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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節能路燈—PFI民間融資提案與

ESCO模式之創新營運解析

  張寶蓉副教授 逢甲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一、	前言

全
球在能源短缺的情況下，從政府、企業、到個

人，無不致力於節能減碳之各項措施。對政府

單位而言，運用公部門資源、預算等進行公共建設之

推動，是各國政府可能採取的手段之一。然而，由於

公共資源之有限，加上傳統公共建設之採購方式可能

造成之資源浪費與後續維養費用，近年來興起新的模

式 -民間融資提案 (PFI，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本文

探討此創新模式如何以公私協力之方式，改善投資效

益，以達成能源管理之成效。

二、	智慧路燈發展現況與趨勢

路燈是廣泛佈設於道路上的基礎公共設施，由於涵

蓋範圍廣、數量多，是民眾最有感的公共建設服務之

一。由於路燈是民眾最基礎的照明需求，因此在亮度、

照明時間、等要求，也成為政府最沉重的財務負擔。

根據統計，路燈在電費上的支出，約佔政府用電的三

分之一左右。因此，在節能減碳、以及財務收支妥善

運用的趨勢下，各國政府皆以將傳統路燈置換為節能

LED燈為第一要務。

相較傳統燈具，LED路燈加裝智能控制器，可配合

場域環境需求，進行燈光調控，在節能之餘，同時達

成便民需求。傳統路燈必須透過人力巡查、報修、派

修等管理作業，在人力、時間上皆是一大成本；在加

裝智慧路燈後，可遠端即時偵測路燈健康狀況，並即

時故障告警，可節省巡查管理作業以及派修人力調配

之問題。

由於路燈最密集的基礎公共設施，近年來燈桿除了

滿足基礎照明功能外，在通訊、物聯網技術的持續演

化下，儼然成為串聯城市服務的神經系統。在路燈接

上網路後，適合作為各種感測器的載體，可以開展出

許多用途與服務，如車流與人流計數、安全警示、環

境感測、水位偵測、電子看板訊息推播、停車格空位

偵測、等，滿足智慧城市的各種聯網應用。

三、	路燈汰換模式分析

政府在進行多項公共建設時，多以傳統採購發包的

模式進行。然而，由於路燈等大型若以採購發包模式，

政府期初需投入高額資金進行汰換，後續又有節能改

善、維護保養服務等需求。因此，在將傳統路燈置換

為省電LED燈或智能路燈之相關公共建設，後續衍生

出兩種模式 : ESCO模式與PFI模式。

(1) ESCO模式

ESCO模式是指由能源技術服務公司 (Energy Service 

Company; ESCO)，透過節能績效保證型契約 (Energy 

Saving Performance Contract; ESPC)的方式，協助業主進

行節能改善專案。

節能績效保證型契約是指，政府無需先編列採購預

算，而是將節省下來的電費作為支付能源技術服務廠

商的費用，採「先服務、後付款」模式。換言之，政

府在節能改善工程之投資費用，需全部從改善後所節

省之能源費用中分期償還 (Pay by Savings)，屬於自償性

專案。此外，廠商還需提供節能績效保證 (Guaranteed 

savings)，必須保證達到於節能績效保證合約中對顧客

所承諾的節能效益，否則應負擔未達到的差額。因此，

在執行過程中，ESCO模式是以能源改善工程案未來

產生現金流的盈餘做為融資擔保的一種方式。

此模式行之有年，對政府單位來說，無須投資大筆

資金即可導入節能產品及技術，能改善現有公共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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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大筆現金流之困境；此外，透過此模式所造成的

節能效益，能有效減少能源成本支出，改善環境。

ESCO模式雖可解決政府財政問題，並確保節電效

率；然而，公共建設時常不光是建置完成即結束，後

續還有維護保養等問題，倘若政府無編列相關預算，

後續維養仍是大筆支出，或是常出現建置完成，但後

續卻缺乏維養的公共建設弊端。

因此，為解決上述困境，後續以導入民間投資與參

與，以及以「購買服務」，而非僅是建置的民間融資

提案 (PFI)模式因應而生。

(2) 創新解法:PFI模式

為增加私部門之參與以及民間投資，政府興起民間

融資提案模式，尤其是用在大型政府支出之公共建設

專案。民間融資提案可追朔自1993年由英國財政部成

立專責的民間融資小組開始，是公部門、私部門以公

私協力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簡稱PPP)進行的一

種方式。學理上認為，由政府部門、非政府部門所進

行的跨部門合作 (Cross-sector partnerships)來進行公共建

設、或社會等相關議題，更具有其效益與影響力。

PFI模式讓政府由原先透過採購發包等方式進行的公

共服務生產者，轉而成為向民間企業購買公共服務的

購買者，而非單獨取得公共設施資產之所有權。政府

在民間企業營運該項公共建設後，依據雙方契約所訂

之評估指標及規範，定期檢視民間企業之履約情形，

以及各項績效指標是否符合約定，作為民間企業請款

條件之依據。倘未達到績效指標，或軟硬體無法提供

服務時，則有扣款機制。因此，PFI 是將當期本應支

付的興建成本，以及後續營運維修與保養成本，先由

私部門預支，等到營運階段，才按期支付民間廠商費

用。故PFI屬公共建設延後支付的分期付款方式，可

紓緩政府在財政上之調度。

日本於1998年擬定PFI法草案，源自於1997年首相

提出3年內縮減15%公共事業支出的改革政策，直接

或間接影響了政府的對公共建設的支出預算，因而引

發透過民間參與方式進行。

台灣則於2009年，由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提出民

間融資提案制度想法，目前也逐步運用在多項重大公

共建設上。過去政府編列大筆興建費用，建置完成後

卻缺乏管理維護費之財政預算，導致資產逐年衰敗之

情形。PFI模式除能解決民間企業對於公共建設較無

參與意願之困境外，亦是提供政府部門以服務獲取方

式，取得長期公共設施服務之創新選項。

PFI模式，具有以下特性: 

1.	強調財政支出價值(Value	For	Money)評估

從政府支出的角度而言，PFI模式與傳統政府自辦方

式作業，也需編列預算，似僅是支出時間點差異。然

而，PFI模式因為是以購買民間企業之服務方式，在

政府監督與績效評核規範下，在相同財政支出上，理

論上應能獲得更優質、具有效率之公共服務。因此，

PFI模式必須估算整體財政支出所創造之價值，其價值

必須大於政府自辦或其他方式，方使用PFI為佳。

2.	取得服務，而非資產

PFI模式是由民間企業進行執行以及後續營運、維

護，之後再依其是否符合規範與各階段績效而訂進行

請款，政府是購買這段期間內的服務，而非購買資

產。因此，政府單位在規劃PFI方案時，即必須清楚

制訂服務表現規範 (output specification)與服務績效回饋

(performance based reward)指標，方能對此公共設施專

案，有所掌控與管理。在服務績效管理指標上，基本

上必須涵蓋兩大因素 :可用性與服務品質。可用性是為

了確保公共設施服務能符合雙方所約定品質，並能確

保不中斷之運作；服務品質則用以促使廠商能保持滿

意的服務水準。

3.	強調生命週期成本(life	cycle	cost)

如前所述，PFI模式並非購買建置之資產，而是購買

在一定生命週期裡的所有營運與維養成本。因此，在

整體財政預算上，不是選擇最低的興建成本，而是在

綜合考量興建及營運等整體生命週期下，選取最低之

成本。此與政府自辦，或是ESCO模式亦有所差異。

四、運用PFI模式之路燈節能換置案例分析

根據調查資料顯示，台灣路燈數量共約有160萬盞，

其中水銀路燈約占51.8%、鈉燈約35.2%、複金屬燈

2.9%、螢光燈9.3%，而LED路燈僅約占0.8%。近幾年

因鈉燈設置的比例逐漸增加，水銀燈有逐漸減少的趨

勢，但仍然維持在相當高的比例。在用電量上，每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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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壓鈉燈用電量為250瓦，相較於照度相同的110瓦

LED用電量，其高壓鈉燈用電量是LED路燈的3倍。

因路燈數量多、幅員廣大，又是政府耗電大之重

要資產之一，各縣市政府雖有動機進行傳統路燈之汰

換，但受限於財政預算，多僅能利用政府推動之各項

補助計畫來進行。因此，如何運用資源、構思新的模

式以推行汰換為LED燈達到節電之機制，成為各縣市

政府主要面臨之問題。

PFI模式因採購買服務方式，以固定支付金額、依

約定的規範與績效指標分期進行付款，使承包之民間

企業在建置期便會盡力維護路燈壽命，減少重複裝設

的成本，可作為解決政府替換節能路燈所面臨之政府

財政困境、設備單價過高、以及後續維護保養等問題

之方案。目前已有新北市政府、桃園市政府、高雄市

政府採PFI模式進行路燈汰換工程作業。以下針對這

三個專案進行分析與討論。

1.	新北市政府

新北市幅員廣大，全市共有約22萬盞路燈，除每年

需編列鉅額電費提供照明使用外，各區公所也需另行

編列例行性維護預算予以維護。在道路照明所耗費之

費用每年約5.3億。進行相關評估之後，決定採取PFI

模式推動節能路燈置換及維護計畫，以大幅減輕政府

財政負擔。此外，為降低履約損失風險，以及良性競

爭環境，採分區管理模式，在新北市南區與北區由不

同承商進行維護管理，讓公私協力之方式，能互蒙其

利。新北市於2014年8月評選，以 6 年約 20 億的經

費 辦理新北市路燈換裝為節能路燈及維護管理計畫，

並分別由台達負責新北北區、光寶負責新北南區之換

裝作業，於同年10月開工。於2015年已換裝完成18

萬盞，後續保固5年。

在專案績效指標，分為節能指標、成效指標、服務

滿意度指標等三類績效指標，共計20項分項，依此作

為廠商績效達成率之評核要點。

在汰換為省電LED後，每年節省電費約1 .4億元，

約略減少約1.7億萬度電，平均每年可減少約 9 萬公噸

二氧化碳排放量。此外，在維修時效上，過去1999路

燈報修處理時效約為33小時，改善後1999路燈報修

平均處理時效為22小時，時效縮短比率達33.3%。

2.	桃園市政府

桃園市共有20餘萬盞路燈，之前僅4萬餘盞換裝

LED燈具，其餘為為較耗電之高壓鈉燈。2019年起桃

園市政府啟動全市16.2萬盞路燈轉換為智慧路燈計畫，

總預算達45.9億元，計畫期程15年，採PFI模式，桃

園北區由遠傳及光寶取得，南區則由億光、中華電信

及台固團隊取得，預計2020年全市路燈換裝完畢。

置換成LED燈後，預計電費由2.19億元降為0.66億

元，每年節省電費1.53億元、減少6萬噸碳排放量。

此外，透過PFI模式，每年可創造1100個就業機會，

LED加裝智慧燈控設備，可隨時監控，並且在24小時

內完成維修。

3.	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於2019年完成招標程序，是繼新北市政

府、桃園市政府之後，採PFI模式進行節能路燈汰換

作業之縣市政府，並於2020年開始換燈作業。高雄市

有24萬盞路燈，目前仍有約12萬餘盞路燈為傳統路

燈；此外，過去在路燈的維護上，需由巡檢人員依區

域及路線進行巡視及檢修，耗費人力且費時。在此次

PFI計畫下，預計將8萬餘盞置換為智慧路燈，使其具

有遠端監控路燈狀態之功能，並能與現有報修系統進

行管理及維護，以提升維護保養之效率。　

表1… 新北市政府、桃園市政府與高雄市政府之PFI模式分析表

18 16.2 20

20 45.9 8.8

6 ( 5 ) 15 ( 14 ) 8 ( 8 )

2014 2019 2020 ( )

( ) ( )
( ) (

)
( ) ( )

 1.4 1.53 1.08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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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更換燈具外，廠商亦需負責後續8年的路燈日常

維護工項，預計每年可節省電費約1.08億元。在後

續的服務績效指標上，則以節能指標、照明服務合宜

性指標、照明服務持續性指標、路燈管理系統運作指

標、整體服務績效滿意度指標等五大項進行每期績效

評核。

五、	結論與建議

在節能減碳趨勢下，如何達到能源最有效之運用，

是各級縣市政府之執行要務。路燈因為數量多、幅員

廣闊、耗能大等特性，政府如何兼顧效率與效能之置

換模式，更是選擇治理方式之重點。

PFI模式採取民間融資與民間參與之方式，以公私協

力之合作模式，政府以購買服務、分期依績效達成狀

況付款，能有效減少財政負擔，並能讓承包之民間企

業，以更好之服務品質提供建置與維養服務。總而言

之，PFI之創新模式，能有效達到三方之成效 :

1. 對公部門而言：能減少期初財政負擔，以分期支付

方式達到政府公共服務之成效。此外，以置換為節

電LED路燈為例，能有效節能，並能確保後續維護

保養之品質、以及服務不中斷。

2. 對私部門而言：參與廠商能透過民間參與政府公共

建設之機會，深化技術與服務能量，同時能增加就

業機會。

3. 對民眾而言：透過PFI模式，民眾能快速享受到公共

建設之服務，不用等待政府籌措足夠資金後才能進

行相關之建設。以置換為節電LED路燈為例，民眾

能享用依需求調整之燈光、以及更舒適與便利之城

市。

然而，以台灣為例，PFI模式仍在發展當中，學者

亦提出可能的影響與考量，如對參與民間單位之管

理，以及長時間的管理協調等，仍有待更多的專案進

行磨合後，調整與建構更有效之治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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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PFI創新模式所達成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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