日本節能技術戰略2017.01.18)

下圖3、圖4為製程節能、工控整合及能源管

理產線設備實際面臨之技術缺口，目前工業節能

作法是以更換低耗能硬體等被動手段，SI業者欠

缺製程節能與系統整合的能力，節能系統業者欠

缺主動式節能模組化技術，導致製程節能無從著

手，陷入不知如何改善窘境。

 

圖3、產線設備電控及工控系統

本研究透

過產學研投

入優化工業

節能系統技

術與研發能

量 ， 經 由

系統整合技

術，將異質

資料收集、

分析與控制

技術及相關

領域製程知

識整合，填

補產業節能

技術缺口，

結合工業節能系統廠商，開發高智慧化、高效

能節能軟硬體技術，縮短建置時間加速產業節

能推動。

圖4、實際產線製程生產狀況了解

四、	工業節能產線應用實例-注膠加熱

製程能耗改善

改善前狀況說明：圖5所示為既有的注膠加熱

製程系統，該設備是80年代後期，從美國移植

回來的專用機，迄今已20餘年，加熱機制為明

火加熱，所使用的燃料為天然瓦斯，瓦斯年使

用量為11,583m3立方公尺，改善前設備溫度皆

由人工手動控制，製程溫度掌握及穩定性非常

的差，瓦斯管路配置複雜，如圖6所示，人員

操作使用上不容易控制，相對容易有工安上的疑

慮。

圖5、瓦斯明火加熱生

產線

圖6、瓦斯管路配置

複雜

改善後結果：以往做法瓦斯明火為連續式供

應，當模具未至加熱定點仍於移載過程，瓦斯

亦必需持續供應，此作法大量浪費燃料能源，

本研究透過高週波加熱之機制，如圖7、圖8所

示，高週波加熱是由被加熱物體自體產生熱量，

並能直接轉換為熱量，不需要傳導，整合高週

波應用加熱時間≦ 8s (70℃)，該產線之節能製程

設備，依不同的產品尺寸、配方做即時且精準

溫度加熱控制，當模具處於移載過程中，未至

加熱區時，可透過閉迴路PID程控，將高週波

加熱機制關閉，整個生產過程中搭配接紅外測溫

及齒輪泵浦定量控制 (注膠系統 )，全程智慧自動

控制，精確掌握製程溫度、提高加熱效率及精

準的使用能源，以避免不必要的浪費，本改善

措施大幅提升能源使用效率，降低瓦斯明火不

易控制之缺點，增加產品的穩定度，也因注膠、

加熱全程皆由程式控制，省掉人力之監控，提

升產品之良率可達98%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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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高週波線圈加熱機制

圖8、新設計之高週波注膠加熱產線

五、加熱製程設備改善後節能效益分析

根據統計加熱製程設備運轉時間13.6hr/day，淡

季日產量約2,500pcs至3,000 pcs 、旺季約5,000 

pcs 至6,000 pcs (年產量約1,000,000件，生產速

度18sec/pcs)，搭配三台待機可停熱之節能摺紙注

膠加熱製程設備，加熱製程設備運轉時間一年

5,000HR，透過安裝智慧電表，如圖9所示，與

RS485，如圖10所示，進行能耗資料擷取估算，

如圖11所示，生產1,000,000件產品所消耗電力

為35,200度，經過熱值轉換，透過新式節能設

備，生產每件產品所消耗的熱值為30.27kcal。

 

圖9、玖鼎智慧電錶(型號PA310/3CTs-Φ24-

200A)

圖10、RS485數據擷取模組(研華ADAM-4561)

圖11、雲端能源使用狀況管理平台

舊式注膠加熱製程設備年度耗能狀況，生產

1,000,000件產品所消耗瓦斯為11,583m3，經過熱值轉

換，每件產品所消耗的熱值為104.25kcal。

改善前後節能率計算方法如下：

電能熱值 (千卡 ) Heating Value(kcal)

新設摺紙注膠加熱製程設備年度耗能：

年生產1,000,000件產品所消耗瓦斯為17600度，經

過熱值轉換，每件產品所消耗的熱值為15.13kcal。

電能熱值 (千卡 ) Heating Value(kcal)

注膠加熱製程設備節能效益為：

節能率

二氧化碳排放量

瓦斯

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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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熱值轉換比較瓦斯及電力能耗，估

計節能率為70%、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

2,264Kg。

新設主機年度耗能：

主機節能效益為：

六、結果與討論

改善前注膠加熱產線，加熱機制採用天然瓦斯

明火加熱，其製造過程需要將模具加熱至適當

溫度，才可進行產品生產，在製程過程中膠體

注入模具後，膠水會產生自體之化學反應，該

化學反應過程中會產生熱能，因此，外部的加

熱系統是要填補溫度不足之情況，當然，如果

該模具的溫度是處於合適之製程溫度；那外部加

熱系統則無需對該模具加熱，但是問題來了，

瓦斯加熱機制本身就是一個不易控制的系統，

且在製程過程中都必需常態性開啟，而無法進

行經常性的開關動作；如此的製程方式長時間運

轉，將會造成大量的能源虛耗，且製程良率不

佳。改善後採高週波加熱之機制，並依不同的

產品尺寸、配方做即時且精準溫度加熱控制，

當模具處於移載過程中或模具餘溫已足夠的狀態

下，該模具就不需要再進入加熱區時進行加熱，

此時就可將高週波加熱機制關閉，以減少不必

要的能源虛耗，亦降低產品重工所產生的額外

能耗，圖12為設備改善前後節能技術比較，實

際 改 善 前

後 加 熱 製

程 設 備 能

耗 及 節 能

率 計 算 結

果 ，如 表

一 、表 二

所示。
圖12、製程產線輔導前後加熱機制改變

七、結論

本成果為執行經濟部技術處委辦金屬中心「在地產業

創新加值整合推動計畫」所得，經濟部技術處即將工業

節能列為執行的重點，金屬中心憑藉長年以來輔導傳統

產業所累積的經驗，開發出國內第一套透過高週波取代

瓦斯明火加熱的製程最佳化加熱節能模組，成為工業節

能的新利器，精準預測製程中所需要之能源消耗數據，

透過製程最佳化加熱節能模組，可補足國內目前欠缺

智慧節能軟體與高耗能設備之虛實整合，解決機、電、

ICT 、系統整合能量不足的問題，該模組以加熱PID控

制與製程最佳化技術改善加熱設備耗能問題，從設備的

改善到整廠節能模式的建立，未來更希望進階到智慧工

廠的目標，透過雲端總管及設備聯網服務，由廠內到廠

外，工廠至園區，這個能耗管理平台能提供24小時能源

設備看管及資料分析，達到節能效能及產能成效提升。

參考文獻
1.  台電歷年行業別用電統計資料2018年5月。
2. 經濟部能源局，能源發展綱領(核定本)，2012年10月。
3. 經濟部能源局，我國燃料燃燒二氧化碳排放統計，2015年07月。
4. 經濟部能源局，能源發展綱領政策評估說明書(草案)，2010年12月。
5. 行政院節能減碳推動會秘書處，國家節能減碳總計畫(核定本)，2010年05月
6. 謝德勇、邱欣瑜，歐盟2050能源路線圖，2012。
7. 經濟部能源局能源平衡表，2018年06月。
8. 經濟部能源局能源產品單位熱值表2018年06月。
9. 高橋刊次郎，高週波工業應用技術，復興出版社，1983，台北，第8-20
頁。

10. X.M.Wan and J.X. Liu, “Key Factors Influencing Welding Quality of Cemeted 
Carbide and Steel Matrix with Hi-frequency Induction Brazing and Its Improvement 
Measures, Hot Workong Technology, Vol.39, pp.183-186, 2014.

11. J. Liu, L. Sheng, J. Shi, Z. Zhang and X. He, “LCC Resonant Converter Operating 
under Discontinuous Resonant Current Mode in High Voltage, High Power 
and High Frequency Applications, “ IEEE Conf. on Applied Power Electronics 
Conference and Exposition, 24th APEC2009, pp. 1482 - 1486, Feb. 2009.

12.何婉如，高頻串聯諧振雙向直流轉直流轉換器研製，碩士論文，國立臺北科
技大學，電機工程系。

13. R. K Sahu, S. Panda, U. K. Rout, D. K. Sahoo “Teaching learning based 
optimization algorithm for automatic generation control of power system using 
2-DOF PID controll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ical Power and Energy 
Systems, pp. 287-301, 2016.

14. 工研院-工業部門節能診斷及分析。
15. 材料世界-日本節能技術戰略2017.01.18

誌謝

本研究之完成，要特別感謝經濟部技術處的經費補

助，同時也要感謝黃國修、陳信宏、林欣吾、張添盛、

蔡新源、芮祥鵬委員、陳玉松、陳鐵元及曹鴻達顧問提

供寶貴的意見，讓研究得以更完備，最後要感謝所有參

與本計畫的長官與同仁，感謝您們的支持與協助。

表一、改善前後加熱製程設備節能

計算比較 表二、節能改善後使用狀況

Esco會訊55期_24面.indd   5 2019/3/28   上午 11:00:19



台灣ESCO會訊   第五十五期 6

專題報導 能源局輔助業界研發 —提升產業動能 聚焦創能、儲能、節能、系統整合，成果斐然

能源局輔助業界研發 —提升產業動能 
聚焦創能、儲能、節能、系統整合，成果斐然

一、新聞回顧

經
濟部能源局去 (107)年12月在臺北市集思交通部

國際會議中心，舉辦「經濟部能源局業界能專

106年度計畫成果分享交流會」，現場吸引上百位業界

代表專家參與盛會，回響熱烈。

能源局能源技術組長陳崇憲親臨主持啟動儀式及參觀

研究成果，現場氣氛互動熱絡。本次分享交流會，除

了邀請企業分享其執行成果，會場外同時規劃成果展

示區，讓與會貴賓能充分了解各項推動成果。

經濟部能源局業界能專計畫實施近5年來，共計補助

228家廠商，補助經費約新臺幣12億元，執行195項

計畫，成效斐然。106年度包含創能、節能、儲能與

系統整合四大重點推動項目，總計有48家廠商，執行

37項計畫。

為展現推動各能源技術領域的卓越成效，特舉辦

「106年度計畫成果分享交流會」，共有達方電子公司、

同昱能源科技公司、宏晉儀控科技公司、律勝科技公

司、盈正豫順電子公司及亞迪電子公司等6家廠商，進

行研究成果分享。同時展出次領域包含太陽能、生質

能源、氫能與燃料電池、智慧電網及住商節能等。

各計畫代表除針對研究主軸、成果等相關內容進行

詳實說明外，亦就預期效益深入闡述，最後並透過綜

合座談方式和全體與會人士進行意見交流，充分達到

討論互動的效果。

經濟部能源局為鼓勵企業開發能源科技的創新應用及

相關服務，促進能源產業的分工及整合，提升我國能

源科技的研究及發展，自102年度起，擴大推動業界參

與能源科技專案，希望藉由挹注補助經費的方式，鼓

勵企業提出能源領域前瞻技術、創新應用、關鍵技術、

產品或技術加值與系統整合的計畫，透過技術研發進

而帶動能源產業升級。

未來能源局亦將持續推動國內產業界就創新性能源技術

進行中長程研發布局，以及鼓勵國內企業進行低碳節能產

業技術研發宗旨，並期盼各界齊心協力共同投入，提升國

內能源科技的研發能力，以及帶動國內能源產業競爭力。

二、計畫成果案例

盈正豫順ˍ智慧儲能系統  推升設備妥善率

盈正豫順公司推動併網型高效轉換智慧儲能系統開發計

畫，主要由併網型儲能變流器、鋰離子電池與管理系統、

能源管理系統（EMS）與雲端管理系統所組成。其中，併

網型儲能變流器由DC/DC轉換器、雙向DC/DC轉換器、

DC/AC轉換器組成，並採用鋰離子電池加上電池管理系統

（BMS），All-in-one設計，包含自給自足與時間排程的控制

模式。

EMS則包含功能選單（Menu）、功率與功率流向顯示、

電池資訊顯示、通訊連線狀態顯示、系統狀態與買賣電紀

錄顯示、系統日期與時間顯示等功能。而雲端管理系統主

要為建立一套雲端伺服器，藉由能源管理系統傳回雲端來

進行監控及發電效益分析，方便遠端監控。

隨著全球簽訂巴黎協定，為達到增溫少於2℃的挑戰，

圖說：能源局能源技術組長陳崇憲(前排左三)與技術審議專家學

者及業界廠商代表合影。

 I 黃騰瑩經理 邱偉倫管理師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

Esco會訊55期_24面.indd   6 2019/3/28   上午 11:00:19



7 台灣ESCO會訊   第五十五期

能源局輔助業界研發 —提升產業動能 
聚焦創能、儲能、節能、系統整合，成果斐然

各國再生能源的發展將越來越快速。再生能源看天發

電，發電輸出不穩定，要讓電網容納變化多端、間歇

性發電的再生能源，維持電力的穩定供應，將是現階

段的重要目標。而儲能系統可以從發電端削峰填谷，

尖峰用電調節，也能在輸配電系統中管理電力品質、

提高再生能源比率，同時還能維持供電的穩定度與可

靠度，緩解輸配電的壓力。目前主要發展再生能源的

國家均提出儲能來搭配再生能源，以使國家的能源更

有競爭力。

我國政府於105年開始啟動「太陽光電2年推動計

畫」，預計將完成1,520MW太陽光電系統設置量，預

期創造投資額達新台幣912億元，累積年發電量19億

度，相當於2,500個大安森林公園年減碳量。盈正豫

順響應支持政府綠能政策，107年底智慧變流器累積

出貨量將超越400MW，

除提供智慧變流器外，

也積極開發太陽光電智

慧儲能系統，獲得能

源局併網型高效轉換智

慧儲能系統開發計畫的

補助，研發結合太陽能

與儲能併用系統，增加

小型太陽光電系統滲透

率，讓儲能設備更有發

展空間。

同昱ˍ抗壓耐候模組 強固太陽光電設施

同昱能源公司推動高強度抗壓耐候模組開發計畫，

主要因應該在嚴苛環境氣候的強風壓力或颱風影響的

接力襲台，造成太陽光電設施嚴重損失，因此，太陽

光電需要符合台灣環境的安全設計，並且解決太陽光

電模組抗風壓的問題。

本計畫開發完成高輸出功率、抗風壓的高強度抗壓

耐候模組，強化了國內模組產業經濟規模與產品差異

化，同時符合高效模組補助。同昱能源研發團隊、工

業技術研究院、勤益科技大學與協力廠商已完成抗風

壓複合背板開發、背板製程、設備與模組製程等量產

技術。

在近年國內飽受颱風的侵害影響，抗風壓複合背板

提供重要的關鍵解決方案，目前市面上並無此種產

品，高強度抗壓也可強化抵抗系統安裝時的人員踩

踏，推進太陽光電模組的設置品質具有很大的幫助。

高強度抗壓耐候模組預期解決模組結構強度不足的

問題，複合背板設計可強化機械負荷能力以及減少太

陽光電模組的變形量影響，尤能抵抗嚴重的雪和冰的

累積。

另外，機場、學校、大樓的設置區域需要低炫光

的太陽光電模組，防止干擾飛機機行、高樓住戶反

射光問題，因此前板玻璃替代設計為高透光膜，解

決模組表面的反光問題，而且前板不使用玻璃可以兼

具強效抵抗電壓誘發衰（ PID）能力，大幅降低PID

的發生機率。本計畫的差異化高強度抗壓耐候模組，

將可提高太陽模組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宏晉ˍ智慧沼氣模組 提高發電效能

宏晉儀控科技公司推動智慧綠能畜牧沼氣發電系統

開發計畫，所開發的「智慧綠能畜牧沼氣發電系統」，

包括「厭氧醱酵速搭速產沼氣模組」、「智慧型沼氣

發電模組」與「智慧雲端監控模組」。

並將此完成的三項關鍵模組，串聯成一模組系統，

於選定配合的養豬場進行系統搭建。開發可處理

500~5,000頭豬排放廢水的快速安裝型模組，以整組

販售或是各系統分別販售的方式進行銷售，降低安裝

及維運成本；並透過智慧監控的雲端系統，即時傳達

各Sensor的監控數值，減少人力管理成本，同時確保

模組或系統的穩定操作與最大效能。

透過智慧雲端監控模組自動控制本模組系統，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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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厭氧醱酵速搭速產沼氣模組」的高沼氣產量，並

讓「智慧型沼氣發電模組」維持穩定的發電量，建立整

體模組連續操作1,000小時的技術，發電效率最高可達

每日80度以上。

達芳ˍ微型太陽能逆變器  綠能小尖兵

律勝ˍ發展燃料電池核心材料  布局綠能

律勝科技公司推動高溫型質子

交換膜產品及關鍵元件開發與應

用測試計畫，以擁有20年以上軟

性印刷電路板材料合成、塗佈與

量產經驗，現將材料合成與製程

經驗整合至燃料電池材料開發，

建立起燃料電池核心材料合成與

製程技術，並開發出質子交換膜

材料與電池密封材料，跨入綠能

科技領域，研發成果已進行相關

專利的佈局。

國內高溫質子膜燃料電池所用

的質子交換膜目前都仰賴國外進

口，因此開發出高溫質子交換膜

材料，能突破國內自主技術的限

制、提供國內市場的選擇性與脫離對國外廠商的依賴，

並且大幅降低燃料電池成本，有利廠商打進國外市場，

另一方面也可落實技術本土化的目標。

目前國內燃料電池產業已有多家廠商投入燃料電池組

件與系統的研發製造，可應用在備用電源和各式交通、

運輸工具領域，上中下游產業鏈已具雛形，律勝科技是

國內目前唯一的質子交換膜上游廠商。

本計畫開發高溫型質子交換膜及關鍵元件新技術應用

於高溫質子交換膜燃料電池 (HC- PEMFC)，HT-PEMFC

具有較高一氧化碳的容忍度，可不再使用成本昂貴的

高純度氫燃料，並可大幅減少水及熱管理系統。其結

合熱能再利用則可提高總能量轉換效率，對於綠色能

源領域具有拓展價值。

亞迪ˍ熱成像感測智慧零售新里程

同昱能源公司推動高強度抗壓耐候模組開發計畫，

主要因應該在嚴苛環境氣候的強風壓力或颱風影響的

接力襲台，造成太陽光電設施嚴重損失，因此，太陽

光電需要符合台灣環境的安全設計，並且解決太陽光

電模組抗風壓的問題。

本計畫開發完成高輸出功率、抗風壓的高強度抗壓

耐候模組，強化了國內模組產業經濟規模與產品差異

化，同時符合高效模組補助。同昱能源研發團隊、工

業技術研究院、勤益科技大學與協力廠商已完成抗風

壓複合背板開發、背板製程、設備與模組製程等量產

技術。

在近年國內飽受颱風的侵害影響，抗風壓複合背板

提供重要的關鍵解決方案，目前市面上並無此種產品，

高強度抗壓也可強化抵抗系統安裝時的人員踩踏，推

進太陽光電模組的設置品質具有很大的幫助。

高強度抗壓耐候模組預期解決模組結構強度不足的

問題，複合背板設計可強化機械負荷能力以及減少太

陽光電模組的變形量影響，尤能抵抗嚴重的雪和冰的

累積。

另外，機場、學校、大樓的設置區域需要低炫光的

太陽光電模組，防止干擾飛機機行、高樓住戶反射光

問題，因此前板玻璃替代設計為高透光膜，解決模組

表面的反光問題，而且前板不使用玻璃可以兼具強效

抵抗電壓誘發衰（PID）能力，大幅降低PID的發生機

率。本計畫的差異化高強度抗壓耐候模組，將可提高

太陽模

組產業

的 國

際 競

爭 力 。

(資料來

源： 經

濟部能

源局業界能專計畫專案辦公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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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效的既有辦公建築節能改善案例

關鍵字：既有建築；建築節能；BESTAI模擬技術；空

調節能

摘要

工
研院，作為國際知名的研究機構，為了永續發

展與環境保護，執行低碳院區計畫，將一棟已

優於全國平均值的高能源效率既有辦公建築，再進行

節能改善，更進一步的提升至極高效率建築。為了這

個目標，團隊找尋任何可能提升建築物效率的機會，

並導入了一些剛開發完成的新創技術，來進行節能改

善。全程5年的努力之後，成果顯示，建築物的耗

能降低達到43%，建築物的耗能密度EUI由127 kWh/

m2‧yr降低為72 kWh/m2‧yr。

一、背景說明

台灣工業技

術研究院的產

業 經 濟 與 趨

勢 研 究 中 心

(The Industrial 

Economics and 

K n o w l e d g e 

Center，IEK)

總部位於新竹中興院區10館，10館為地上4層之鋼筋

混凝土造辦公類建築，總建築面積達3,495.30平方公

尺，正面朝向東南方，自2002年6月建築完工後起開

始營運。主要空間用途包含；研究辦公室、會議室、

挑高展示大廳等。

工研院已成立46年了，院區許多建築與設備已老

舊，因此在2011年，工研院董監事聯席會議決議進行

“綠色院區建置計畫 ITRI Green Campus(GC)”[1]。該

計畫為5年1期之綠色低碳院區改善計畫，主要目的

在於導入綠色低碳研發理念，塑造低碳文化和低碳生

圖1、產經中心IEK外觀圖

 I 李浩銓 江旭政 林鴻文 
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活場域，建置綠色低碳院區新典範，同時也以院區做

為綠能新科技的生活實驗場域 (Living Lab.)，增進開發

技術成果之展示與傳播，加速科技產業化。

產經中心 IEK的10館，已使用17 年，作為工研院

傳播產業新知的中心，為Green Campus計畫選中的第

1棟執行節能綠色改善之建築； 10館的節能改善除了

有實際節能的效果外，兼具對工研院的客戶有知識傳

播和場域體驗的綜合效果，且對後續全院區84棟舊建

築的節能改善具示範指標的意義。

2015年4月，改善完成後的10館取得台灣綠建築舊

建築改善類 (EEWH-RN)鑽石級 (最高評級 )標章。10

館為第1棟取得台灣EEWH-RN鑽石級標章的建築。

10館綠建築標章的申請，採電腦建築耗能模擬分析驗

證的方式進行。節能改善技術項目 (Energy Efficiency 

Measure, EEM)如圖2示意圖所示。改善節能率達到

43%，約可於美國綠建築LEED-O+M v4版「Optimize 

Energy Performance指標」獲得18分以上之高分 (該指

標總配分20分 )。

二、建築能源效率評估

IEK Center為使用中的舊建築，節能改善工程在不

影響員工業務執行的原則之下，範圍與方法受到了很

大的限制；又工研院是個有環境保護與永續經營認知

的機構，在GC計畫執行之前已持續進行多年節能改

圖2、10館節能改善項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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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新冰水機、水側智慧化控制技術、照明LPD模擬技

術、iBEMS等，在降低插座設備PC耗能，也導入創

新技術 iSleep軟體，會議室也導入會議室智慧節能控

制技術。

BESTAI模擬技術[3]

IEK Center進行持續5年的節能改善計畫，計畫開

始便導入建築能源模擬與人工智慧平台 Building Energy 

Simulation Technology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BESTAI)

進行能源模擬，並參考ASHRAE 100-2006標準之規

定要求。BESTAI快速建模軟體是工研院開發，以

EnergyPlus為核心，簡化建模步驟，並結合遠端能管

平台進行耗能資料蒐集，以提升模擬準確度，10館的

模擬並將工研院開發之創新技術，建入模擬軟體資料

庫，以便10館節能改善能源模擬使用。BESTAI已獲

得2017年全球百大創新技術 (R&D100)獎項。

10館依模擬結果分析之耗能結構如圖4所示，其中

空調耗能占48%、照明耗能占32%、設備耗能占19%、

其他占1%。依據耗能結構分析，訂定5年的改善計畫

時程，前2年進行建築屋頂外牆、空調系統、照明系

統、iPower監視平台等主要項目的改善，第3年進行

其他設備類 (含插座PC、

電梯、雜項設備等 )的節

能改善及 iBEMS系統建

置等，第4/5年則進行系

統智慧化節能及人因管

理。

外牆節能改善

台灣為亞熱帶氣候區，夏季高溫炎熱潮濕，IEK 

Center東西走向因此更飽受夏日太陽直射困擾，屋頂

及外牆高溫蓄熱，3F辦公室和4F會議室由於熱屋頂與

熱外牆的熱輻射效應，即使在使用空調的狀況之下，

圖4、10館耗能結構圖

善及良好的維護工作，例如照明皆已更換為T5燈具， 

10館的耗能密度EUI(Energy Use Intensity在改善前就已

達到127 kWh/m2‧yr，已經是高能效建築了，低於全

國辦公建築的平均耗能密度EUI(163 kWh/m2‧yr)[2]；

10館獲選為GC計畫的第1棟執行節能綠色改善之建

築，具有高難度挑戰，因此節能改善採取 innovating-

for-extreme-efficiency approach的策略，尋找每一個提昇

效率的機會，導入創新節能技術，企圖扭乾節能毛巾

的每一滴水。

IEK Center經模擬計算評估 (以BESTAI 模擬技術進

行，BESTAI 技術說明於後 )，前2年改善後年能耗

減為275,209 kWh，每年可節電169,000 kWh，節電

38%，如圖3，後3年再導入智慧化節能控制後，至

2016年實際年能耗測量可再降低，經回收年限Return 

on Investment(ROI)評估後，5年計畫進行節能改善工

程的項目彙整如表1。

三、節能改善技術

在 innovating-for-extreme-efficiency approach的策略

下，IEK Center導入了相當多項的創新技術，包含：

BESTAI模擬技術、屋頂外牆的高反射塗料、廣域高效

圖3、10館前2年的節能改善之後的耗能模擬預測

分析

表1節能改善項目之節電量與回收年限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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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有內部辦公員工未能滿意熱舒適度。為解決此項

問題，透過技術研發，採用一項屋頂塗佈高反射NIR

隔熱塗料的創新技術。NIR塗料是工研院研發並已技

轉的商業產品，以高紅外線反射與低熱傳導塗料將熱

阻絕於室外，可提高員工的舒適度，並降低空調負載

達到節電效果，塗料性質如表2所示。
表2 NIR隔熱塗料性質與施工塗層結構示意

空調系統節能改善

空調系統的改善策略為”適時適量Match the need”，

也導入創新技術與產品。空調系統附載整併技術，以

模擬與實際運轉數據，準確估算全年各季節與全日各

時段的負載，並將效率差的獨立空調機容量併入主系

統，重新檢討容量配置，特別加強部分負載的運轉效

率，如圖5。汰換效率不佳的舊主機，導入高部分負

載效率變頻新冰水主機，並導入水側智慧化控制技

術，以達到主機與整體系統效率提升的目標。10館原

配置一台120RT水冷式直膨式冰水機供應夏季尖峰需

求，及二台氣冷式冰水機供應夜間及秋冬季需求。因

採用外牆隔熱、照明節能改善及智慧控制技術等技

術，可減少33%負載需求，整併後夏季4 ~ 9月白天

空調噸數需求約為80 USRT，冬季或夜間加班最低可

降至20 RT之能力，並須考慮主機房空間狹小因素，

以此需求重新設計90 USRT滿溢式螺旋變頻冰水主

機，並交付技術移轉工研院高效率冰水機技術的廠商

製作，以單一機器完全滿足廣域、高效率操作的需

求，滿載效率COP 6.0，較目前使用屋頂氣冷冰水機

COP 2.5提高240%以上。依據模擬預測，全年部分負

圖5、10館空調負荷與運轉COP模擬預測

載運轉超過6個月時間，新冰水機也具有高的部份負

載效率 IPLV，其運轉綜合效率超過7.0，如表3所示。

空調系統全年總節電量約為79,040 kWh。新冰水機

上線後運轉測試，在每日8 hr/day運轉狀況下，冰水

機耗電減少約33.3% ，總耗電減少約9%。
表3 新/舊冰水主機全載與部分負載效率比較

Screw
Chiller Type Capacity 

tons
Full load 

COP
Part load 

IPLV

Original Constant 
speed

120(Duel 
Comp.) 4.5 6.5

New Variable 
speed

90(Single 
Comp.) 4.9 8.0

空調水側節能控制技術

除了高效率冰水機的汰換外，在空調水側系統也進

行智慧節能控制的改善。冰水泵加入變頻控制，另導

入智慧化控制演算法，以冰水流量、出回水溫差與主

機效率為控制變數，視季節需要，變動冰水管末壓

差，使得冰水流量控制在最小耗能操作點，以降低冰

水泵的耗能，如圖6左下角；並隨外氣做冰水主機效

能變動冰水主機的出水溫度設定，以進行節能運轉管

理。例如圖6，在5月30日，尚未到達夏季炎熱的天

候下，冰水出水溫度調控在11℃，操作在更節能的工

況條件。水側系統應用這些節能智慧化功能後，相較

原系統可節能15.5%。

圖7、水側節能控制系統

(透過iExpert智慧監控系統，說明於後)

照明系統節能改善

10館在興建時並無照明耗能密度 (Lighting Power 

Density，LPD)的要求，有平均照度偏高的現象，4樓

尤其嚴重，且照度均齊度偏低，視覺感受不佳，如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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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10館照度均齊度

中興10館 1F 2F 3F 4F
平均照度(lx) 627 649 779 1597
LPD(W/m2) 14.04 15.13 12.36 11.12
照度均齊度 0.083 0.105 0.33 0.351
執行團隊綜合考量照明燈具包含功率、總光通量、

發光效率、色溫、演色性、光度分布、輝度均勻度等

特性，參考美國ASHRAE/IES 90.1 2007照明耗能密度

標準，如表5，制定10館照明耗能密度LPD改善的目

標，調降至10.8W/m2以下，並使用DIALux模擬軟體

進行空間照度模擬，最後根據模擬分析結果調整燈具

功率、位置、方向之調整，達到空間照度舒適化與省

能的照明。

表5 美國ASHRAE/IES90.1應用在整體建築之照明耗

能密度標準

建築形式
可容許之最大照明功率密度 (W/m2) 根據
ASHRAE/IES 90.1 Standard(1989-2010)
1989 1999/2001 2004/2007

辦公室 13.6 14.0 10.8
以10館202室為例進行說明，原燈管配置為T5燈

管28W*4、T5燈管14W*4，工作面的平均照度962 lx，

照度過高，經過模擬後應降低照度，進行減燈管與燈

具排列改善，改善後，工作面的平均照度563 lx，如

圖8，照明耗能密度LPD由14.95W/m2降為9.03 W/

m2，節能效益可達39.6%，預計每月可減少照明用電

175.3度。

原配置照度分佈 改善後照度分佈

圖8、10館202室照明改善前/後模擬

智慧能源管理系統(Intelligent Building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iBEMS)

採用Zigbee無線通訊技術，建立雲端化的能源管理

服務平台，iBEMS除了提供建築物用電管理、資訊顯

示、歷史紀錄、統計分析等基本功能外，更包含與節

能相關的分析與控制功能。iBEMS並與 ISO 50001標

照度使用範圍

準結合，建立耗能基線 (baseline)，具體評估各項改善

的節能量，其中節能控制模組 (iExpert)更包含多項工

研院開發之創新節能智慧控制模組。

iExpert除了一般設備時序及變頻設備頻率控制外，

創新技術模組包含：會議室智慧節能控制，FCU節能

控制、AHU節能控制、空調水系統節能控制、智慧化

燈光控制及 iSleep電腦智慧休眠等功能，10館考量回

收年限評估結果，選擇導入其中的空調水泵智慧節能

控制、iSleep電腦智慧休眠、會議室智慧節能控制等功

能。

辦公室的插座設備中，電腦用電占70%以上，電腦

的休眠時間根據使用者習慣一般均設定為最短固定時

間甚至沒有設定，造成休眠時間短而浪費電力，iSleep

軟體是工研院開發的一個小程式，具備智慧調控功

能，自動判斷使用者的差勤狀態和日常電腦使用習

慣，動態調整主機與螢幕的休眠時間，讓使用者自然

適應電腦休眠，在不干擾工作情形下，極大化電腦休

眠節電的效果。正常使用環境下 (不含假日以及夜間

時段 )主機每日平均節電約15%，螢幕每日平均節電約

7.5%，如圖9。

圖9、iSleep軟體對電腦主機與螢幕的省電效果比較

會議室在使用後會記得關燈光、投影機，但常忘了

關空調、通風等設備，iBEMS軟體智慧節能項目包含

會議室智慧節能控制技術，示意圖如圖10，此技術為

工研院開發，搭配極智慧的人員感測器，可以避免發

出錯誤的控制訊號，卻可以於無人時關閉空調、通風

及照明等設備來減少能源浪費。

2010年 IEK Center的實際能源消耗為444,109 kWh/

year，EUI值為127 kWh/m2‧yr，以此做為節能改善前

的基線，計畫並建立 iPower/iBEMS遠端監控平台，5

年的所有能源消耗都通過平台量測監視功能進行數據

蒐集，以進行節能驗證。GC節能改善計畫完成後，

2016年實際年能耗測量為251,618 kWh，與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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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結合，建立耗能基線 (baseline)，具體評估各項改善

的節能量，其中節能控制模組 (iExpert)更包含多項工

研院開發之創新節能智慧控制模組。

iExpert除了一般設備時序及變頻設備頻率控制外，

創新技術模組包含：會議室智慧節能控制，FCU節能

控制、AHU節能控制、空調水系統節能控制、智慧化

燈光控制及 iSleep電腦智慧休眠等功能，10館考量回

收年限評估結果，選擇導入其中的空調水泵智慧節能

控制、iSleep電腦智慧休眠、會議室智慧節能控制等功

能。

辦公室的插座設備中，電腦用電占70%以上，電腦

的休眠時間根據使用者習慣一般均設定為最短固定時

間甚至沒有設定，造成休眠時間短而浪費電力，iSleep

軟體是工研院開發的一個小程式，具備智慧調控功

能，自動判斷使用者的差勤狀態和日常電腦使用習

慣，動態調整主機與螢幕的休眠時間，讓使用者自然

適應電腦休眠，在不干擾工作情形下，極大化電腦休

眠節電的效果。正常使用環境下 (不含假日以及夜間

時段 )主機每日平均節電約15%，螢幕每日平均節電約

7.5%，如圖9。

圖9、iSleep軟體對電腦主機與螢幕的省電效果比較

會議室在使用後會記得關燈光、投影機，但常忘了

關空調、通風等設備，iBEMS軟體智慧節能項目包含

會議室智慧節能控制技術，示意圖如圖10，此技術為

工研院開發，搭配極智慧的人員感測器，可以避免發

出錯誤的控制訊號，卻可以於無人時關閉空調、通風

及照明等設備來減少能源浪費。

2010年 IEK Center的實際能源消耗為444,109 kWh/

year，EUI值為127 kWh/m2‧yr，以此做為節能改善前

的基線，計畫並建立 iPower/iBEMS遠端監控平台，5

年的所有能源消耗都通過平台量測監視功能進行數據

蒐集，以進行節能驗證。GC節能改善計畫完成後，

2016年實際年能耗測量為251,618 kWh，與2010年

耗電相較，獲得43%的節電成果，EUI亦降低至72.0 

kWh/m2‧yr，相較於台灣辦公建築EUI的平均值163 

kWh/m2‧yr，低於50%以下，如圖10所示，更遠低

於美國辦公建築 (Office Building) EUI平均值212.3 kWh/

m2‧yr(67.3 kBtu/ft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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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10館節能改善EUI逐年變化

(from2010-2016)

四、	 室內空氣品質IAQ與熱舒適度評估與改善

在節能改善進行的同時，也要考慮為使用者 (員工 )

創造一個愉快，健康和舒適的工作環境。

由於10館為舊建築，且在內部裝修時已採用環保型

產品，因此並無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問題，外

部相鄰的建築也都為辦公建築與宿舍，沒有外部汙染

源問題，因此關注的重點在內部人員產生的二氧化碳

濃度。

空調通風換氣系統加入焓差控制與CO2濃度控制，

以符合ASHRAE 62.1-2007標準規定以及員工舒適度。

在空氣炎熱和潮濕的亞熱帶氣候而言，焓差控制對通

風換氣系統至關重要，但焓差控制確無法反映空間中

的汙染物CO2

濃度的狀況，

因此加入CO2

濃度控制。在

6-10月外氣溫

度遠高於室內

溫度，此時焓

差控制會減少

通 風 量 ，但

CO2感應器感測CO2濃度升高，已達上限值，此時

CO2濃度控制會適度增加室外熱空氣進入量，iBEMS

智慧控制下，如圖11，10館202室全年CO2濃度控制

在400ppm~800ppm之間。兩種控制在室內空氣品質和

能源效率運行之間取得良好的平衡，實現了良好的室

內空氣品質 (IAQ)。

在 10 館，中

央樓梯間裝設

大面積玻璃，

有太陽直射的

問題，因此在

3 F位置 (實驗

性質，取一小

塊面積 )導入

BIPV太陽能玻

璃貼膜，BIPV是由工研院開發之高效率PV貼膜，所

發電力提供緊急照明燈使用，也可阻隔部分陽光直射

進入室內，提供較為舒適的環境，卻又保留部分的透

視效果，形成視覺上色彩的美感，如圖12，為未來整

合更多的太陽光電再生能源先邁出一小步。

五、改善後的運轉與維護管理

節能改善完成後，仍需要設備維護計畫與運轉管

理，以確保達成實質節能。產經中心 IEK在組織上，

由工程部人員專責運轉管理與設備維護工作，以及由

中心主任領軍的4合1品質小組，制定營運 (耗能 )計

畫、維護計畫以及推動來年的節能計畫。工程部人員

會將10館每年的能源耗用與分析報表、設備運轉情形

報表、設備維修計畫、感應器校正計畫等資訊上報4

合1品質小組，由品質小組做出決策；運維工具部分

有 iPOWER/iBEMS平台，由資訊管理人員進行維護，

可即時提供決策者目前能耗狀況與運轉狀況資訊。以

圖12、10館BIPV完成圖

圖10、會議室智慧節能控制示意圖

圖11、10館202室全年CO2濃度監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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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高能效的既有辦公建築節能改善案例

摘要

工
研院ORC技術研發團隊擁有熱力循環分析、

膨脹機與熱交換器設計 /製造 /分析及機電整

合等專業技術。ORC系統廢熱回收應用相當廣泛，

可將工業製程的餘熱或廢熱回收發電，其熱源與

冷源的溫差大於50℃，即具有經濟效益。工研院

在ORC技術研發上，已完成開發及測試300kW渦

輪ORC系統，淨發電量為280.96 kW，在超載測試

時，發電量最高可達332 kW及系統效率大於9%，

已超越揭露之國際同級產品，在全球市場上具有競

爭力。在技術應用經驗上，工研院已完成建置10

座ORC示範場域，並依場域的熱源工況條件回收

發電，如煙氣廢熱、熱水及冷凝水回收等，達到

節約能源、節省電費及提升能源使用的效益。

一、前言

台灣自有化石燃料缺乏，約99%能源仰賴國外

進口，根據2017年能源統計手冊中顯示 [1]，我國

工業部門能源消耗量約31.97%，若能有效回收工

業排放的廢熱或餘熱，如廢蒸氣、煙氣或廢熱水

來發電，將能提升整體廢熱的使用率，而廢熱回

收好處在於無須燃燒額外的燃料，即可將熱能轉換

為電能，除了無燃料成本外，同時減少能源消耗

量及溫室氣體的排放，達到節能減碳的使命。

有機朗肯循環 (Organic Rankine Cycle, ORC)原理

是利用升壓泵浦將有機工作流體打入蒸發器，同時

吸收外界的熱源，將有機工作流體汽化以推動渦輪

機，產生電力或軸功率，作功後因溫度與壓力的

降低轉換為低壓氣體。最後，低壓氣體透過冷凝

器冷凝為飽和液體，再送往升壓泵浦，完成整體

循環。與傳統朗肯循環相比，有機朗肯循環較能

回收工業低溫廢熱，有機朗肯循環選用沸點較低的

有機流體，當廢熱熱源與冷源的溫差大於50℃時，

有機朗肯循環系 統應用於節能

市場

這樣組織及運維工具使用，可確保產經中心 IEK成為一

個真正永續性的建築，可以靈活地滿足業務的需求。

六、成本效益

10館在5年期GC計畫節能改善執行完成後，由表

1，總工程經費為新台幣2.34百萬元 (不含 iPOWER/

iBEMS 建置經費 )；至2016年實際年能耗測量為251,618 

kWh，與2010年耗電相較，實質節電192,491 kWh，達

到43.1%的節電成果，以每度電3元計算，回收年限為

4.1年。(未計算 iPOWER電表費用及後續智慧化工時費

用 )。

回收年限4.1年應屬可接受的範圍。因為 IEK Center

是純辦公建築上班使用時間只有8小時，回收年限會較

長，另外考量到節能改善導入許多的創新技術，這些

尚未上市或初上市的產品設備，初期成本高於市場成熟

商品。

七、結論

工研案產經中心 IEK 總部10館為使用近17年的舊建

築，藉由Green Campus綠色低碳院區計畫進行節能改

善，5年1期的節能改善，獲得43%的節能效果，EUI

也由127kWh/m2‧yr降低至72.0 kWh/m2‧yr。並在台灣

綠建築體系EEWH-RN獲得了鑽石級的評級。通過創新

技術的導入，透過低碳文化和低碳生活場域塑造，提

供了舊建築追求極高效率的節能改善新典範。

10館未來可持節能的方向包含導入後續新開發創

新節能技術、LED燈具等。若將EUI降低至50 kWh/

m2‧yr，並在屋頂及週邊停車場導入潔淨再生能源PV

系統，將可實現近零耗能建築的未來目標。

(原文曾刊登在冷凍空調技師季刊50 期，本文為原作

者精簡後版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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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朗肯循環系 統應用於節能

市場  I 陳妙如 賴泰華 李毓仁 柳志錫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即具有經濟效益。由於ORC系統運轉過程中，僅蒸發

器及冷凝器需擷取冷熱源，進行熱交換，其冷媒側迴

路皆為密閉式循環，因此ORC系統具有： (1)穩定性

高、(2)維修少、(3)壽命長、(4)發電效率高、(5)全自

動控制⋯等特性。

承蒙經濟部能源局長期的支持，工研院得以研究

開發ORC系統的技術，並依不同的工業廢熱溫度及

製程條件，客製化設計及開發ORC系統，如工作流

體選型、熱交換器類型及膨脹機等，到最後的建置、

測試及驗證。目前ORC系統發電量範圍為50 kW至

300kW，機組皆已商業運轉，未來2年將發展500kW，

且發電量持續提升中。

二、有機朗肯循環系統設計考量與選型

如何選擇及設計重要元件，如：泵浦、蒸發器、膨

脹機、及冷凝器⋯等，對整體效能尤為重要。以熱

交換器為例，需依冷熱源條件，如溫度、壓力、流量

等。選擇合適的熱交換器種類 (殼管式或平板式 )、合

適的材質 (耐腐蝕或耐高溫材質 )，並考量空間與時間

的成本條件，設計出最具經濟效益之熱交換器尤為重

要；ORC系統的心臟為膨脹機，依ORC系統的發電量

大小等，選擇合適的膨脹機，如發電量小於200 kW，

採用螺桿式膨脹機，等熵效率約為65%至75%。如發

電量大於200 kW，則採用渦輪機，其依動力式單元可

分為向心式或軸流式渦輪機等，由於渦輪轉子葉尖間

隙損失的減少，軸流式渦輪機等熵效率較螺桿式膨脹

機高，性能較佳，等熵效率約為75%至85%。而這些

相關重要的元件，皆為自有研發技術，為百分之百國

有化設計與製造，包含自製機組設計、開發、製造、

系統整合、試運轉及後勤維護⋯等。為培植國內企業

國產製造的能力，以業界、學界或技轉方式合作，減

少向國外採買ORC系統，進而降低安裝建置成本及維

護成本等，以增加台灣在國際低溫廢熱市場的競爭力。

三、	ORC系統市場應用與示範案例

ORC系統應用相當廣泛，如「工業廢熱」的蒸氣或

水來發電，而冷源可為冷卻水塔、井水、河水及海水

⋯等，如圖1，應用產業如：鋼鐵業、化工業、石化

廠、造紙廠⋯等。其應用亦可延伸至「海洋能」、「地

熱能」、「生質能」及「太陽能」。其中熱源的型式與

狀況，決定取熱的方式，如熱源為煙氣，需考慮煙氣

中的氣體是否含有腐蝕性，導致在取熱時會腐蝕熱交

換器，因此選用上需使用較昂貴的材質以抗腐蝕，進

而增加回收年限。如為廢水或廢蒸氣，無須額外增加

取熱成本，即可有效汲取熱能，產生最大化的經濟效

益。與經濟效益有關的因素包含： (1)熱源的工況條

件、(2)取熱是否容易、(3)運轉時數、(4)關鍵元件效

率、(5)發電量大小、(6)回收年限、(7)廠房可用空間

限制、(8)防爆認證⋯等條件有關。

圖1 ORC系統應用市場圖

截至目前為止，由工研院所建置之ORC示範場域共

有10座，其中，鋼鐵廠、石化廠及造紙廠的工況條件

介紹如下，200kW示範機組照片如圖2。

圖2 工研院200kWORC示範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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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鐵廠為煙氣廢熱回收，由於鋼鐵製程後端有多

餘的熱空氣，此熱源平均溫度為540℃，平均流量為

17,500 Nm3/Hr，利用熱交換器取煙道側熱空氣後，所

排放的熱空氣仍可回收至加熱爐使用，且熱交換器的

另一側水側，可供ORC系統之蒸發器使用，以提高能

源回收使用的效率，藉由煙道取熱設備及雙螺桿ORC

發電系統，亦為複熱器循環設計，ORC系統發電量為

200kW，淨發電量為180kW，節省約355萬元電費支

出。

石化廠為熱水回收，由於製程後端排放的熱水，

需藉由冷卻水塔降溫，熱水溫度為 82℃，流量為

200 TPH，利用ORC系統汲取此段的熱水，不僅能

發電外，同時也降低冷卻水塔的負荷及冷卻水的用

量，因此ORC系統發電量為227.1kW，淨發電量為

193.75kW，節省約381萬元電費支出。

造紙廠為冷凝水回收，由於製程後端有多餘的冷凝

水，熱水平均溫度為110℃，平均流量為60 TPH，由

於冷凝水溫度高，回收發電價值高，因此ORC系統將

廢冷凝水回收發電，使得ORC系統發電量為138kW，

淨發電量為125kW，節省約250萬元電費支出。

四、	工研院300kW	渦輪ORC系統開發與測

試

工研院於2018年開發及測試完成300kW渦輪ORC

系統，包含相關關鍵元件如：渦輪膨脹機、感應發電

機、多級立式升壓泵、殼管式蒸發器、殼管式冷凝器

⋯等，為確保機組的商轉可行性，進行105小時連續

運轉測試及超載測試，藉以評估系統的耐久可靠度。

本研究測試熱源來自實驗室的鍋爐，冷源則來自

冷卻水塔，熱水進口溫度為110.5℃，系統蒸發溫度

為 100℃，冷水進口溫度 24.8℃，系統冷凝溫度為

41.6℃，工作流體使用R245fa，熱側及冷側的熱交換器

皆使用殼管式熱交換器，膨脹機部分選用單級軸流式

渦輪機，其過熱溫度設定為7.2℃，膨脹機等熵效率為

85%及發電機效率92%。

如圖3測試分析結果顯示，經過100小時的連續

運轉，系統發電量為291.15 kW，淨發電量為280.96 

kW，機組仍持續穩定運轉，因此在103小時開始進行

系統超載測試，發電量最高可達332 kW，係由於鍋爐

因控制系統設定會定時熄火與降載，而利用這種設定

可測試機組因熱源溫度突然波動導致降載，使的發電量

急遽變化狀況下，該系統仍可持續運轉且無跳機及零件

損壞。

此系統在冷熱源溫差小於90℃的條件下，系統效率超

過9%，已超越揭露之國際同級產品，代表 ITRI 300 kW

渦輪ORC系統具國際市場競爭力。

圖3 機組運轉趨勢圖

五、	政府ORC系統廢熱補助要點

根據能源局廢熱回收示範補助 [3]指出，若執行相關

廢熱回收應用，如製程改善或廠內熱源回收等，購置全

新有機朗肯循環設備者，補助ORC設備本體成本的三

分之一，且新臺幣五百萬元為上限，其餘周邊管路設備

及煙道周邊設備，如熱交換器及熱水泵浦等皆不在補助

範圍內。上述補助須於能源局設定期限內提送申請計畫

書，審查之重點包括廢熱回收效益、實際節能減碳的成

效、詳細熱源回收計算及驗證方法、ORC設備規格及

經費明細、後續維護與運轉管理，經評審通過後方有經

費之補助。

六、	結論

除持續協助國內廠商完成ORC系統示範廠外，工研

院在技術上已成功開發300kW渦輪ORC系統，且系統

效率超過9%，超越國際揭露的同級產品，具有國際市

場競爭力。而目前技術持續不斷開發及提升有機朗肯循

環系統之發電量，未來2年將發展出500kW ORC系統。

七、	參考資料

[1] 能源統計手冊，經濟部能源局，第39頁，2018。

[2] https://www.moeaboe.gov.tw/ECW/populace/Law/

Content.aspx?menu_id=4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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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
年來，新安裝的燈具，幾乎所有的光源元件都

被LED燈所取代，無論是室內還是室外照明。

其中一個原因是諸如傳統日光燈、白熾燈、鹵素燈

和汞燈之類的光源在效率和節能效果方面效率遠低於

LED光源。當您參觀最近幾年的國內或國外照明展覽

時，燈具中的所有光源幾乎都是LED，世界正在進行

技術上的飛躍，第四次工業革命中LED照明的比例將

大為增加。此外，有必要在節能技術上重新探討技術

開發的方向，同時將LED照明和各種智慧節能的照明

控制技術結合應用於各個領域中。

二、照明控制系統節能規劃

節能效率取決於在建築物中使用的系統，通過規劃

設計最佳照明控制系統可以節省能源。

我們比較和分析了在智慧節能照明控制解決方案中，

採用ON/OFF控制系統、一般調光控制系統、以及

DALI調光+每盞LED燈具個別感測調光控制系統時的

節電效率。

系統的分析估計，員工每天在10小時上班時間內會

大量消耗能源，因為採用ON/OFF控制系統是無法執

行個別控制，它只能被劃分為區域性群組控制。而一

般調光控制系統的設計也都是將燈具迴路以區域性來

劃分而不是對每個燈具執行單獨的調光控制。而DALI

調光控制系統設計可被應用於辦公室和會議室、行政

室內單盞燈具設備的燈光控制，並通過將靠窗區的照

明迴路配置為區域來控制調光。並可使用考慮到上下

班時間、打掃時間和午餐時間的時間排程表控制，我

們可以控制整個區域的燈光在工作時間和午餐時間的

照明分別為50％和25％。設置臨窗感測控制，以便

照度感知器能感知臨窗區域中筒燈的照度，並執行在

30％~70％範圍內的調光控制。可在行政室、會議室、

休息室等，安裝使用佔用傳感器和臨窗區的照度傳感

器，並且藉由檢測人員是否在位或離席來自動

檢測人員以執行燈光連動控制。於行政室和會

議室可以設置並執行各種場景控制，能產生許

多不同的情境效果。在辦公區域內，使用佔用

傳感器來檢測人員是否在位或離席，並對每個

LED燈具執行個別單獨的階段式調光控制。設定

調光控制功能，LED照明亮度保持在80％，效

率設定為80％或更低。根據上面所設定的目標。

通過對節能現狀進行比較和分析，DALI+調光控

制系統顯示出可達到最高的節能效果。

三、各種控制系統的節能圖

1. (ON/OFF控制系統)

On/Off控制系統，節約方案

• 考慮上下班時間和午餐時間的排程控制：

上班時間和午餐時間用50%及25%來控制整

個地區的照明。

• 臨窗控制是以靠窗戶區域的筒燈（10W）爲

對象，當安裝在窗戶附近的照度傳感器檢測

到照度爲500 LUX時，則臨窗區域的照明輸

出控制為0％，相鄰區域採隔燈控制設爲50%

的照明輸出控制。

• 在VIP室、會議室、休息室等，安裝房間佔

用傳感器和臨窗側照度傳感器，臨窗側控制

與辦公室區域相同，其餘區域則透過在室佔

用傳感器進行不在的狀態檢測控制。

智慧節能照明控制系統應用
 I 陳清樺 總經理 

清鋒自動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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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智慧節能照明控制系統應用

2. 調光控制系統

調光系統，節約方案

• 考慮到上下班時間段和午餐時間的時間排程控制：

整個區域照明的調光輸出控制，在上班時間為

(50％)和午餐休息時間為(25％)的調光控制。

•  臨窗控制是以靠窗戶區域的筒燈（10W）爲對象，

當安裝在窗戶附近的照度傳感器檢測到照度為500 

LUX時，則臨窗區域的LED照明輸出70-30％的調

光控制，若檢測到照度爲550 LUX時，則照明輸出

為0%的調光控制。

•  在VIP室、會議室、休息室等，安裝房間佔用傳感

器和臨窗側照度傳感器，臨窗區控制採用與辦公區

域相同的控制方式，其餘區域則透過在室佔用傳感

器進行不在的狀態檢測控制，分階段逐步進行調光

控制(70%,30%,0%)。

3. DALI+調光控制系統

DALI+調光系統，節約方案

•  根據上下班時間和午餐時間的排程控制  

用於：上班時間和午餐時間50%及25%，對整個區

域的照明進行調光控制。

•  臨窗控制對象為窗邊地區的筒燈(10W  

當安裝在窗邊附近的照度傳感器的照度檢測為

500LUX時，窗邊LED照明由70-30%的調光控制來

調控，並且當識別出為550LUX時，則臨窗LED照

明控制為0％調光輸出控制。還有辦公室靠窗處的

第一排LED(25W)也控制在70-30%的調光設定。

•  在VIP室、會議室、休息室等，安裝房間佔用傳感

器和臨窗側照度傳感器，臨窗區控制採用與辦公區

域相同的控制方式，其餘區域則透過在室佔用傳感

器進行不在的狀態檢測控制，分階段逐步進行調光

控制(70%,30%,0%)。

•  VIP室及會議室燈光情境場景控制：PT講演模式

(50％調光)、會議模式(80%調光)、節電模式(30%

調光)

•  於辦公區域在個別LED燈具上安裝室內佔用傳感

器,工作人員離席不在時分階段調光控制（離席30

分鐘70％，離席60分鐘30％，離席120分鐘0％）

4. 節能分析表

四、照明控制系統應用

1. 系統應用於:辦公室

採用DALI燈控系統 ,透過窗邊的照度傳感器 (Sensor 

Dali Module),可根據量測的照度值進行多階段的調光控

制。

與電動窗簾的聯鎖控制，由智能照明控制觸控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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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手動方式來控制OPEN/CLOSE，或由外部照度傳感器

和內部環境照度感應執行OPEN/CLOSE自動控制。

個人區域LED照明的個別控制，透過空間佔用傳感器

對個別的LED進行多階段控制（30分鐘後為70％，60分

鐘後爲30％，2小時後為0％）

2. 系統應用於:辦公室當隔間改變時

在變更前/2群組
當隔間更改異動
時，只需重新設定
控制程序

在變更後/4群組

由於採用DALI數位
可定址照明控制系
統，當分區異動隔
間改變時，它可以
從智慧型手機APP
應用程序來更改設
定照明廻路，而無
需重新更改任何管
路及配線。

3. 系統應用於:公共區域走廊

• 使用人員移動感測器可自動ON/OFF電驛來控制照明

迴路。

• 由於使用人員移動感測器，因此可以自動執行ON/

OFF控制，可大為節省不必要的能源浪費以及更為有

效地操作。

• 可使用STS智慧型觸控開關或以時間排程表來控制所

有群組照明的ON/OFF。

五、全面性整合智

慧節能照明控

制系統

全面性整合智慧節能照明控制系統，可以在一個系

統上執行ON/OFF開關控制、DALI調光控制、Zigbee

無線調光控制，並且可以進行各種聯鎖控制。

六、結論

系統應用解決方案，智慧節能照明控制系統可提供

各種高效節能控制。近年來，對日常生活中的照明控

制的有效應用和需求不斷地增加，這通過使用LED照

明進一步降低了能源消耗。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

對照明控制系統應用採取更合適的智慧節能控制，從

而節省更多的能源和獲得更有效的燈光控制。現有的

傳統二線式ON/OFF照明控制系統存在無法單盞燈具

個別控制的問題。LED照明控制應用最近已逐漸改變

了控制方式，LED照明燈具可個別單獨控制並連接到

各種類型的系統。DALI調光模組或ZigBee無線調光模

組可應用於每個LED燈具的單獨控制。我們在此

提出此類產品及其應用說明。

4. 系統應用於:會議室和VIP室

1. PT講演模式控制
螢幕前方：0％照明
會議室中間區域：
50％照明
2. 會議模式控制
會議室前後側邊：
50%照明
會議室中間區域：
90%照明
3. 節電模式控制
整個會議室：(0％照
明)零照度(在室傳感
器的自動照明控制)
4. 全開/全關和調光

控制
ALL ON/OFF(全開/全
關)
在全開ALL ON狀態
下,透過中間線觸摸進
行調光操作
5. 根據會議預約時

間，透過與空
調、照明、電動
布幕聯鎖控制，
提供了便利性和
節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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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節能優先 淺談縣市共推住商節電的成效

節能優先 
淺談縣市共推住商節電的成效

一、縣市共推住商節電

由
21縣市執行的「縣市共推住商節電」為期三年

（ 2018年 -2020年），總經費75.06億元，這是繼

2015年經濟部能源局推出「自己的電自己省」智慧節能

計畫以來，以各縣市為主角的大型節電計畫。且能源局

將期程從一年延至三年、輔導縣市建置節能專責機構及

人員，經費有76%(約57.12)億都用於設備汰換，期望達

到長期的節電並抑制尖峰用電的成效。補助設備汰換以

空調、照明、能源管理系統的汰舊換新為主。照明以及

能源管理系統補助不超過汰換費用的1/2。

值得嘉許的是有76%真正用於能節電的設備汰換且必

須產出”節電量”，並計算出汰換之節能設備能節省多少

量，因節電量易受氣候、人口、經濟活動等因素影響，

因此在縣市評比不會單以節電量為基準。特色計畫與計

畫可行性等均納入考量。

而計劃中的節電基礎工作包括縣市建置專責辦公室、

推動公民參與機制、成立地方能源委員會、發展地方節

電志工組織等能擴大全民參與，全民運動讓全民能了解

台灣限電的危機及愛護珍惜能資源等等作為。

但經過去年2018年的執行成效來觀察，大都因各縣市

動太慢，許多縣市都巳過半年才開始執行以及並未造成

大量私部門服務業願意來申請設備汰換補助，因此進度

無法達標，各縣市紛紛提出展延計劃。

二、淺談節電計畫優缺點

首先談到優點：

（一）過去的計畫期程只有一年，縣市也缺乏負責能

源的專職單位，這次期程延至三年，並給予專責人力的

相關預算，如節電基礎工作廠商及汰換設備委託勞務廠

 I 許連城 經理 
詮茂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商，推展上也専責専款専用。

（二）在經費的撥款上，改以執行進度為主，工作進

度達到八成，經費執行率達六成，才可以拿到下期的

錢，讓真正達到執行率的縣市可再進行第二期計劃，

無法達到的縣市就不能拿預算，這是很務實的作法。

（三）部分縣市過去以節電宣傳為主要工作，這次改

以設備汰換為主。這是化宣傳為實務的行動。設備汰

換不僅可減少用電，抑低尖峰用電，在往後幾年還能

持續節電，是一種比較長效務實的做法。

（四）這次新北市在「空調系統冰水主機」每台依冷

凍能力每冷凍噸 (RT)補助新台幣5,000元的補助辦法，

更是對大型耗電設備大刀闊斧解決服務業高耗電的問

題，加速節能的成效，對新北市節能率及補助進度都

有顯著效益。

2015年的縣市節電計畫首度提出時，許多縣市還沒

有足夠的能力處理地方能源計畫。這次能源局在地方培

訓與引導上都更加明確，且每個地方的環境條件與產

業性質都不一樣，能源局也讓地方定出更因地制宜的

政策，真是完全給地方政府發揮的空間，許多縣市也

很用心也很有創意，更是以競賽為爭取榮譽而努力。

我們很肯定這次計畫比較有延續性，設備汰換確實

(本圖取自於屏東縣政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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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縣市共推住商節電的成效

是重要的一環，但各縣市還是有差異性，例如農業縣

市希望汰換農業設備，而不是一般空調或照明。因此

能源局也考量地方差異，給予更多彈性與指導。

一件事總有一體兩面，也有檢討與進步的空間，以

下縣市進度落後的原因探討：

1. 計劃的執行各局處首長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但

部份縣市的承辦人為約雇人員，並不是正式的公務員

來扛此繁重的節電任務，但約雇人員在行政上的資源

變通性及裁量權基本上還是比較薄弱，縱使有PCM及

勞務廠商能支援，但行政流程仍有可能不順，除非長

官很支持，不然約雇人員是很辛苦的也影響到執行能

力。

2. 私部門服務業雖有1/2補助款，但誘因卻不足的

原因在那？申請表格及文件有些複雜雖是原因之一，

但設備價格才是主因，能源局此次規劃的設備都需符

合相關的認證及節能標準立意良好且顧及品質，但市

場價格偏高，對私部門一向以價格導向的思維來採購

產品，認為補助並不划算。

3. 私部門在考慮補助汰換設備時不清楚也不了解這

樣的投資能多久回收？没有一個具體量化節能數據讓

他們願意投資花費1/2的錢。

4. 行銷推廣方面仍未擴大有效曝光及認同，吸引服

務業提高申請補助意願並付諸申請行動。

三、後續節電計畫的建議

現行縣市共推住商節能的執行成效各縣市進度落後

唯有高雄市進度能達標；分析其原因是高雄市是以其

轄區的國中小全面更換LED且採全額補助的方式執

行，補助金額一口氣衝很高，並在因地制宜上透過公

開招標汰換五個行政單位冰水主機，因此才能順利完

成百分之百的進度進入第二期計劃，這次公部門起帶

頭作用，原因很簡單，全額補助才是重點，而私部門

住商等服務業參與仍興趣缺缺，就是還要支付補助款

的一半，且施工費仍不能列入補助，但這也是公部門

相關規定補助金額不得超過汰換總金額的1/2。

因此建議執行計劃在私部門服務業可搭配導入ESCO

觀念，讓他們在汰換設備時能無痛分期，何謂無痛分

期呢？就是讓業主在汰換節能設備後每月所節省下電

費可抵分期支付設備費用的金額，讓業主能感受到在

不多出開銷的，同時達到節能的目的，這種ESCO模式

應該是他們可以接受的，是一種配套方案且能透過節

能補助扶植能源技術服務產業，一舉兩得。

節能倘若没有量化的節能數據，讓汰換設備的業主

能清楚了解投資節能專案多久回收？不知投資報酬率

（ＲＯＩ）？又如何能說服他們願意去申請補助呢？故

應借助ESCO公協會的専業廠商來協助業主以「 IPMVP

國際節能績效標準規範」量測與驗證，計算回收年限以

提高客戶接受度，並導入ESCO節能回收概念，讓客戶

能了解以電費省下來攤提新設備是一種無痛分享；且政

府也可借此一機會培育推廣台灣的節能產業與TAESCO

節能專案第三公證單位。

建議政府應請ESCO専業廠商來參與說明會或登記為

合格配合廠商，經過審核過的廠商資料可上網供公私

部門參考，也可辦節能推廣博攬會，讓公私部門有集

中廠商去做比較的機會。公部門也應提早調查汰換的

設備數量型式以利編列預算並搭配補助款以免錯失補助

時程而要延至隔年。

我們是一群勤奮的能源服務工程師，我們有個夢想

「節能優先，省下一座核電廠」！

2025年能源轉型的關鍵除了綠能的建置外，一定要

抑制用電成長，並且要開源節流。節能就是一種很務

實與科學的節流方式，也可助益能源技術服務產業的

蓬勃發展，達到真正的節能減排。然而在開發潔淨能

源的艱辛路程上，一定要節能優先、綠能為輔，我們

很期待從縣市出發為期三年的節能補助計畫，定能開

出亮麗的成績，並且能全民有共識一起來節電。

「祝福人人的努力，台灣不缺電，晴空萬里，為我們

的下一代贏的一個永續發展的環境。」是我們的責任與

榮耀！

(本圖取自於屏東縣政府資料)

(本表取自於新北市政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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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效率投資、融資與商業模式---IEA方向
 I 張世平 技師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國
際能源署（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是總

部設於法國巴黎的政府間國際組織，由經濟合

作與發展組織 (OECD)為應對能源危機於1974年設立，

其每年所提供能源各領域統計情報，極具前瞻性，對

全球”3E”能源政策，即能源安全、經濟發展及環境

保護之趨勢，具有政策引領的作用。本文即以 IEA能

源效率年報 (Energy Efficiency 2018)為藍本，就其”投

資、融資與商業模式 (Investment, Finance and Business 

models)”專章，進行擇要彙總，呈現 IEA方向。

一、能源效率投資現況與展望
全球能源效率在投資現況 (Situation)方面，2017年略增長

3％至2,360億美元；以地區別劃分，歐洲節能投資750億美

元為最高，佔全球總投資32％；中國大陸633億美元，佔

27％，較2016略高2％；北美420億美元，佔18％，唯較

2016略降2%，詳如圖一。

圖一 能源效率投資-按地區劃分 

資料來源: Energy Efficiency 2018, IEA 

其他

北美

歐洲

中國

大陸

單位:10 億美元
 

圖一能源效率投資-按地區劃分

資料來源: Energy Efficiency 2018, IEA

以行業別劃分方面，建築部門主導能源效率投資，2017

年全球達1,392億美元（佔59％），較2016年成長3％；交通

運輸部門投資成長11％最高，達614億美元（佔26％）；工

業部門投資下降了8％，達到354億美元（佔15％），詳如圖

二。

全球能源效率在投資展望 (Outlook)方面，以效率世界情

景（ Efficient World Scenario, EWS）預測，至2025年，年投

資約5,840億美元；而至2040年，約12,840億美元；兩者若

與2017年投資2,360億美元相較，皆成長顯著。

--------------------------------------------------------------------------

*:本會監事，考試院礦業高考技師、美國節能績效量測

驗證師(CMVP)、PMP、NPDP

圖二 能源效率投資-按行業劃分 

資料來源: Energy Efficiency 2018, I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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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運車輛

建築工業

運輸

部門

圖二能源效率投資-按行業劃分

資料來源: Energy Efficiency 2018, IEA

全球能源效率在地區別展望方面，趨勢同現況之比例值，

即歐洲佔全球總投資32％、中國大陸佔27％、北美18％、

其他23％。

而在行業別展望方面，由於燃料效率與電動汽車需要更

多投資，故實現EWS總投資之最大貢獻者為運輸部門（佔

60%），其次為建築部門佔30％，工業部門僅佔10％，是總

投資總額之最小部分。

二、	提高能源效率之創新商業模式核心：能

源服務公司(ESCOS)
能源服務公司（ESCOS）通過與能源用戶的合約協議，使

用能源績效保證合約 (Energy Performance Contract , EPC），為

能源效率專案提供資金。EPC鼓勵能源服務公司實施節能績

效機會，與客戶分享財務回報。在許多EPC下，ESCOS還

可為能源效率專案提供持續的營運及維護服務，進一步降低

客戶的風險。

2017年全球ESCOS市場成長8％，達到286億美元。其

中，中國大陸ESCOS市場快速成長11%，達到168億美元，

約佔全球總量58%，續佔最高比例，此快速成長係由稅收

激勵等有利政策所促成；在美國，ESCOS已營運30多年，

2017年市場成長至76億美元，約佔全球27%；歐洲ESCOS

市場為30億美元，約佔10％；其他15億美元，約佔5％，

詳如圖三。

平均而言，ESCOS專案可節省約25％的能源。以最終用

戶部門 (End-use sector)劃分，大多數ESCOS專案都在非住

宅建築部門 (Non-residential buildings)進行，其次是工業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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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而運輸專案仍然較少。非住宅建築部門的重要性

反映了低風險能源效率機會的可用性，是可輕鬆實施及擴大

的，如：照明更換、建築外殼改善 (Building envelope)、供暖

通風空調（HVAC）升級等。

圖三 2017 年 ESCOS 收入-按地區劃分 
資料來源: Energy Efficiency 2018, I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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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中 巴西 加 歐盟 美 韓 印度 泰 墨

 

圖三2017年ESCOS收入-按地區劃分

資料來源: Energy Efficiency 2018, IEA

鑑於ESCOS在許多地區偏好長期合約，非住宅建築的延

長期限也使該行業成為ESCOS的一個有吸引力的前景；相較

之下，由於其分散和異質性，能源服務公司在住宅建築部

門 (Residential buildings)通常被視為不那麼吸引人。

工業 (Industry)在大多數亞洲市場受重視，是主導部門，

係由有利的政策所致，而在北美和歐洲，則起著微不足道

的作用，此地區的工業傾向於使用內部專業知識來實施效率

措施，並傾向於投資回收期很短的專案，這對於尋求長期

合約的該地區ESCOS來說，吸引力較弱，詳如圖四。

圖三 2017 年 ESCOS 收入-按地區劃分 
資料來源: Energy Efficiency 2018, I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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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2017年按國家及最終用戶部門劃分的

ESCO市場活動

資料來源: Energy Efficiency 2018, IEA

而以公共或私有部門 (Public or private sector)劃分，在大

多數地區，大多數專案都是在私營部門 (Private sector)進行

的。然而，在北美，ESCOS專案大部分是在公共部門 (Public 

sector)內進行的，政府政策對趨勢有重大影響，公共部門資

產所有者能以優惠條件獲得債務，然後可以更容易地用於挹

注ESCO合約；而在中國大陸，政策為ESCOS參與私營部門

提供激勵，並限制了公共部門與ESCOS的接觸程度，詳如

圖五。

4 

圖五 2017 年按國家以及公共或私有部門劃分的 ESCO 市場活動 

資料來源: Energy Efficiency 2018, IEA 

公共或私營部門

公共部門私營部門

比例

圖五2017年按國家以及公共或私有部門劃分的

ESCO市場活動

資料來源: Energy Efficiency 2018, IEA

三、	能源效率融資：綠色銀行的能源效率融資

正在增加
在過去兩年中，綠色銀行 (Green banks)在提供能源效率融資

方面顯著增加。綠色銀行由國家或地區政府建立，旨在為有

利於環境且具有商業可行性，但難以吸引資金的專案提供融

資及槓桿。

綠色銀行可以是公共、準公共或私人機構，由公共當局授

權，以確保其活動範圍。大多數綠色銀行將公共資金投資於

私人資本專案，第一個是美國康乃狄克州綠色銀行，成立於

2011年，目前至少有9家綠色銀行在區域、國家及國際層面

運營，其中6家是綠色銀行網絡 (Green Bank Network)的成員。

綠色銀行網絡包括澳大利亞清潔能源金融公司（ CEFC, 

Australia）、馬來西亞綠色科技公司 (GTC, Malaysia)、美國康乃

狄克州綠色銀行（CGB）、紐約綠色銀行（NYGB）、日本綠色

金融組織（GFO, Japan）以及英國綠色投資集團（GIG, United 

Kingdom）。迄今為止，這六家銀行已承諾在各個領域投資超

過100億美元，包括能源效率，然而，綠色銀行目前只佔能

源效率專案機構融資的一部分，其他金融機構（如 :歐洲重建

開發銀行EBRD、歐洲投資銀行EIB、世界銀行WB）也都投資

於能效專案。

綠色銀行在綠色能源效率及低排放運輸的投資比例正在

增加，2017年能源效率投資達到4.3億美元，其中建築業

佔81％，這筆資金大部分用於對建築及設備升級的中小企業

（SMES）提供貸款，以及新建的節能住宅。 在2018年第一季，

由於澳大利亞清潔能源金融公司的投資，能源效率已超越太

陽能成為綠色銀行投資的最大領域（佔40%），詳如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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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2014-2018Q1 綠色銀行投資的年度分配 

資料來源: Energy Efficiency 2018, I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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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2014-2018Q1綠色銀行投資的年度分配

資料來源: Energy Efficiency 2018, IEA

綠色銀行具體融資方式，以澳大利亞清潔能源金融公司

（CEFC）為例，CEFC由澳大利亞政府擁有，主要投資於低

排放交通，2018年能源效率投資的增加，其佔全球綠色銀

行投資近50％。

CEFC投入 7.7 億澳元於其節能資產融資計劃（ 註 : 

1AUD≒22NTD），並與私營銀行合作，以降低客戶的融資

利率，若符合能源效率要求，銀行可提供高達500萬澳元貸

款，並以標準資產融資利率折扣0.7個百分點。以2018年7

月而言，利率為3.1％，期限為11.5年。

隨著越來越多的私人金融家與綠色銀行合作為能源效率及

其他清潔能源專案提供資金，風險知識也在增長，甚至部

份投資已經成為綠色銀行資金不太受關注的焦點，如風能已

漸被私人融資所取代，然而，能效投資仍是熱門專案。

綠色債券（Green bonds）也是能源效率籌集資金之工具，

是專門為清潔能源及環境專案提供資金而創建，為投資者提

供更高的透明度和更大的確定性，綠色債券還可以提供比傳

統銀行貸款更低成本的融資或再融資來源。綠色債券包括：

公司債券 (CB)、資產支持證券 (ABS)、市政債券 (MB)、專案

債券 (PB)、主權債券 (SB)、金融部門債券 (FSB)以及超國家、

次級主權與代理（SSA）債券。

主要用於能源效率的綠色債券的價值從2016年的160億

美元，2017年增加至470億美元成長三倍，首次超過再生

能源及其他能源的綠色債券（460億美元），詳如圖七。

六、總結
1.全球能源效率在投資現況 (Situation)方面，2017年略增

長3％至2,360億美元。以地區別劃分，歐洲節能投資最高，

佔全球總投資32％、中國大陸佔27％、北美佔18％、其他

23％；以行業別劃分方面，建築部門佔59％、交通運輸部門

26％、工業部門佔15％。

2.全球能源效率在投資展望 (Outlook)方面，以效率世界

情景（ Efficient World Scenario, EWS）預測，至2025年，年

投資約5,840億美元；而至2040年，約12,840億美元；兩者若

與2017年投資2,360億美元相較，皆成長顯著。而在地區別展

望方面，趨勢同現況之比例值。在行業別展望方面，由於燃料

效率與電動汽車需要更多投資，故實現EWS總投資之最大貢獻

者為運輸部門（佔60%），其次為建築部門佔30％，工業僅佔

10％。

3.2017年全球ESCOS市場成長8％，達到286億美元。其

中，中國大陸ESCOS市場快速成長11%，達到168億美元，約

佔全球總量58%，續佔最高比例，此快速成長係由稅收激勵等

有利政策所促成；美國約佔全球27%；歐洲約佔10％；其他約佔

5％。

4.平均而言，ESCO專案可節省約25％的能源。以最終用戶

部門 (End-use sector)劃分，大多數ESCOS專案都在非住宅建築

部門 (Non-residential buildings)，如進行：照明更換、建築外殼

改善 (Building envelope)、供暖通風空調（HVAC）升級等，其次

是工業部門 (Industry)，而運輸專案仍然較少。而以公共或私有

部門 (Public or private sector)劃分，大多數專案都是在私營部門

進行的；僅北美ESCOS專案大部分是在公共部門內進行。

5.綠色銀行 (Green banks)具體融資方式，以澳大利亞清潔能

源金融公司（CEFC, Australia）為例，投入7.7億澳元於其節能

資產融資計劃，並與私營銀行合作，以降低客戶的融資利率，

若符合能源效率要求，銀行可提供高達500萬澳元貸款，並以

標準資產融資利率折扣0.7個百分點。以2018年7月而言，利

率為3.1％，期限為11.5年。

6.綠色債券（Green bonds）也是能源效率籌集資金之工具，主

要用於能源效率的綠色債券，其價值從2016年的160億美元，

2017年增加至470億美元，成長3倍，首次超過再生能源及其

他能源的綠色債券（460億美元），節能的重要性已顯著呈現。

七、主要參考資料:
1.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Energy Efficiency 2018: Analysis and outlooks to 2040, 

typeset in France, October 2018.

2. Green Bank Network (2018), Green Bank Network Investments by Technology Sector, Green 

Bank Network, Washington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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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1. 成立於2007年7月，實收資本額1000萬
2 2014年榮獲經濟部能源局頒給「能源技術服務業績優廠商獎2. 2014年榮獲經濟部能源局頒給「能源技術服務業績優廠商獎」
3. 中華民國能源技術服務商業同業公會
 創始會員
 常務理事(201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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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常務理事(2011~2020) 理事/常務理事(2011 2020)

5. 台灣區冷凍空調工程工業同業公會 甲級會員
6. 中華民國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會員
7 位全職冷凍空調工程技師7. 4位全職冷凍空調工程技師
8. 4位全職美國節能績效驗證專業工程師(CMVP)鈞元能源技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JUN YUAN ENERGYTECH ENG. CO., LTD.
桃園市龜山區忠義路二段638巷16號 TEL: (03)328‐3693 FAX: (03)328‐3697                          http://junyuanet.myweb.hinet.net/

主要服務項目
 空調系統設計規劃、監造管理委託技術服務

政府機構空調工程實績
 空調系統設計規劃、監造管理委託技術服務
 節能改造顧問、診斷評估與工程承攬
 節能績效保證統包工程(ESPC)
 節能績效量測驗證(M&V)規劃
 能源管理系統(EMS)規劃設計與工程承攬 能源管理系統(EMS)規劃設計與工程承攬
 中央空調冰水機房汰換與效能提升專案
 熱泵熱水系統工程
 配管與機電整合系統(MEP System)

ESPC I (合約期: 101~108年)
某政府機關大樓，執行節能改善措施如下：
1) 汰換一台老舊冰水機及附屬冰水泵及冷卻水泵

汰換冷卻水塔為方形直交流式變頻水塔

ESPC II (合約期: 102~105年)
某大專院校 執行節能改善措施如下2) 汰換冷卻水塔為方形直交流式變頻水塔

3) 變更定水量冰水系統為變水量
4) 增設冰水機房能源管理系統
5) 汰換部分燈具為LED燈具
6) 汰換溫控器與控制閥為聯網型溫控器與控制閥

某大專院校，執行節能改善措施如下：
1) 增設學生男女宿舍各1組熱泵熱水系統。
2) 增設溫水游泳池1組熱泵熱水系統。
3) 汰換圖書館及宿舍燈具為T5燈具。
4) 汰換體育館燈具為LED燈具。)

7) 調降電力契約容量(480kW350kW)
105年相對於99年節省303,360kWh，節電率約33.1%。

)
5) 設置遠端能源管理系統。
逐年驗證，皆能達成合約節能率45.1%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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