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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能源工程師協會世界能源會議暨博覽會

參訪暨美國ESCO產業發展趨勢摘要說明

一、	前言—關於美國ESCO產業及相關組織

美
國ESCO產業年產值約80億美元，主要客戶

(75%)集中在公家機關及所屬公立醫院及學校

等，回收年限約9-13年。常用的節能改善範疇包含照

明、智慧控制以及室內空氣品質監控 (由偵測二氧化碳

濃度控制外氣風門 )、空調系統汰換、熱能系統汰換以

及節水技術。相較於我國發展，ESCO產業在當地定

位為自償性財務操作工具 (Finance Vehicle)，不受限於設

備汰換。近10年間，不少能源用戶因應執行各地電力

公司需量反應 (Demand Response)獎勵計畫而以ESCO

模式新購置自有發電系統 (例如緊急發電機或汽電共生

系統 )。另整合再生能源及新興雲端大數據分析技術，

因此ESCO總體推動方向逐漸由設備汰換擴大至建立

智慧微電網系統，並引進電力系統業者投入ESCO產

業。

美國主要推動ESCO產業發展組織包含美國國家

能源服務協會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nergy Service 

Company,  簡稱NAESCO)及美國能源工程師協

會 (Association of Energy Engineer, 簡稱AEE)。前者

NAESCO成立於 1983 年，目前有 97 家 ESCO相

關會員廠商，透過辦理研討會 (Seminars)、講習營

(Workshops)、培訓計劃 (Training Programs)、會議

(Conference)，並發行期刊、推廣手冊、成功案例手

冊推廣予能源用戶，並與貿易團體與政策遊說團體合

作提升市場發展潛力，協助會員開拓市場。後者AEE

成立於1977年，成立宗旨在藉由培養能源相關領域

從業人員專業知識來推動永續環境。透過辦理訓練

課程等辦理節能相關專業人員認證，包含國內ESCO

業者較熟悉之能源管理師 (Certified Energy Manager, 簡

稱CEM)、能源查核人員 (Certified Energy Auditor, 簡稱

CEA)以及量測驗證專業人員 (Certified Measurement & 

Verification Professional, 簡稱CMVP)證照。AEE另定期

發行”能源工程”(Energy Engineering)等期刊，並定期

辦理大型會議提供專業人員技術分享交流。

二、	關於美國能源工程師協會世界能源會議

暨博覽會

美國能源工程師協會世界能源會議暨博覽會 (AEE 

World Energy Conference & Expo, 簡稱AEE World)為美

國國內能源相關產業最大型的博覽會，自1977年首

次舉辦以來即將邁入第43屆，集合各領域專家參與，

藉由節能產品展覽以及專題研討會，提供能源用戶完

整的能源效率、廠務管理及環境永續等相關知識。筆

者日前於2019年9月25日至27日前往美國華盛頓

哥倫比亞特區參與第42屆AEE World，蒐集先進國家

ESCO產業發展趨勢及重點應用技術，並研析先進國

家ESCO應用技術及商業模式，探討引進至我國推廣

之可行性。

本屆AEE World為期3天 (9/25~9/27)，共吸引62家

美國及加拿大當地設備或系統廠商、專業工程顧問公

司以及測量儀器元件廠商設攤位參展。同時並辦理專

題研討會，共有包含節能技術、再生能源、智慧城

市、物聯網與大數據分析、能源管理、推動政策等14

主題 (Track)同步舉行共計56場次 (Session)專題研討會，

每場研討會分為4節專題演講，學員自由參與各節次

專題演講。筆者共參與其中「FED Energy Works (聯邦

能源推動工作 )」、「Energy Manager Summits (能源管理

師高峰會 )」、「Energy Service(能源服務 )」、「 Industrial 

Energy Management (製造業能源管理 )」、「 Emerging 

Energy Trends (新興能源趨勢 )」、「Big Data and IoT(大

數據與物聯網 )」等8主題共計16節次專題演講。經

由所參與之主題了解當地節能產業之趨勢及應用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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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並比較比較國內現有之節能推動作法與當地之差

異。此次考察行程蒐集包含「大數據分析、物聯網

與能源管理 (AIM)」以及「以租代購能源服務商業模

式 (Energy-as-a-service, EAAS)」等資料，作為後續我國

ESCO產業推動發展之參考。 

三、美國重點ESCO產業發展趨勢

1) 結合物聯網與雲端大數據分析之能源管理

(The AIM of Energy, 簡稱AIM)

運用物聯網技術蒐集並傳輸能源數據至雲端及用戶

可視化界面，雲端大數據分析則依用戶需求運算數據

(如能源模型、基準線、節能潛力等 )並回傳訊息或

指令至用戶操作界面，達到能源端、用戶端及業者端

(雲端大數據分析 )三向即時溝通。大數據分析、物聯

網與能源管理之特點如下：

a. 即時性、連續性管理作業系統取代週期性管理作業

系統，提高精確度並節省業者及客戶之人力成本，

尤其是專案建置後援週期性之管理作業，例如系統

效能調校(Commissioning)、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

或改善後節能績效量測驗證作業等。

b. 數據透明化即時呈現，意旨用戶端可透過可視化界

面即時掌握現場能源使用狀況，並由雲端大數據分

析後回報之分析結果並及時排除異常狀況。

c. 軟硬體系統由單一數據收集並即時監控功能擴充性

整合多樣功能或目的，根據研討會專題演講之案例

分析，常見之複合式功能，例如改善前節能診斷同

時兼具需量反應之評估工具；改善後節能績效量測

驗證功能亦可兼具系統效能調校(Commissioning)及

ISO 50001能源管理之多重功能。

d.無論各種型式能源管理需求， AIM之概念除可節省

人力成本，也可增加數據完整度及可靠度，更可增

加用戶、業者、投資方之間信任度。

2) 能源彈性調度系統 (Energy Resilience)

能源彈性調度系統之定義為在不可預期之天災或人

為因素 (戰爭、恐怖攻擊、駭客攻擊、操作失誤等 )發

生時，可在短時間內恢復供電並確保長時間電力供應

不間斷。此概念起源如下：

a. 2011年日本福島核災，導致該區域之美軍基地面臨

長時間斷電之困境，故在減少用電之同時，著手研

擬引進微電網概念；

b. 自2000年起，美國各地電力公司逐漸針對能源大用

戶於提尖峰用電時段提供需量抑低之獎勵，購置自

有發電設備用於尖峰用電時段逐漸成為ESCO專案範

疇之一；

c. 與國內發展狀況相似，太陽光電系統逐漸普及化，

獎勵措施與節電量足以自償專案效益。

d.大數據分析、物聯網與能源管理(AIM)技術逐漸普及

化，除監測管理電力需量及電力來源以外，進而實

際控制調度供電。

建立能源彈性調度系統成為ESCO產業升級趨勢之

一，其建置步驟在改善能源用戶既有能源效率之後，

盤點不得斷電之重要用電，例如醫療設備、精密製程

設備、Data Center、民生用電等，並盤點除了公用電

力以外可運用發電來源，如緊急發電機、再生能源、

汽電 共生或儲能，電源不足時採用ESCO模式予以建

置補齊。能源彈性調度系統通常引進安裝再生能源系

統或汽電共生系統，收益來源包含節省能源費用 (自身

節能效率提升以及來自發電機之廢熱回收 )、抑低尖峰

獎勵以及再生能源補助。

3) 創新服務型以租代購商業模式

美國當地ESCO專案主要來自公部門，由於公家機

關能源法規較嚴謹，同時可允許之專案回收期限較

長 (最高20年，相當於空調主機使用年限 )，故採用

ESCO商業模式符合公部門之營運需求。若ESCO業

者符合條件進入全國性合格採購名單內 (Schedule 84)，

ESCO成案時間可大幅縮短。民間企業客戶傾向3年以

內回收之專案，大型ESCO統包模式較不易成案，以

小型專案為主。為突破此瓶頸，ESCO業者逐漸開發

創新之能源服務型 (Energy-as-a Service, 簡稱EAAS) 之商

業模式。EAAS商業模式改良傳統托管型商業模式整合

節能績效保證合約、設備維護代操作、財務管理等3

要素而成。由ESCO業者單一窗口根據用戶需求整合

技術、軟硬體設備及資金，出資建置於用戶端，並負

擔後續營運維護之人力及費用 (包含電費及用戶場地使

用租金 )，用戶僅需定期支付服務費用即能享用全新設

備及節能技術，當合約到期時可選擇無償轉移設備予

用戶或重啟合約。此作法解決能源用戶人力與資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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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之問題，可運用於照明、中央

空調及供暖等公用設備汰換並整

合能源管理、需量反應 (Demand 

Response)等代操作服務，並逐漸

運用於再生能源系統以及微電網

等大型公共設施。

四、結論

茲就整體美國ESCO產業考察

之見聞，歸納以下心得及建議事

項：

1) 美國當地ESCO產業發展情

況與國內相似，面臨電價低、節

電效益不顯著，民間業務開發困

難，發展服務型商業模式，以節

省額外營運成本為誘因推廣予民

間企業用戶。

2) ESCO或節能專案建議逐漸

整合大數據分析、物聯網與能源

管理 (AIM)趨勢，透過即時、持

續性傳輸數據與大數據分析取代

傳統如節能績效量測驗證等周期

性檢核作業，逐漸取代人力作

業，除了減少業者營運成本外，

透過資訊透明化增加客戶信任度。

3) ESCO商業模式應定位為

自償性財務操作工具 (Finance 

Vehicle)，不應受限於設備汰換或

能源效率提升。ESCO商業模式

可運用於整合大數據分析、物

聯網與能源管理 (AIM)技術或由

建置能源彈性調度系統 (Energy 

Resi l ience)來執行未來國內將

推動之需量反應獎勵 (Demand 

Response)，並引進金融工具。參

考美國當地推動ESCO經驗，最

終擴大參與對象及技術領域，帶

動ESCO產業之商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