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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順
應全球節能趨勢，減少能源消費及提高能源使

用效率，推動節能減碳工作已成為各國政府重

要施政目標之一。能源技術服務企業 (Energy Service 

Companies，簡稱ESCO)以節能效益分享型 (或保證

型 )之商業模式，較能解決用戶經費預算有限與缺乏

節約能源之專業人力與技術等問題，可以有效突破節

約能源之困難點。本文說明國內近期之產業現況，使

ESCO業者了解國內產業發展趨勢，日後配合政府擬

訂之相關產業推動措施，協助我國產業發展。

一、	ESCO營運概況調查

據107年調查顯示，49.04%的ESCO企業從事之節

能專案僅為設備銷售的附屬營業活動，42.31%的企

業表示該企業為節能設備公司，其節能業務為該公司

次要業務。而國內全企業均從事節能專案的公司僅為

8.65%(請見圖一 )，可見國內專業性節能企業不易獨立

運作足夠規模，需要搭配節能設備銷售或它項周邊業

務 (如 :智慧建築公司、租賃公司⋯等 )，以期較有經

營規模。雖然國內節能業務並非大型ESCO企業最主

要業務項目，但以107年度而言，執行節能專案最有

業績者，卻常是大型企業：如中Ο能Ο公司 (租賃公

司 )106年度執行NT$6.0億元節能工程。

整體而言，觀察 104年度 ~107年度相關統計資

料 (請見表一 )，近幾年台灣的ESCO企業實收資本

額逐年增加，平均值由NT$18,772,73萬元，成長到

NT$28,983.00萬元，足見ESCO廠商的經營實力逐步

增加，並朝向企業大型化趨勢邁進。但若由企業成立

時間與節能專案經營時間觀察，時間期愈來愈短。另

外，在單一企業之節能專案推廣量方面，近四年變

化度不大，表示整體ESCO產業的產值增加，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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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在於更多業者的投入與政府各級單位的補助與支

持。至於ESCO專案占企業整體營業額的比重，近四

年則逐步下降，表示ESCO企業規模增加，企業多元

發展，也表示台灣的ESCO企業無法僅仰賴節能專案

的推動，必須增多更多元產品出來面對競爭激烈的市

場。此外，企業推展ESCO節能專案的獲利能力，也

因競爭激烈而呈現微幅下降趨勢，不過，107年度推

展ESCO節能專案平均獲利能力為10.77%，但中位數

僅為7.50%，表示節能專案並非高盈餘性專案，投入

企業僅能獲得合理的報酬率。

而107年度的節能專案營業活動 (請見圖二 )，大部

分企業表示與106年度接近或小幅成長，107年度預

期平均成長率約為+7.26%。成長率較高的企業 (包括

進Ο生與承Ο企業 )係因母集團拓展國際市場增加

生產線，因此107年度ESCO的業務預期成長率超過

50%。而大Ο企業、阿Ο倍Ο均因在國內ESCO市場

不易拓展，乃轉移擴展系統工程市場，而讓公司目前

的ESCO專案陸續回收資金，不再增加專案投入金額，

圖一、ESCO企業業務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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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造成ESCO衰退率超過50%(請見圖三 )。

圖二、107年度ESCO企業之專案營業額

圖三、107年度ESCO企業之專案營業額成長率

貳、	ESCO技術產品類型

107年度整體產業資料呈現 (請見表二 )，節能專案

以一次性驗證後給付模式 (平均占比為41.13%)最為普

遍，而且呈現每年逐次上昇。經與諸多業者表示，近

幾年節能專案的推廣幾乎呈現完全競爭現象，10%的

利潤其實是保固費與幾年資金積壓的時間成本，是乃

必要的利潤。因此，經過幾年的推廣後，每間ESCO

企業幾乎均將公司內部作為節能效益分享的準備資金

用盡，不再希望增加節能效益分享專案，而偏向增加

一次性支付的節能專案。其次則為節能效益分享專案

(平均占比為16.89%)，再次則為節能效益保證之節能

專案 (平均占比14.26%)。

此外，圖四與圖五中呈現，107年度受調查ESCO企

業客戶對象分佈，主要客戶群為：學校16.38%、電機

電子業12.17%。整體而言，國內ESCO廠商的業務仍

以學校、公部門、商辦大樓與服務業居重，反而對於

耗能產業的投入程度尚且不足。107年度紡織業的投

入比重為6.66%、鋼鐵業的投入比重為4.14%、石化業

的投入比重為3.97%、水泥業的投入比重為2.76%。此

種現象，106與107年度接近 (雖然比較各主要產業之

表一、104~107年度ESCO產業整體營運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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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率數字不同，但均差異不大，可視為調查誤差 )，

可見投入製造業的節能技術服務業務，技術難度與成

本投入均高於一般服務業，因此ESCO廠商的業務對

象有了偏重。建議，政府單位應給出製造業的足夠節

能激勵或改善措施。才能克服ESCO廠商的逆選擇現

象。

圖四、106年度受調查ESCO企業客戶對象分佈

圖五、107年度受調查ESCO企業客戶對象分佈

至於ESCO廠商的技術產品領域方面，能源服務

業的承攬工程如圖六所示，107年度普及率最高的技

術 /產品領域為空調系統 (佔15.23%)、照明系統 (佔

13.71%)，其次為能源管理系統 (10.66%)、熱能系統

(10.15%)等，均為節能服務廠商的重要服務項目。比

較106年度技術產品分配狀況，領先項目之市場占有

率年均值接近，空調系統與照明系統的節能專案最

多。而107年度政府重視所增加的重點項目 (儲能技術

市占率從0.69%成長到1.27%與電力需量抑低業務市占

率從2.55%成長到4.31%)則成長較多 (請見圖六 )。

  

(a) 106年度

表二、ESCO業務之營收來源項目占比

項目 104年度 105年度 106年度 107年度

節能效益分享 22.08% 18.65% 18.06% 16.89%

節能效益保證 14.87% 17.24% 16.43% 14.26%

一次性驗證後給付 19.94% 21.66% 29.27% 41.13%

節能租賃 12.92% 10.95% 8.81% 4.77%

節能設備銷售 17.88% 16.94% 12.89% 15.81%

節能支援服務 12.32% 14.56% 14.54% 7.13%

Esco會訊58期_24面.indd   16 2020/1/3   上午 10:26:54



17 台灣ESCO會訊   第五十八期

 

 (b) 107年度

圖六、節能服務業之技術產品分配狀況

三、	ESCO公司人力現況

調查結果呈現 :如表三所示，由於國內能源技術服務

企業僅約為中型企業，每年度每一企業平均ESCO專

案營業收入約NT$4,612.24萬元。因此，企業內負責

ESCO專案的員工人數平均而言，約需9.95位專業人

員，其中男性約占76.23%(平均約為7.59位 )，女性則

約占23.77%(平均約為2.37位 )。表三資料尚可發現，

隨著ESCO企業的演進，似乎更少的專業員工人數，

已可完成ESCO企業的需要 (尤其是男性方面 )，此也

表示企業有朝向更大規模發展，因此每位員工必須為

企業本身提供更多的產出。此外，在中位數的資料，

亦可觀察出，50%台灣ESCO企業其推廣節能業務同

人僅為3.5人，節能專業人員不多，也表示大部分台

灣ESCO企業，無法提供專業團隊，承接製造業高複

雜性的節能業務。因此，大部分的節能案件，均屬

於照明與空調系統，甚或大部分均推廣於公部門與學

校。此種過於仰賴政府部門的業務來源，使得ESCO

企業節能研發團隊不易生根。 
表三、ESCO專業員工占比分佈

對應於上表之專業員工數目，圖七調查此些專業員

工具備的專業證照類別。已拜訪的ESCO企業之ESCO

專案員工最需具備專業為國際量測驗證證照，約有

46.81%的企業擁有該張證照。其次為空調技師證書或

甲級電匠。此種現象106年度與107年度一致。

圖七(a)、106年度能源技術服務業專業證照需求

圖七(b)、107年度能源技術服務業專業證照需求

四、	ESCO國際輸出概況

根據107年度調查結果，針對ESCO企業海外輸出業

務之地區分析，大陸地區仍是目前國內ESCO企業主

要輸出地區 (占比為26.25%)，其次則為東南亞重要貿

易國家，越南占比15.03%、泰國占比7.83%、馬來西

亞占比5.22%、菲律賓占比7.03%、印尼占比6.61%。

由此確實可觀察到台灣ESCO企業國際化的進程由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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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遠。然而，彙整東南亞地區占比超過四成，並且已

經超越中國大陸，足見發展新南向策略的重要性。然

因，東南亞全區雖然重要度高，但因多國林立，語言

多元，政治情境複雜，再加上缺乏國際間重要貿易協

定，因此ESCO企業在單一國家的佈點與投入仍是有

限。由表四也可觀察到，近三年來台灣ESCO企業對

於中國大陸的佈局，雖是最為重點，但卻逐年遞減，

而東南亞地區部分國家 (如 :越南與菲律賓 )比重卻有逐

年增加現象，此外，其他地區 (包括日本與中東地區 )

則有擴大發展的現象。

五、	結論

本文係調查台灣地區能源技術服務產業之企業經營

現況，接受訪談及填報調查問卷企業共計105家，問

卷調查滲透率為公會會員之33.65%(=105/312)。本產業

調查大致分成「ESCO營運概況調查」、「ESCO技術產

品類型」、「ESCO業務人力現況」及「ESCO國際輸出

概況」等多項重要議題，相關結論如下。

1. 107年ESCO業務對象大致均為服務業(整體服務業比

重約為60.98%，而整體製造業占比約為39.02%)，表

示目前台灣地區ESCO專案推廣以服務業為主，但在

製造業方面，因涉及製程流程技術專業，目前推廣

程度還有成長空間。

2. 107年ESCO專案節能率穩定維持於31.25%，比較

104~107年度，每間ESCO企業有效節能專案合約由

104年度平均8.02件發展至107年度平均7.92件，表示

每間ESCO企業平均投入節能專案穩定。

3. 國內ESCO專業需求證照，普遍以國際量測驗證師

證照(佔46.81%)為主，而若是冷氣工程類的ESCO企

業，尚須要求空調技師證照(佔31.91%)。若為電力

或照明工程企業，則尙需甲級電匠證照(佔31.91%)

4. 東南亞諸國的能源技術服務產業均尚未成熟，但節

能市場潛力相當龐大(尤其智慧城市、節能科技與

ICT運用產業)，台灣地區的能源技術服務企業相對

而言，具有技術與資金優勢，但是缺乏東南亞市場

通路，如欲進軍東南亞市場，與當地企業合作共創

雙贏，應是未來發展重點。

表四、近三年ESCO企業之國際輸出地區比重

地區/比重 105年度 106年度 107年度

中國 42.32% 37.53% 26.25%

泰國 5.81% 9.52% 7.83%

越南 12.45% 13.71% 15.03%

印尼 6.64% 6.06% 6.61%

菲律賓 3.22% 6.78% 7.03%

馬來西亞 5.39% 7.55% 5.22%

歐洲

24.17%

4.74% 6.47%

美洲 3.30% 5.28%

其他地區 10.80% 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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