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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首創全直流變頻直熱式熱泵—

最強賺錢利器

一、前言

在
現今的電器中，經常能聽到變頻這個詞，冰箱、

洗衣機、烘乾機、空調等等都有變頻機種，而

另一個以節能省電著名的熱泵熱水器，其節能效果以

及舒適度在定頻與變頻之中也是有很大的區別。

定頻的熱泵熱水器只能透過開關來控制運作，達到

設定溫度後停機，低於設定溫度就啟動，在頻繁地啟

停之間就會消耗掉不少電量，並且還會影響壓縮機的

使用壽命，很多定頻空調在這一點上也有相同的毛病。

然而加入了變頻技術的熱泵熱水器，則擁有了可依

據環境溫度變化而實現不同運轉狀態的效果，以及在

尖峰時段加載提供大量熱水；離峰時段降載提供保溫

之熱量，降低了啟停次數，節省許多效率差的環節，

節能效果自然更上一層樓。

二、直流變頻熱泵熱水器介紹

熱泵熱水器最為人詬病的缺點為冬季時加熱能力不

足，僅剩額定的50~70%，過去的解決方式不外乎加大

主機容量、加大熱水儲存量、增加電熱器或其他輔助

加熱設備，來應付越來越頻繁的寒流，這樣不僅占空

間還無法有效地降低設備投資金額以及日後的營運費

用。

如採用變頻壓縮機，於氣溫低時調整壓縮機之頻

率，來增大冬季加熱能力，可達約額定能力的85%，

與定頻相比增加30~50%，除了改善了此缺點，還可在

機組需要除霜時，採用高頻運轉，使化霜時間大大減

少，從而提高了製熱效率。

但是變頻熱泵為了能應付各種不同的條件，需要較

複雜的控制系統，其系統方塊圖如下圖一，系統中有

四個變量，分別是壓縮機頻率、水流量、冷媒流量以

及風量，此多變量控制系統需仰賴中央控制系統來達

成機組的穩定以及高效率。

三、定頻與直流變頻之差異
表一、定頻與直流變頻比較表

定頻熱泵 直流變頻熱泵

效率高 效率更高

頻繁啟停 智慧加減載

冬季能力差 冬季能力優

技術要求低 技術要求高

除霜較慢 除霜較快

壽命較短 壽命較長

表二、定頻與直流變頻加熱能力比較表

氣溫(℃) 定頻能力 直流變頻能力
直流變頻與
定頻相比

20(額定) 100 100 100%

15 90 95 106%
7(冬季) 65 85 131%

0 50 75 150%
-5 - 65 -

-10 - 60 -
※例如定頻與變頻熱泵兩者額定製熱能力皆60kW，於

氣溫0℃時，定頻僅剩30kW；變頻則是45kW。

四、實際節能案例

此案例為一醫院開刀房，為保持室內恆溫恆濕，原

使用211kW電熱器作為加熱裝置，現以直流變頻熱泵

熱水器VHPD-70KW×5台取代，並透過集中控制器，

於尖峰時開啟4台，離峰時開啟3台，讓5台機組能

輪休並同時滿足熱量需求。

  陳威仁經理 
善騰太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研發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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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台灣ESCO會訊   第六十五期

五、結論

• 直流變頻熱泵可依熱量需求智慧加減載，溫度維持

率高且能源效率更優。

• 此節能案例每年節省3,183,165元，投資回收年限僅

1年。

• 可提供醫療院所/飯店/安養中心/宿舍/高科技製程/

溫泉等業者，最佳熱水供應節能方案。

六、參考資料

1. 經濟部能源局：建築節能技術手冊，2012

2. 柯明村博士：空調系統節能技術改善實務，國立台

北科技大學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2013

3. B.J. Huang, Y.C. Liao, T.C. Kuo, Study of a new environ-

mental chamber design, Applied Thermal Engineering 27 

(2007) 1967–1977

圖一、直流變頻熱泵控制系統方塊圖 圖二、系統人機畫面

圖三、系統實際安裝照 圖四、電費比較圖

表三、節能數據表格

轉換效率 平均運轉時數
(hr)

每日耗電量
(kWh)

每年電費
(元)

電熱器 90%
16

3751 4,107,345
直流變頻熱泵 400% 844 924,180

• 熱泵製熱效率COP = 3.4~5.0，以平均4.0計

• 電費以每度3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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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無油無菌壓縮空氣催化技術

前言

全
球暖化，地球的大氣和海洋溫度上升，促使環

境溫度升高，進而造成電力需求量增加，另外，

COVID-19全球大流行，衛生安全法令更為嚴格，國

際間對產品品質的要求提升，台灣產業如何在這樣的

環境保持強大競爭力並精益求精？

從壓縮空氣的領域來看，應用產業非常廣泛，無論

是電子、鋼鐵、礦產、造船、石化、食品、醫療、

實驗室⋯⋯等，幾乎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工廠都會使用

到，其中又有百分之十以上使用無油的壓縮空氣。

壓縮空氣的取得100%來自環境，環境溫度升高會

造成壓縮空氣的油份 (IS0 8573定義油份為總碳氫化合

物 )含量升高，由於無法排除環境中的油、細菌、病

毒輸送至末端使用點的可能性，而使用點氣體可能直

接或間接影響產品，可能是晶片、食品、藥品，也可

能是呼吸用、塗裝用，或供醫生在診療台上使用之氣

體。縱使空壓機為無油式，使用端空氣含油份也可能

0.1mg/m3以上 (如下圖1所示 )，不符合 ISO8573-1 一

級空氣標準 (低於0.01mg/m3)。此外，空壓機的運轉需

要耗費大量電力能源，因此，高品質無油壓縮空氣成

為最昂貴的能源之一。

近年來台灣高科技產業蓬勃發展、廠房林立，用電

量也隨之增加，如何使空壓系統有效率的運轉，達到

節約能源的目標，在地狹人稠的台灣和全球能源短缺

的趨勢下，也更加顯示其急迫性與重要性。

空壓系統主要供應生產線每天24hrs無油高品質潔淨

的壓縮空氣，不間斷的持續運轉，扮演舉足輕重的角

色，如何令製程使用端維持節能、安全、可靠的最高

品質，同時符合無油無菌的國際安全衛生標準，成為

產業普遍的課題。

對產業的影響

產業先進們本著「環保衛生優先、安全至上、全員

參與、永續經營」的精神，依評估導入BEKOKAT®無

油無菌催化機 (德國BEKO Technologies集團研究發明的

技術 )加上微油螺旋式空壓機，取代無油乾螺旋式空

壓機，其特色除了含油份低於0.01 mg/m3（改善前0.3 

mg/m3），符合 ISO8573-1 一級空氣標準，更節省大量

的空壓機運轉耗電量，由原本的50HP無油螺旋式空壓

機，降為30HP微油螺旋式空壓機。BEKOKAT®無油

無菌催化機具有德國第三公正單位TÜV無油認證 (如

圖2)及GFPS無菌認證 (如圖3)，所生產的壓縮空氣更

適合應用於食品、生技、醫療⋯⋯等必須符合台灣

TFDA法規標準的產業。

工作原理

BEKOKAT®無油無菌催化機對壓縮空氣進行淨化

處理時，專門研製的粒狀材料在壓力反應容器中被加

熱到150℃，流過加熱反應容器的壓縮空氣中的油份

和碳氫化合物 (階段1)在催化劑粒狀材料的微孔內表

  黃志豪總經理 邱秉岳業務經理 
貝克歐科技有限公司

圖1  含油份曲線圖

資料來源：萊茵蘭-普法爾茨州環境、水資源管理和商業監管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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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台灣ESCO會訊   第六十五期

面 (階段2)被徹底轉

化成水和二氧化碳

(階段3)。壓縮空氣

中的碳氫化合物、

油份和有機化合物

被除去，流出反應

容器。同時，在壓

縮空氣冷卻過程中

所產生的冷凝液無

殘油、含油份小於

10PPM，符合放流

水標準，無需進一

步處理，可直接排

放到下水道。在設

計 方 面 ，B E K O -

KAT®無油無菌催

化機的相關部件都

裝配在反應容器的外部，維護方便。另外，反應

容器內無配件，不影響壓縮空氣的流動。

資料來源：貝克歐科技有限公司

先進技術與優勢

1. 先進性能彰顯:催化技術保障過程和產品安全

應用場所不同，對壓縮空氣的清潔度要求也不同，

應用場所越敏感，對壓縮空氣品質要求越嚴苛──尤

其是空氣與產品直接接觸時。殘油或有機處理劑污

染會嚴重危害製程安全，降低最終產品品質，這正

是空氣清潔度成為企業成敗與技術挑戰的關鍵原因。

BEKOKAT®無油無菌催化機可達到其他壓縮空氣處理

系統幾乎無法達成的品質，先進催化技術通過氧化反

應，將碳氫化合物徹底轉化成二氧化碳和水，為產品

品質及製造過程安全考量，並符合環保。通過這樣徹

底的轉化，可確保得到絕對清潔的壓縮空氣。

2. BEKOKAT®無油無菌催化機－將壓縮空氣淨化達

到最高等級

空氣潔淨度是空氣壓縮過程中關鍵因素，因為壓縮

空氣總是從入口空氣、空壓機油、潤滑管式連接閥

吸收一定量的碳氫化合物。無油壓縮空氣則需要經

過下游一系列的淨化處理來實現，只有這樣才能使

生產設備和產品免受污染。BEKOKAT®無油無菌催化

機以最高性能處理出絕對無油的壓縮空氣，以先進的

技術設立了新標準：將殘油含量降至幾乎不可測量的

圖2  無油證書(非檢驗報告) 圖3  無菌證書(非檢驗報告)

資料來源：貝克歐科技有限公司

Esco會訊65期_24面.indd   5Esco會訊65期_24面.indd   5 2021/10/18   上午 09:17:062021/10/18   上午 09:17:06



6

專題報導 德國無油無菌壓縮空氣催化技術

台灣ESCO會訊   第六十五期

m3)。這意味著：僅僅依靠無油壓縮並不能阻止入口空

氣中的碳氫化合物進入壓縮空氣系統並累積成更高的

濃度。

因此，無油壓縮系統中只有通過安裝後續處理設備

才能獲得達到符合 ISO 8573-1 最高品質的壓縮空氣。

BEKOKAT®無油無菌催化機就是一個理想的系統解決

方案：僅需一步，無油無菌催化技術就能將壓縮空氣

中的碳氫化合物轉化成水和少量的二氧化碳，而殘油

含量顯著優於 ISO 8573-1 所規定的一級標準。

5. 無油無菌壓縮空氣書面認證為您的生產護航

壓縮空氣的品質要求越高，對證明文件的要求就越

嚴苛。根據品質管理體系的要求，設備要恰當選用，

需附帶獨立機構出具的品質認證證書，此認證對許多

市面上的仿冒品設備來說很難做到，因為它們只能利

用以往的使用經驗與抄襲來證實其適用性。貝克歐科

技公司可預先提供證明文件，我們與獨立認證機構一

起進行了複雜的測試，並獲得獨立認證機構出具的關

於BEKOKAT®無油無菌催化機有效性的證明文件。

德國TÜV-NORD公司已證實：在實際運行的工作情

況下，經BEKOKAT®無油無菌催化機淨化的壓縮空氣

優於 ISO 8573-1所要求的一級標準。衛生和無菌生產

認證組織 (GfPS)經過一系列試驗驗證後得出結論：人

為加入細菌的壓縮空氣通過BEKOKAT®無油無菌催化

機的淨化處理，變成無菌的壓縮空氣，在後續的處理

中，壓縮空氣已檢測不出活體細菌。來自這兩個相互

獨立的著名檢測機構的測試結果均表明了創新催化技

術的高效性。有了這兩個證書的保障，企業在決定選

用BEKOKAT®無油無菌催化機時會更加安心。

總結與特點

針對以上說明總結特點如下:

1. 完全無油無菌壓縮空氣，持續輸出無油壓縮空氣高

於ISO 8573-1 一級標準。

2. 環保，不產生有毒廢物，冷凝液乾淨無油。

3. 通過搭配節能微油式空壓機方式提高整體效率BE-

KOKAT® = 節約能源。

4. 不受環境溫度、入口壓縮空氣含油量的影響。

5. 可靈活安裝在中央處理系統或現場用氣點。

6. 無需更換現有空壓機，可輕鬆安裝到現有設備系統

0.001mg/m3 -且無微生物污染 -壓縮空氣的潔淨度達到

一個新的標竿。

3. 節能—從源頭開始

傳統在規劃空壓系統時，為了以經濟合理的投資成

本實現最安全有效的淨化處理，經常會採取最有效益

的解決方案。搭配無油式空壓機通常需要更高昂的投

資和維護成本，搭配微油式空壓機則採用成本較低廉

的活性碳解決油氣的問題，卻都無法持續保障空氣品

質與製程安全。加裝BEKOKAT®無油無菌催化機則融

合了這兩者的優勢，搭配較高效率的微油式空壓機實

現低投資成本，通過經認證的無油催化處理技術 (殘油

含量可低至0.0001mg/m3 )實現最高的製程安全，擁有

無可比擬的成本效益。

在傳統變容式壓縮機中，如活塞或螺桿式壓縮機，

壓縮空間密封，回流被阻擋，潤滑油留在壓縮室內，

這樣的壓縮方式更加節能。在大多數情況下，與無油

螺桿式壓縮機相比，傳統有油潤滑螺桿式壓縮機配置

BEKOKAT®無油無菌催化機更加節能：這得益於卓越

的總體系統能效。

BEKOKAT®無油無菌催化機高效能的熱交換器實現

了極低的電能需求 -0.003kWh/m3 。無論入口空氣的條

件為何，是否安裝可靠的過程監控設備，都能確保高

品質的無油壓縮空氣，增進企業生產競爭力。

4. 無油式空壓機可以確保輸出無油壓縮空氣嗎？ 

不一定。

壓縮空氣中的油份主要來自於壓縮機：微油潤滑壓

縮機中的潤滑油總是進入壓縮空氣中。為了避免這一

點，安裝無油空壓機是常見的做法。但如果這樣做，

會讓壓縮空使用者會陷入一個對於安全的錯覺：壓縮

方式可避免額外的潤滑油進入壓縮空氣。但是，這也

不能確保壓縮空氣中無油，因為空氣中含有污染物，

吸入空壓機的空氣中也會含有污染物。

機動車輛的燃燒過程、工業生產、自然資源如沼澤

和森林都會釋放碳氫化合物。大多數這類化合物是無

毒的，由於各種成份的影響力不同，幾乎不存在確定

值。然而，測量值顯示，即使在機動車輛稀少、工

業密度低的鄉村地區，空氣中的碳氫化合物含量依然

超過 ISO 8573-1所規定的一級標準 (殘油含量 0.01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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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7. 無論是有油潤滑壓縮或入口空氣含油，BEKOKAT®

都能可靠處理出無油壓縮空氣，且除油效果經過認

證。

8. 使用壽命長。

9. 通過持續過程監測，確保絕對安全。

10.與無油式空壓機相比，總投資成本更低=節約成本。

成功案例

案例1. 某知名光電廠：

改善前：

使用一台50HP主機及兩台10HP備機無油式空壓

機，實際用量約30HP，因此長時間只能靠50HP無油

空壓機持續使用。客戶本身另有30HP微油式空壓機，

但由於產線需求空氣品質標準提升，空氣含油品質須

達到 ISO 8573-1 二級標準 (小於0.1mg/m3)，因此30HP

微油式空壓機在製程需求高品質無油壓縮空氣的情況

下，已長時間未運轉。

改善後：

經過貝克歐科技台灣分公司建議，加裝BEKOKAT®

無油無菌催化機，並重新啟用舊有的30HP微油式空壓

機持續運轉，50HP無油式空壓機做為備機，另外兩台

10HP國產無油式空壓機做為支援。經每年油份量測結

果，含油份由先前的 ISO 8573-1二級晉升至一級(小於

0.01mg/m3)；空壓機用電量由50HP降低至30HP，最終

達到壓縮空氣系統安全、可靠、節能、高品質的目的。

案例1.現場照片：30HP微油空壓機+ BEKOKAT®無油無

菌催化機

資料來源：貝克歐科技有限公司

案例1.含油份現場檢測照片：

資料來源：貝克歐科技有限公司

案例2.某知名生技廠：

為符合壓縮空氣 ISO8573-1 一級含油份標準，該廠

的空壓系統配置採用無油水潤式空壓機加上後處理過

濾系統，傳統的後處理過濾系統係使用過濾器及活性

碳吸附空氣中的油氣，但過濾效果往往受限於活性碳

的處理能力及環境油氣濃度，若環境油氣濃度過高，

可能造成過濾效果不良，使用端無法持續達到空氣品

質標準。

有別於傳統配置，該生技廠創新使用效率較高的微

油變頻式空壓機，搭配德國最新壓縮空氣無油無菌催

化系統，此系統經過德國TÜV認證，符合 ISO8573-1 

一級 (低於0.01mg/m3)含油份標準，而不受到環境含油

份的影響，比傳統無油式空壓機加上活性碳過濾器吸

附的配置，更為穩定、可靠，改善後現場含油份連續

監測低於0.003mg/m3。

為了確保生產安全無虞，該生技廠壓縮空氣系統建

置了BEKO線上含油份監測儀器，此儀器亦通過德國

TÜV第三方認證符合 ISO8573量測法，可24小時連續

監控壓縮空氣含油份品質。

相較於改善前總空壓系統用電量約200HP，改善後

系統用電量已下降至150HP以內，每年至少節省了

50HP以上的用電量，最後實現了改善壓縮空氣穩定的

高品質，而又達到節能減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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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整製程節能染整製程節能 控制控制優化實例

  陳靖瑋 郭恩典 
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所

一、前言

國
內六大耗能產業中，如紡織業多為中小企業，

這類型企業普遍是透過有經驗的師傅管理生產

配方並進行產品生產，也由於自動化資訊設備相對不

普及，對於生產製程的能源管理缺乏有效的改善措施

[1]，為了可以輔助國內企業將其寶貴的技術經驗數位

化和傳承，並進行相關的節能改善，需要藉由製程參

數優化節能技術，以系統化的方式同時提供符合生產

和節能需求的製程參數建議，藉由不斷學習產業調整

參數經驗，減少試錯成本及傳承門檻，增加產業能源

利用率並加速推廣擴散，此外也可提供給工廠能源管

理系統與人工智慧技術導入的機會，順勢將能源管理

系統與智慧分析技術等一併建立 [2]。紡織染整製程

因其共通性高，利於所發展技術之擴散，因此將以其

熱烘定型的製程作為優化實例進行技術展示。傳統紡

織定型製程參數眾多且高度耦合，因此中小企業多倚

賴老師傅經驗進行線上調整，透過感測器收集即時資

訊，調整定型機台相關設定值以完成生產 [3]。一般由

經驗及理論文獻結合，可歸納出定型製程操作邏輯或

管制上下限，以及品質規格受張力、含水量、溫度及

濕度等影響 [4-7]。另一方面，近年來借助人工智慧技

術應用，將布料的物化特性、製程設定和含水率等參

數，透過數據採礦分析的方式歸納出隱含的製程技術

和商業資訊 [8-9]，達到提升整體製程的能源使用效率

及穩定生產品質等目的。

Abstract : 

This investigation is focus on establishing a optimization 

control method  comprising of energy consumption and 

quality by machine learning for fabric drying process in textile 

industry. To solve onsite problems for increasing the machine 

efficiency, implementation of automation by collecting 

案例2現場照片：100HP微油空壓機2台+ BEKOKAT®無
油無菌催化機2台

資料來源：貝克歐科技有限公司

案例2  空壓系統配置圖

ON-LINE 含油份監控:<0.003mg/M3

案例2含油監測曲線

資料來源：貝克歐科技有限公司

參考文獻

德國貝克歐原廠技術資料

*通訊作者，JingWeiChen@itr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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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整製程節能染整製程節能 控制控制優化實例

  陳靖瑋 郭恩典 
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所

在定型段建立染整製程節能控制優化方法之參數分

別為能源耗損參數及產品品質參數，其中包括烘箱設

定溫度、轉動設備 (如排氣風扇組、循環風扇組及主

機轉動情形等 )、加熱設備參數以及產品品質參數等。

依據場域環境建置資料自動化串流功能，作為後續資

料分析及建模所需之基礎系統功能，在此階段透過識

別資訊流程上之主鍵 (primary key)，依序結合各階段匯

入之資訊，最終進入本研究自開發系統執行儲存、分

析和監控等功能，以上說明之整體系統架構及資訊流

說明如圖2所示。

圖2、整體系統架構及資訊流程示意圖

本研究之能耗模型和品質模型數據蒐集方式是以實

場定型機設備、感測器及監控平台之數據進行統計彙

整，其中包含39項特徵 (分類項目如表1所示 )，經過

資料處理後之區間累計有效資料筆數達21,371筆，分

別為產品及品質資訊包含布料之種類、編號、顏色、

碼重和工序等數據，以及製程系統及感測器資訊包含

烘箱循環風扇轉速、排氣風扇轉速、轉動設備、布溫

及排氣濕度等數據。

表1、運轉參數項目

類別 特徵 感測點

控制

排氣風扇轉速(rpm) 4
循環風扇轉速(rpm) 8
烘箱設定溫度(℃) 8
布速(m/min) 1

監測
排氣濕度(%) 2
烘箱感測溫度(℃) 8
熱媒油感測值 3

品質 產品品質 2
電能 電表(kW, kWh) 3

information, integrating ERP, MES, and Quality Control 

(QC)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olution. Data modeling 

for entire process will enhance the process inspection, learn 

by the experience, and adjust the process parameters to 

increase the production quality. 

二、染整製程節能控制優化方法

本研究開發之染整製程節能控制優化方法為提升染

整業烘乾過程之效率以達節能成效，以利紡織染整業

提升產品品質及降低能源成本，本研究之實驗環境為

紡織染整廠定型段，定型段為紡織染整業中主要耗能

工段。

因此，透過在整廠建立製程節能監測系統進行數據

蒐集，架構如圖 1所示，在資料通訊方面可透過硬體

介面Ethernet及Modbus通訊格式 (RS232/RS485/TCP)與

其介接設備PLC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或DDC 

(Direct Digital Control) 控制器進行資料傳輸，伺服器資

料庫則以SQL做為平台間資料交換的橋樑，經由伺服

器傳輸至製程節能監測系統及監控平台，並於監控平

台 (單機版與網路版 )獲取即時設備運轉數據，以進行

資料分析及節能監控。

圖1、廠域資料管理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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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數據集透過領域知識分類參數，如能耗模型

使用之製程參數，或品質模型使用之製程參數和生產

條件等，其對應之可控參數定義於客戶端資訊模組，

再由已建立之建模方法進行特徵處理，類別資料進行

One-hot encoding，再移除離群值，離群值定義為超過

常態分佈的3%；，並於最後去除重複性資料，進行正

規化後切分訓練和測試資料。

圖3、資料處理流程圖

機器學習參數以K折交叉驗證法 (K-fold Cross Vali-

dation)來調校演算法的參數，建立最佳的機器學習模

型，如圖 4所示，將訓練資料切分訓練和驗證集，訓

練集用於訓練機器學習模型，測試集計算模型預測的

結果，在K折交叉驗證法中，隨機分割訓練資料成5

等分 (K=5)，也就是不同參數的模型，會被訓練5次，

最後以R2為評估標準，選擇最佳的模型參數。

圖 4、K折交叉驗證法流程

依據文獻及經驗彙整常用於此類領域之演算法，

本研究選定決策樹、隨機森林、AdaBoost、KNN、

Xgboost、MLP (Multilayer perceptron)和堆疊迴歸因子

(stacking regressor)等機器學習演算法進行品質模型的開

發，能耗部分是以深度學習方法與多變量迴歸進行模

型開發，接著透過最佳化演算法找出符合生產品質下

最低耗能的製程控制參數目標，因最佳化方法眾多，

將以貝葉斯最佳化 (Bayesian Optimization)、粒子群最佳

化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和基因演算法 (Genetic 

Algorithm)三種常見演算法之實場資料計算結果先進行

比較，挑選出最合適的方法進行後續實場驗證。

結果與討論

資料分析及模型建置

本研究實驗對象之循環風扇轉速主要集中在900、

1500、1800 rpm三個區間，分布範圍則落在900~1800 

rpm之間；排氣風扇轉速的部分主要集中在750、900 

rpm兩個區間，分布範圍則落在750~1200 rpm之間，

如圖5所示。根據定型機烘箱排氣風扇轉速設定建議，

排氣風扇轉速以固定比例方式進行設定，因此可做為

後續模型之調整經驗輸入參考。

圖5、 (a)定型機循環風扇轉速分布；(b)定型機排氣風扇轉速分布

能耗模型為利用製程及設備相關數據來學習系統特

性，並以機器學習方法建立輸入與輸出參數間的模

型。透過關聯矩陣分析後得到循環風扇與排氣風扇作

為主要關鍵參數並進行模型訓練實驗。以多變量迴歸

之預測電能及以深度學習網路預測電能，比較本研究

使用的兩種方法，以深度學習網路所訓練的模型結果

在測試資料及表現上較好。深度學習有較高的抵抗雜

訊能力而有更好的預測結果，適合作為電能模型預測

之方法；品質模型部分，在個別找到最佳機器學習模

型參數後，運用堆疊迴歸因子去結合不同機器學習模

型藉此獲得更佳的模型，堆疊法使用多種不同迴歸因

子預測出來的結果當作特徵進行學習，堆疊法模型的

元迴歸因子 (Meta regressor)為MLP，迴歸因子為Ada-

Boost、KNN和Xgboost。調校後的不同模型整合，比起

相互獨立的模型，其預測模型能有更強的非線性描述

能力。模型預測結果呈現包含列表整理所使用之建模

方法和對應之誤差指標如R2、MSE、RMSE和MAPE

等，並顯示模型預測趨勢分布及殘差分布，使用者透

過可視化呈現清楚了解模型預測結果，如圖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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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模型預測成果

實驗成果

本研究於研究場域之主要生產的布種作為標的，並

進行能耗及品質模型之製程改善效果驗證及製程參數

優化測試，其中最佳化計算之建議參數組合成果如表

2所示，在最佳化預測調整參數中，藉由改變排氣風

扇的轉速及循環風扇的轉速設定，與調整前的設定比

較發現，在符合產品品質標準的情況下，能耗達到

9.09%的節電比例，而於研究場域導入染整製程節能

控制優化方法後，對於能耗改善幅度的影響，可驗證

以人工智慧建模並於實場之主流產品能達到約11.1%

之節能效果，如表3所示。

結論

製程節能控制優化技術建立於資料交換裝置、監控

平台整合設備感測器、工廠ERP系統及品管系統等與

連續製程相關之參數數據集，除了可有效利用物聯網

及大數據帶來之分析價值外，亦透過人工智慧建模的

方式達到系統預測和多目標最佳化的功能，使業主能

經由一段時間的能源可視化、歷史資料收集、建模及

分析和參數最佳化等流程，找出各製程段在符合產品

品質的狀況下，以最低能耗的方式進行運作，透過優

化實例的介紹，將製程節能技術對於節能的作法和效

果提供業界先進參考，並期在節能減碳上貢獻一份心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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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應用最佳化計算之參數建議組合

7變數

參數 recipe base

烘箱轉速1 1517 1800
烘箱轉速2 1222 1531
烘箱轉速3 1519 1800
烘箱轉速4 1215 1524
烘箱轉速5 1544 1800
烘箱轉速6 1229 1540
烘箱轉速7 1513 1513
烘箱轉速8 1225 1225
烘箱溫度設定1 180 180
烘箱溫度設定2 180 180
烘箱溫度設定3 180 180
烘箱溫度設定4 180 180
烘箱溫度設定5 180 180
烘箱溫度設定6 180 180
烘箱溫度設定7 180 180
烘箱溫度設定8 180 180
排風轉速1 926 926
排風轉速2 1071 1071
排風轉速3 926 926
排風轉速4 918 1071
總耗電 80 88
總熱能 564 612
品質 166 197.5

表3、實驗設置與能耗及品質列表

實驗設置

控制參數：循環風扇、排氣風扇

布料：1種布種

工序：胚布定型

能耗 品質

調整前 81 符合標準

調整後 72 符合標準

節能量 9 -

節能比例 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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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極端氣候造成全球高溫、洪澇災難頻傳

2020年堪稱全球「極端氣候」之年，氣候變遷造成

的災難，已經不再是遙不可及的事實。2020年梅

雨季期間，中國南方、日本九州、韓國釜山等地，多

處暴雨釀成洪水與土石流，導致死亡與失蹤人數攀升

的災難。極端氣候危機已經嚴重威脅地球環境生態與

人類生存，而2021年7月則是歷史以來地球氣溫最熱

的一年，地球上的所有居民，都必須嚴肅地關注極端

氣候對人類的傷害，未來只會更加劇烈恐怖。

2018年全球的「氣候難民」有1,720萬人，到2019

年有2,490萬人，而2020上半年全球有980萬人因為

自然災害而流離失所。日內瓦境內流離失所監測中心

在2021年3月報告指出，每年平均有2,270萬人流離

失所，大多數是與氣候相關。彭博社（Bloomberg）則

報導溫度變化與每年死亡人數增加的研究，在2000 ∼ 

2019年全球總死亡人數中，有9.4%要源自於「極端氣

候」。

國際期刊「環境研究 (Environmental Research)」2021

年2月9日的研究指出，2018年化石燃料污染造成超

過800萬人提早死亡，占當年全球成人死亡總數的將

近20%。倫敦環保智庫Ember研究指出，2020年全球

61％的發電量仍來自於化石燃料 (Fossil Fuel)，有5個

G20成員國的電力供應75％以上是依賴化石燃料，其

中沙烏地阿拉伯100％、南非89％、印尼83％、墨西

哥75％與澳洲75％。目前全球燃煤發電量亞洲就占

77％，而中國就最高達53％高於2015年的44％。未

來10年內燃煤發電用量必須大減80％，全球平均溫度

升幅不高過1.5℃，才能避免全球暖化陷入危險。二氧

化碳是造成全球暖化的主要溫室氣體之一，其人為排

對抗極端氣候 

  林江財 博士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資深顧問

放來源中，有97%是源自燃燒化石燃料。自工業革命

以來，大氣中的二氧化碳 (CO2)濃度由280 ppm，增

加至1990年的354 ppm；此外，燃燒化石燃料導致大

量CO2排放之外，空氣污染、PM2.5與其他的有毒物

質，更危害人類的健康。圖1是美國國家海洋大氣管

理局 (NOAA)，在夏威夷莫納羅亞山大氣測站二氧化碳

濃度紀錄，2021年5月測得的大氣平均CO2濃度更高

達419 ppm，人類每年更排放CO2約400億公噸至大

氣中，CO2濃度將會再續創新高。

圖1、美國NOAA在夏威夷莫納羅亞山大氣測站二氧化碳

濃度紀錄

資料來源：臺灣醒報，2021年6月9日

1. 高溫、乾旱、野火

2021年7月是歐洲第二熱的7月（全球第三熱），南

歐則是這種極端高溫影響的地區。希臘遭遇30年以來

最嚴重的熱浪，自7月27日起持續到8月初氣溫高達

45℃，義大利西西里島8月11日氣溫飆高至48.8℃，

寫下歐洲史上最炎熱紀錄。而土耳其有32個省自7月

減碳關鍵是再生能源
To Combat Extreme Climates, the Key to Reducing Carbon 
Emissions is Renewable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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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起有107場火災，至少有6人喪命。8月1日義

大利佩斯卡拉（Pescara）松樹林發生大火，約800人被

迫撤離。希臘首都雅典、奧運發源地伯羅奔尼撒等地

區，自8月3日遭野火侵蝕，一週內就發生了586場

火災；其中以第二大島艾維亞（Evia）最為嚴重，大火

延燒10天，超過5.6萬公頃的土地被燒毀。

2018年美國加州野火延燒範圍超過80萬公頃土地，

相當於30個台北市大。2021年7月的氣溫也達到了第

六高，北美西部地區面臨極端高溫、乾旱和野火的肆

虐。隨著美國加州有史以來第二大火災持續蔓延，最

近也在15 個州奮鬥滅火。2021年8月美國加州「迪

克西野火」，燃燒面積達46萬3千多英畝，延燒面積

超過洛杉磯。2021年加拿大西部高溫到49.6℃破紀

錄，溫哥華東北方250公里處的李頓村（Lytton）村莊

90%已燒毀。澳洲亦創下了第四炎熱的7月，2020年

1月4日新南威爾斯州彭里斯湖（ Penrith Lakes）高溫

48.9℃。

2021年西伯利亞森林大火到7月，延燒面積足足高

達114萬公頃，是台灣面積的三分之一，其中79% 位

在薩哈共和國。2021年8月9日俄羅斯氣象監測機構

Rosgidromet表示，西伯利亞受災最嚴重的地區之一是

雅庫特（Yakutia），燃燒近340萬公頃的土地。位處北

極圈內的西伯利亞地區大火燃燒的面積，超越希臘、

土耳其、義大利、美國和加拿大火災地區總和。氣候

變遷導致高溫持續消耗森林和永凍土表面水分，助長

了森林大火的蔓延，大火所產生的二氧化碳進入大氣

層，都將加速全球暖化速度。

截至2021年8月5日歐洲各地被惡火燒毀的面積，

比過去12年的平均水平增加約55%。而地球極端高溫

助長火勢，是在受災地區造成傷亡的主因。依據國際

能源總署 (IEA)資料，燃燒化石燃料與各產業所產生的

碳排放，會造成全球氣溫上升1.1℃。美國國家海洋暨

大氣總署（NOAA）指出，2021年7月的陸地、海面

溫度，都比20世紀的15.8℃平均溫度高出0.9℃，這是

由142年來有氣溫紀錄的新高。權威醫學期刊「刺胳

針全球健康」（The Lancet Planetary Health）在2021年8

月的研究顯示，過去20年氣溫每年導致全球死亡人數

達500萬。

2. 暴雨、洪災

2021年7月15日歐洲一場災難性降雨，萊茵河支流

潰堤，爆發百年罕見大洪水。德國的阿爾 (Ahr)和埃爾

夫特 (Erft)，一天之內的降雨量達到93毫米。在德國西

部造成約190人喪生，失蹤人數高達1,300人。而比利

時瓦隆尼亞 (Wallonia)的極端降雨，至少有38人死亡。

比利時默茲 (Meuse )在2天內，降下106毫米雨量的創

新紀錄。氣候變遷是強降雨與災難的主因。地球氣溫

正在上升，增加了大氣中的水分，導致更大的暴雨發

生。

印度自2021年6月起暴雨成災，其中以馬哈拉施特

拉邦（Maharashtra）和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的災

情最為嚴重，數百人因洪水罹難。2021年7月菲律賓

受到熱帶氣旋暴雨侵襲，馬尼拉郊區等地方面臨洪災

風險，至少1.4萬人撤離疏散。2021年7月20日中

國河南鄭州遭遇罕見極端暴雨，1小時雨量達到201.9 

mm，24小時下了627.4 mm，打破當地60多年來的紀

錄；河南全省150個縣市的經濟損失高達176.8億美元。

3. 冰川消融、海平面上升 

美國太空總署（ NASA）Terra的衛星影像，發現

2000至2019年間，全球冰川年平均流失2,670億公噸

冰，這將足以將瑞士淹沒到水深6公尺。而南極半島

（Antarctic Peninsula）埃斯佩蘭薩（Esperanza）研究站，

2020年2月6日測得18.3℃的破紀錄高溫。美國國家

冰雪數據中心格陵蘭冰原研究站，位於海拔3,216公尺

處，在8月14∼16日3天內降下70億公噸大雨。假如

格陵蘭的冰原完全融化，全球海平面估計會上升約6

公尺，全球所有的沿海地區將會被海水淹沒。

4. 台灣乾旱、強降雨淹水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 (IPCC)氣候變遷

第6次評估 (AR6)，以及台灣氣候變遷評報告指出，台

灣年平均氣溫在過去110年上升了1.6℃，近30年增溫

有加速的趨勢。此外，每年最大的1日暴雨強度也有

增加的趨勢。台灣降雨量在2020年創下52年來新低，

導致今年各水庫蓄水量持續下降；台灣2021年5月缺

水、8月淹水； 8月6日受熱帶性低氣壓與西南氣流影

響，全台11縣市豪大雨淹水與海水倒灌，數百戶住家

積水成災，農作物損失慘重。竟然在三個月的時間，

乾旱 /水患接踵而來。

極端氣候將讓台灣陷入缺水的新常態，在全球晶片

大缺貨之際，國外客戶憂心產能過度依賴台灣，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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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情拉警報之後，供應短缺問題更加惡化。台積電

與聯電等晶圓代工大廠，雖然已經使用再生水與極佳

的節水措施，仍需啟動載水車備用。因為台灣未來長

期缺水，將導致晶圓廠供貨與營收成長受限，嚴重影

響我國的經濟發展。

二、 電力產業是主要碳排者 淨零碳排是全球

趨勢

全球主要的排碳來源當中，電力產業占比近40%，

車輛與海運等交通運輸產業占比20-30%，而鋼鐵、塑

化、水泥等重污染製造業則占約20%。在全球「碳中

和」的趨勢下，電力產業改用再生能源取代燃煤發

電；車輛產業改用電動車取代燃油車；至於高污染產

業，則需要輔以高科技降低碳製程、碳捕捉 /碳封存

等措施來減少碳排。碳排放在2019年冠狀病毒疾病

(COVID-19)疫情的短暫歇止後，但2021年碳排放量

又再度快速增加。

面對氣候危機日益嚴重，包含2015年的《巴黎協定》

（Paris Agreement），以及2018年 IPCC發布的《1.5℃特

別報告》，都建議必須儘早將全球升溫控制在工業化

前水準的1.5℃之內。同時 IPCC指出，最晚在2050年

地球升溫將突破1.5℃；若要使均溫低於1.5℃以內，全

球碳排放量必須在2050年達成「淨零碳排」。而與之

最為相關的能源及電力系統轉型，於是成為各國政府

與企業關注的重點。國際企業邁向使用100％綠電的目

標下，亞太地區也是最具挑戰的區域之一。

「淨零碳排」已經是全球趨勢，用電量的需求有增

無減。為了降低碳排放量、解決溫室效應、極端氣候

等問題，全球已有130個國家宣布在2050年達成「淨

零碳排」，或是達到「碳中和」的目標。歐盟自要讓

產業「排碳者付費」，於2021年7月14日正式公布碳

邊境調整機制（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規範碳密集型產品若進口到歐盟，必須購買

憑證（CBAM Certificates）才能將其產品銷往歐洲，自

2023年1月1日開始為期三年的過渡階段 2026年起

開徵。若台灣未實施碳費或徵收碳稅，2026年歐盟的

CBAM，將衝擊水泥業、化材業、金屬業共3.6億的產

值。如果再加上美日韓的碳關稅擴大徵收範圍，最高

可能衝擊達757億產值；電子電機業也可能受到影響，

對台灣產業影響甚鉅。目前歐盟的碳價約為每噸50歐

元（約新台幣1,600元），為避免遭歐盟課徵碳關稅，

我國政府應該儘速訂定碳費的標準。我國所推動的減

碳目標大幅落後歐美等國，企業若再不及早因應，未

來面臨的國際競爭壓力將會更大。蔡英文總統在今年

4月22日 (世界地球日 )宣示，2050淨零轉型是全世界

的目標，也是台灣的目標。在追求淨排放的浪潮下，

發展再生能源絕對是首要任務。

三、 再生能源（Renewable Energy, RE)是減

碳的關鍵

1. 再生能源的市場規模與商機

再生能源除太陽能與風力發電，還有地熱能、生質

能、海洋能、小水力等。圖2是2014-2020年再生能

源每年新增容量，太陽光電 (Photovoltaics, PV)的占比

排名第一，風力發電 (Wind Farm)則是第二高。至於地

熱、生質能、海洋能與聚光型太陽能 (CSP)的總和則

相對偏低。為了減緩地球氣候暖化，主要任務就是使

用再生能源替代化石燃料，包括煤炭、天然氣與石油

等。國際再生能源機構（ 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IRENA）的報告指出，全世界在2020年新增

加的發電產能中，再生能源增加了256 GW，占整體發

電產能的80％，而太陽能與風能則占新增再生能源的

91％。再生能源在能源總量產能占比例的上升，主要

歸因於歐洲、北美以及歐亞大陸，逐漸淘汰化石燃料

的發電量。

圖2、2014-2020年再生能源每年新增容量 

資料來源：Renewables 2021 Global Status Report - Key Messages for Decision Makers

圖 3是 2019-2022年各種再生能源淨增加量，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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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以來，新興國家的再生能源裝置容量增加了

534 GW，每年可降低的電力成本約達320億美元。自

2010年到2020年間，太陽光電和風電的競爭力大幅提

升，太陽光電發電成本下降了85%，陸域風電成本下

降了56%，離岸風電成本下降了48%；所以最近拍賣價

格不斷創新低，每度電 (千瓦小時 )由1.1美元降到0.03

美元。此外，新增的化石燃料發電容量從2019年的64 

GW，降至2020年的60 GW，突顯了化石燃料擴張的

持續下降趨勢。

圖3、2019-2022年各種再生能源淨增加量 

資料來源：IEA, Renewable Energy Market Update-Outlook for 2021 and 2022.

在有些國家沒有任何政府補助的情況下，太陽光電

和陸域風電成本已經低於燃煤發電。圖4是全球2020

年太陽光電新增加容量前 10名國家；而圖5則是2020

年風力發電新增加容量前10名的國家。若依照我國風

力發電到2025年的規劃目標，每年至少要裝置100支

離岸風力發電機。

圖4、全球2020年太陽光電新增加容量前10名國家 

圖5、2020年風力發電新增加容量前10名國家 

資料來源：Renewables 2021 Global Status Report - Key Messages for Decision Makers

依據德國佛勞恩霍夫太陽能系統研究所（Fraunhofer 

ISE）研究表示，德國仍需安裝303-446 GWp太陽光電

容量，才能實現100%可再生能源供電，必須利用一

切可用的區域，包括露天礦場、外牆、道路、與農業

用地等等。德國太陽光電發電平準化成本（ Levelized 

Cost of Electricity, LCOE），大型發電廠為0.03-0.05 € /

度，一般 30 kWp的屋頂系統為 0.06-0.11 € /度。然

而要實現「碳中和」目標所需的設量規模，卻遠超

過目前主導再生能源產業的少數國家與公司的能力。

IRENA預估到2050年要滿足25%的再生能源電力需

求，至少要裝置8,500 GWp的太陽光電系統，這會是

2020年713 GWp的12倍。若到達到2050「碳中和」，

則太陽光電容量的裝置更高達14,000 GWp；而風力發

電則需要8,100 GW，未來在此兩大再生能源領域，商

機的確非常龐大。

澳洲新南威爾斯省 (NSW)已經規劃要建置34 GW的

再生能源區，將投入78億美元 (約新台幣2,180億 )資

金。這個再生能源區將創造830個就業機會，需要

1,250 個建築工作人員；並且吸引大量投資到偏遠地

區，也對土地所有人提供新的收入。荷蘭皇家殼牌規

劃投資太陽能和風能達20億美元，收購了新加坡太陽

能Cleantech Solar開發商49%的股權。英國石油 (BP)透

過其子公司Lightsource BP投入太陽能業務。然而這並

不代表石油公司要放棄石油和天然氣，而是想在不斷

成長的再生能源，以及原有的化石燃料方面，都能有

賺錢的機會。

2. 未來製造廠家需大規模購買綠電

美國受到極端氣候嚴重影響，毀滅性的森林大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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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前乾旱不斷發生，導致許多地方多次斷電，或被迫

分區限電。因此加州居民想裝置太陽能發電與儲能設

施，以確保家庭供電無虞。過去10年來太陽光電成本

降70%，美國太陽能發電也成長40倍，但仍只占總發

電量的3%。拜登總統力促國會通過稅務優惠等法案，

美國參議院在2021年8月通過1兆美元的基建案，將

透過電網現代化，加快太陽能產業的發展速度，裝置

容量必須達到目前的3~4倍。如此可以創造150萬個

就業機會；期使太陽能發電在2035年，可占美國總發

電量的40%，以降低美國對化石燃料的依賴度。

中國度陸在2020年占全球再生能源發電量增加量的

50%，歐洲預計每年新增的裝置容量將增長11％，成

為全球第二大市場。德國是歐洲最大的再生能源裝置

國家，其次是法國、荷蘭、西班牙與英國，其強勁的

增長來自各國的綠能發展政策，以實現歐盟2030年

氣候目標。觀察綠電成長的驅動力，除了售電制度以

外，受競標的綠電持續成長，去年有近75 GW的風力

發電、太陽光電與生質能，在競標之下比2019年增加

近20%，全球再生能源容量創下了歷史新高，而企業

在2020年綠電採購成本下降了25%。美國目前是全球

最大的企業PPA市場，而歐洲也成長了2倍。除了政

府因應氣候變遷的政策之外，民間企業的綠電採購的

增加，對於再生能源的發展確實是關鍵所在。

根據公開揭露的再生能源採購協定，全球前6大企

業購買綠電的業者，有4家是科技大廠，包括亞馬

遜、谷哥、臉書、微軟，這4家公司累計採購的綠電

高達25.7 GW，占全球企業總購買量的25.7%。亞馬遜

是全球最大的綠電企業買主，2021年6月宣布將在全

球14家太陽能和風能發電廠，購買1.5 GW的綠電，

亞馬遜並承諾2025年全部使用綠電。依據2020年對

加入RE100倡議的調查報告，澳洲、中國大陸、印

尼、日本、新加坡、韓國與台灣等國，被列為全球前

10大最難取得綠電的地區。RE100是由氣候組織 (The 

Climate Group)與碳揭露計畫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CDP)所主導的全球再生能源倡議，集合有影響力的企

業公開承諾，要在2050年前達成100%使用綠電的目

標。目前全球已超過300家企業成員。RE100會員已

共創超過315 TWh的綠電，可以支援一個中型國家一

整年的電力所需，可見RE100是綠電100%的焦點目

標。

當美國總統拜登2兆美元的淨零碳排方案，包括了

潔淨能源、高效率電廠、儲能、氫能源、核能、碳捕

集與封存、零碳交通、車輛電動化、鐵路系統重建、

建築節能等，希望能降低成本，達到真正的減碳，甚

至到達零碳的目標。愈來愈多國際高科技業、傳統製

造業、保險業、金融業、食品業、與服務業，近年來

都陸續宣佈承諾碳中和目標，加入「以科學為基礎的

減碳目標」（SBTi），並且取得碳中和與科學目標認證。

未來數十年產業低碳化是基本要求，更是符合人類永

續發展目標的社會責任。

比起其他發電方式，綠電對於環境所造成的衝擊較

低，因此「購買綠電」可以等同於是贊助再生能源的

發展，為推動能源轉型的一大助力。電力為臺灣目前

最主要的碳排放來源，若能增加綠電使用比例，可達

到的減碳效果將十分可觀。如今在購買綠電上有更多

的選擇，除了可向台電認購綠電，還可向民間再生能

源售電業者購買綠電，此外，也能以投資、入股、出

租屋頂裝置太陽光電系統等方式，支持再生能源的

發展。目前台灣已有9家業者取得再生能源售電業執

照，專門販售再生能源電力，當購買綠電的需求越來

越多，可以促進再生能源市場發展，價格也有機會更

低，若有更多民眾、業者的加入，也能夠使市場更加

健全。改善台灣市場對再生能源認知不足，不限制企

業規模、用電量、產業別，企業必須化被動為主動，

加強台灣民眾連結感，任何行業都需要挺身支持能源

轉型。

到2021年8月止我國加入RE100的企業已達12家，

其中4家為保養美妝公司，包含歐萊德、大江生醫、

科毅研究開發與佐研院； 5家為科技大廠台積電、台

達電、華碩、宏碁、聯電；菁華工業為紡織廠；葡萄

王為生技公司；金元福則是塑膠容器製造廠。台積電

在2020年起陸續購買離岸風電 (綠電 )、2030年生產設

施使用25％以上的再生能源、加入RE100組織、2050

年底前100％使用再生能源等目標；並要求其供應廠商

達到減碳的目標，否則就失去訂單。台積電到目前已

經買了我國99%的綠電，其他想購買的廠家根本沒有

綠電可買。如此將會影響台灣所有半導體、電子電機、

零組件等等產業，未來能否拿到國外訂單，持續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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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關鍵。我國若想在2050年達成100％綠電的目

標，政府必須下定決心積極排除所有的障礙。

3. 太陽光電市場與未來發展

依據《2021年再生能源統計》報告資料，2020年全

球太陽光電累計裝置容量高達713 GWp，較2011年的

73 GWp成長將近10倍；而全球風力發電累計裝置容量

為733 GW，也較2011年成長3倍以上，其中34 GW

為離岸風電，其餘則為陸域風電。全球再生能源發電

量占比已由2011年的25.1%，成長到2020年的36.6%。

從2010年到2020年含離網 (Off-Grid)在內，年複合成

長率 (CAGR)高達34%。到2020年底全球的太陽光電

系統累計裝置容量為708 GWp，全球累計太陽光電系

統在各地區的裝置容量 (見圖6)，中國裝置容量占33%

（與2019年相同），歐洲裝置容量為22%（ 2019年為

24%）。

圖6、全球2010-2020年累計太陽光電系統在各地區

的裝置容量

資料來源：Photovoltaics Report, Fraunhofer Institute for Solar Energy Systems, ISE, 

Freiburg, 27 July 2021.

圖7、德國2006-2020年10 - 100kWp屋頂型太陽光

電系統的價格發展變化

資料來源：Photovoltaics Report, Fraunhofer Institute for Solar Energy Systems, ISE, 

Freiburg, 27 July 2021.

圖7是德國2006-2020年10 - 100kWp屋頂型太陽光

電系統的價格發展變化，除系統主要分為太陽光電模

組 (PV Module)與系統周邊 (Balance of System, BOS)，系

統周邊就包括變流器 (Inverter)、開關、配電箱、電纜

線與安裝等。在2006年太陽光電模組占整體成本的

71%，到2020年僅占40%，年均成本下降約0.6%。反

觀2006年BOS占整體成本的29%，到2020年卻占達

60%，年平均成本同比增加2倍。由以上的數據可以

發現，矽晶太陽光電模組在轉換效率技術提升與大規

模量產，都是製造成本可以大幅下降的主因。

我國政府規劃2025年太陽光電累積設置目標為20 

GWp，但是因為土地取得非常不易，所以將地面型系

統降低至12 GWp，而屋頂型系統則調高為8 GWp。圖

8為我國2020年的發電結構，再生能源占比為5.40%，

其中太陽光電占2.18%。太陽光電在2020年原訂目標

裝置容量是6.5 GWp，但截至2020年止，累計裝置容

量僅達5.82 GWp，未能達到預訂目標，其中屋頂型系

統為4.08 GWp；太陽光電的總發電量為60億8,579萬

度。地面型的土地開發時，土地成本的大幅增加、鋼

鐵 /鋁金屬 /玻璃 /塑膠等原物料高漲、地方要求回饋

金、黑道勢力介入、地方民眾的堵抗爭、阻擋工程進

行、系統廠與模組製造廠因合約價格，無法取得共識

等等問題，使得太陽光電系統的開發時程延宕落後。

雖然政府設有跨部會的管控協調機制，由行政院副院

長督導協商，全力排除障礙光電；而國內市場亦具有

政策支撐的投資動能；太陽光電的推動需要排除萬難，

才可以達到原設的政策目標。

台電公司2020年發電裝置容量為4,977.4萬瓩，其

中18.5%屬於再生能源，亦即全部再生能源設備一起

發電，將占台電全部發電設備的18.5%。然而以2020

年總體發電量為2,797億度，再生能源實際發電量總計

僅151.2億度，發電占比僅為5.4%(太陽光電2.2%、風

力發電0.82%)。台灣在2021年5月2次大停電，造成

全台1,139萬戶次停電、經濟損失約5.8億元，民眾無

法再忍受缺電的問題。但是我國每年人均用電量卻持

續成長，而政府「非核家園」目標，在2025年達成燃

煤30%、燃氣50%、再生能源20%發電容量，核能發

電2025年全除役，已經不再是選項；而為了減少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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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民眾更要求燃煤電廠降載，並希望儘速除役。

因此，除了更積極有效地推動節能外，實在沒有更好

的方案，所以加速大量裝置再生能源，應該是最適合

的解決方案。

個人認為我國推動太陽光電的關鍵問題，主要在於

民眾對太陽光電的認知不足，極端氣候對於全球各地

所造成的生命財產損失，都已經遠遠超過Covid-19新

冠疫情，但是民眾未能親身感受時，將很難以實際的

行動，來支持再生能源的發展。在台灣裝置太陽光電

系統必須考慮許多的環境因素，例如颱風、地震、沿

海的鹽害腐蝕、系統的穩定性、可靠度、耐用性與生

命周期 (使用壽命20-30年 )的發電成本、廢棄太陽能

模組的回收等等，都會影響太陽光電的廣泛裝置與應

用。因為太陽光電只能在白天發電，沒有陽光的夜晚

與陰雨天時，則需要使用各式蓄電系統來儲存電力，

解決傍晚期間的用電高峰與太陽光電間歇性問題，達

到穩定電網供電的效果。當然強韌性電網的基礎建設，

也是刻不容緩不能再拖延；電網併聯接點、升壓站的

設置，智慧型電網的建構，電力智慧化管理系統的加

速建立，都是政府必須即刻投入的重要工作。

四、結論與建議

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 · 古特雷斯表示，如果我

們現在就開始聯手行動，將可以避免氣候災難。但

是，我們既沒有再延誤的時間，也沒有再找藉口的空

間。在全球越來越重視氣候變遷的現今，G7承諾實

現「淨零碳排」，並停止國外投資全球煤炭市場；現在

G20與新興經濟體也應該採取相應措施。全球減少碳

排、發展永續能源，是各國政府及投資界高度關注的

議題，許多跨國企業更承諾要在2030-2050年，達成

100%使用再生能源、綠色產業鏈的目標。

我國的能源政策規劃到2025年再生能源20%的目

標，而燃氣占50%、燃煤占30%，若要達到2050年

「淨零碳排」，僅剩下25年的時間，要從80%占比的

化石燃料，降低至零碳排放，這絕對需要極大的決心

與努力，否則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務。台灣若不積極加

速開發再生能源，除了缺電、缺水的危機外，在全

球大型企業要求其產業供應鏈必須達到使用100%「綠

電」，不然產業將無法獲得國際訂單，將會嚴重影響

我國產業的競爭力與生存空間；企業領袖們必須正視

此一趨勢，面對生死存亡的挑戰。台灣若要達成2050

年碳中和，國家領導人的減碳決心、法規制度、中央

統籌專責單位、政策執行力，這些條件都不能缺少。

到 2021年 8月為止，台灣已經有 12家企業加入

RE100倡議，在此特別呼籲我國無論大中小型企業或

個人，都應該從日常生活加強減碳的作為，否則年輕

的下一代將會沒有未來。其實台灣具有發展再生能源

的極佳潛力與商機，需要大家一同推動政府與企業投

注資源與心力。從每個人自身做起，關心氣候與能源

轉型議題，用行動積極地支持節能減碳，為地球的永

續與我們的後代子孫，打造一個安全且宜居的生活環

境。

圖8、我國2020年的發電結構，再生能源占比為5.40%，其中太陽光電占2.18%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2021年資料；台大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2020台灣能源情勢回顧研究報告，2021年0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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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工業部門節能政策之推動方向
  廖峰範 副研究員 

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一、前言

能
源使用範圍極廣，舉凡一般生活日常到交通運

輸再到工廠生產製造，都有使用到能源，而能

源消費量多寡與能源效率狀況會因為使用對象不同而

有所差異。能源使用依據其使用對象不同，可以分

為工業部門、運輸部門、服務業部門、住宅部門與

農業部門等。根據經濟部能源局統計資料（能源局，

2021），全國能源消費中工業部門占比約50%，其次為

運輸部門占比25%，詳如圖一所示。

依上述統計資料可發現工業部門的能源消費量占比

為所有部門中最高。因此，若能提升工業部門之能

源效率，將可對我國整體之能源效率推動產生相當效

果。對此，中央主管機關目前對工業部門已制定相關

政策，希冀能夠引導廠商朝能源效率提升之路前進。

我國於節能政策部分可以分為法令規範與誘因措施

等二大面向，以下章節分別說明。法令規範部分下有

器具設備效率管理、能源查核與節電1%以及主要能源

消費產業管理。誘因措施可分為補助面與輔導面兩類，

在補助面有動力設備效率提升、節能績效保證專案及

廢熱與廢冷回收補助等補助政策。在輔導面則有大用

戶節能輔導與中、小用戶節能診斷等輔導作法。

二、工業節能相關法令規範

(一) 器具設備效率管理

器具設備效率管理部分主要是針對馬達以及其他工

廠常見公用設備進行能源效率管理。根據能源局公告

之「低壓三相鼠籠型感應電動機（含安裝於特定設備之

一部者）能源效率基準、效率標示及檢查方式」，凡

是製造或進口之馬達須符合管制規定。此外，泵浦、

空氣壓縮機或通風機等設備其內涵之馬達亦須符合管

制規定，自105/7/1起規範之能源效率基準提升至 IE3。

除馬達外，工廠常見的冰水主機與空壓機等設備亦

有進行其能源效率之訂定。根據能源局公告「蒸氣壓

縮式冰水機組容許耗用能源基準與能源效率分級標示

事項方法及檢查方式」，109/7/1起冰水主機開始實

施能源效率分級標示。此外，能源局另公告「空氣壓

縮機容許耗用能源基準與能源效率分級標示事項、方

法及檢查方式」，空壓機之能源效率分級標示已於

110/1/1起開始生效。

資料來源： 能源局, 2021

圖一、台灣各部門能源消費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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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能源查核與節電1%

能源查核與節電1%部分則為規範能源用戶須建立能

源查核制度，以及節能改善目標之訂定，提升能源用

戶之電力使用效率。依能源管理法規範第十二條，對

於能源使用量達到法規標準之工廠或事業場所，會將

其納入管制成為能源用戶。對能源用戶的能源使用數

量基準定義為煤炭年使用量超過6,000公噸；燃料油年

使用量超過6,000公秉；天然氣年使用量超過1,000萬

立方公尺；契約用電容量超過800瓩。

當工廠或事業場所達到上述其中一條能源使用數量

基準則會被視為能源管理法之能源用戶。其中，多數

工廠被納管的原因為契約用電容量超過800瓩以上。

依據能源管理法規範第八、九條與十二條，能源用戶

應建立能源查核制度，且需要定期申報前一年度的能

源使用量等能源相關資料。（法務部，2021）。

另外，為提升能源用戶之電力使用效率，故政府對

整體能源用戶推動「能源用戶訂定節約能源目標及執

行計畫規定」（後稱節電1%規定）。節電1%規定為

103年公告並於104年開始施行，其管制對象為契約容

量大於800瓩之能源用戶，節電1%規定要求能源用戶

在104-113年間達成年平均節電1%目標。政策執行期

間為10年，主要避免單一事件或某些年份特殊突發的

狀況，影響能源用戶達成節電1%目標。

考量到工業部門的能源用戶，可能會遇到生產量增

加或是擴廠生產，導致用電增加的問題。因此，此處

的節電為能源效率的提升而非電力使用總量的直接減

少。簡而言之，當能源用戶的用電量增加，則能源用

戶需同時提出相對應的節電措施，達到年平均節電1%

目標，避免能源用戶因此項規定反而造成生產上的影

響。

(三) 主要能源消費產業管理

主要能源消費產業管理部分主要是對能源消費量大

的產業訂定相對應的管理辦法，促使能源效率之提

升。我國工業部門中水泥業、鋼鐵業、造紙業、石化

業、電子業與紡織業等六大產業能源使用量較高，上

述六大產業能源使用量加總約佔工業部門能源使用量

八成，詳如圖二所示。

六大產業之能源效率管理主要是依據產業特性以及

其能源使用特性訂定相對應之管理內容。舉例來說，

水泥業與造紙業主要是針對產品的單位耗能進行管理。

鋼鐵業、石化業、電子業與紡織業則為挑選出該產業

能源使用量大或設備數量多之具代表性設備進行能源

效率管理，詳如表一所示。

蒸汽鍋爐為工廠常見的公用設備，用於生產過程中

的加熱用途。舉例來說造紙業、食品業或紡織業等工

廠在製造生產過程中，需對產品進行加熱，或使用高

溫的蒸汽來清洗或消毒產品，故蒸汽鍋爐的應用範圍

廣。因此，目前對蒸汽鍋爐有「指定能源用戶使用蒸

資料來源:能源局, 2021

圖二、我國工業部門各主要能源使用產業能源使用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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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鍋爐應遵行之節約能源規定」（後稱蒸汽鍋爐規定），

進行蒸汽鍋爐設備能源效率相關規範。

蒸汽鍋爐規定之規範項目主要為蒸汽鍋爐之排氣含

氧量以及其排氣溫度。而排氣含氧量與排氣溫度之規

範數值會依據蒸汽鍋爐設備的容量大小以及其使用的

燃料別變化。例如容量30噸以上之燃氣蒸汽鍋爐其排

氣溫度上限值為170℃，空氣比上限值為1.20。而容量

10噸以上未達30噸之燃油蒸汽鍋爐其排氣溫度上限值

為200℃，空氣比上限值為1.30。

四、工業節能相關誘因措施

(一) 動力與公用設備補助

「動力與公用設備補助」為設備別之補助，其補助之

設備項目為工廠常用之公用設備，例如空壓機、風機

與泵浦。欲申請補助之廠商可以到動力與公用設備補

助網站上，查詢符合能源效率規範之補助產品並進行

申請。登錄於網站上之補助產品需符合空壓機、風機

及泵浦之能源效率相關規範，若產品屬感應電動機則

其能源效率應該要達到 IE3以上等級。

補助金額之基準依據補助設備之功率大小而定，依

據110年核定補助要點內容，若購置一台0.75kW至

37kW的泵浦則每kW補助2,400元。若購置一台大於

75kW至150kW的泵浦則每kW補助2,800元。通常同

一補助對象當年度補助金額以新臺幣500萬元為上限。

但補助對象屬年營業額新臺幣1億元以上者，則補助

上限則可提升至新臺幣1,500萬元。

(二) 節能績效保證專

案示範推廣補助

「節能績效保證專

案示範推廣補助」為

針對節能改善之績效

進行補助，申請該補

助之節能專案計畫需

有節能率10%以上之

節能績效，藉由節能

績效目標的設定激發

業者提出節能績效優

異之節能專案計畫，

促進其能源效率提

升。

本項補助之上限

為新臺幣500萬元，且不能超過補助計畫之執行經費

20%。但若能整合自身及所屬單位，且累積契約用電

容量達500瓩以上之節能績效保證計畫，則補助額度

可提升至新臺幣1,500萬元，但同樣需控制在計畫執行

經費20%以內。

(三) 廢熱與廢冷回收技術示範應用專案補助

以「廢熱與廢冷回收技術示範應用專案補助」來說，

其補助標的則為回收廢熱或廢冷之節能技術。補助內

容為針對工廠在推動回收熱能或冷能之節能技術，於

設備購置時提供補助。本項補助希望後續能藉由節能

技術示範觀摩方式，將節能技術推廣到其他工廠。補

助之節能技術包含蓄熱式燃燒技術、吸收式廢熱製冷

技術與有機朗肯循環（Organic Rankine Cycle, ORC）廢

熱回收發電技術等節能技術。

本專案補助之補助金額上限為新臺幣500萬元，且

補助之金額不得超過設備購置成本之三分之一。此處

之補助金額指取得設備所需支付之價款、運費及保險

費，並不包含施工費、基礎工事費或其他費用。

(四) 節能輔導措施

於輔導面部分主要有大用戶節能輔導以及中小用戶

節能診斷，其目的為協助工廠提升能源效率或達成節

能政策之目標。其中，大用戶節能輔導部分主要是以

能源用戶為輔導對象，藉由節能輔導協助能源用戶發

掘可能的節能潛力。

對於電力契約容量800瓩以下且年用電度數8萬度

表二、六大主要能源消費產業能源效率規定之適用對象與規範項目

法規名稱 適用對象 主要規範項目 實施日期

水泥製造業應遵行之節
約能源與能源效率指標
規定

水泥製造業 生熟料系統、旋窯系統、水泥
磨系統之單位產品耗能標準 104/01/01

鋼鐵製造業應遵行之節
約能源及使用能源效率
規定

鋼鐵製造業 高爐節能系統與連續式加熱爐
爐氣含氧量及出口溫度  104/01/01

造紙業應遵行之節約能
源及使用能源效率規定 紙漿、紙及紙板製造業

裱面紙板、瓦楞芯紙、塗布白
紙板、未塗布白紙板、灰紙
板、未塗布印刷書寫用紙、衛
生紙單位產品耗能標準

104/01/01

石化業節約能源及使用
能源效率規定

石油化工原料製造業，合成
樹脂、塑膠，橡膠製造業，
人造纖維製造業

加熱爐、裂解爐與熱媒鍋爐煙
氣含氧量及出口溫度 104/07/01

電子業節約能源及使用
能源效率規定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電腦、
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冰水機群組、風機、吸附式乾
燥機、壓縮空氣系統等合理化
操作規定

104/11/01

紡織業節約能源及使用
能源效率規定

紡紗業，織布業，不織布
業，印染整理業

冰水機群組合理化操作規定、
熱媒鍋爐煙氣含氧量及出口溫
度

105/01/01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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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之中小能源用戶部分，能源局則參考美國工業評

估中心制度，邀集大專院校設立中小能源用戶節能診

斷服務中心（Energy Diagnostic Centers, EDC）。藉由學

界與政府一同合作，為中小能源用戶提供節能診斷服

務，並藉此培育節能服務人才，充實產業發展。

三、結語

節能政策之推動主要是扮演引導的角色，希望能夠

產生能源效率提升的效果，並促使業者更加注意自身

能源使用狀況。在政策標的挑選上，主要以能源使用

量大或設備數量多之具代表性標的為優先考量。上述

現象可從工業部門現行推動的節能政策觀察出來，例

如挑選工業部門中能源使用占比高六大產業的能源效

率規定，管理工廠蒸汽鍋爐設備的蒸汽鍋爐規定，以

及針對能源用戶設定節電目標的節電1%規定。

為達成上述節能政策目標，工廠需要進行相關節能

改善之推動。考量工廠在推動節能改善前，會評估節

能措施推動後可能產生的節能成效以及投資回收年限

等，故目前亦有制定補助型的節能政策，例如動力與

公用設備補助、廢熱與廢冷回收技術示範應用專案補

助與節能績效保證專案示範推廣補助等，協助廠商進

行相關設備之汰舊換新或新技術之導入，藉此降低節

能改善投入所需成本，加強廠商推動節能改善的動力。

另外，為加強工廠推動節能改善，政府亦藉由輔導

工作之推動協助工廠發掘潛藏的節能潛力，並協助能

源用戶達成節能目標。綜合上述資訊，可以發現廠商

在推動節能改善時主要遇到的兩個問題，資本投入問

題以及節能技術與經驗問題，剛好可以藉由補助面與

輔導面的節能政策提供相關協助。

我們認為節能政策的推動可以提供廠商檢視自身的

能源效率狀況，藉由與規範之能源效率標準值的比

較，協助廠商找出自身可能存在的節能改善機會。最

後，我們認為法令規範、輔導面與補助面等三大面

向，三者之間相輔相成，當三大面向同時推動時方能

朝能源效率提升之目標邁進。

四、致謝

本文承經濟部能源局計畫經費資助，特此致上感謝

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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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能源技術服務產業發展協會團體會員／個人會員　入會申請書ESCO

台灣能源技術服務產業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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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公司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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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 請附營利事業登記證 ※審查結果及會員證號碼請勿填寫

姓名 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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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證 

統一編號
出生地

二吋照片
電話 公 宅 傳真

E-mail 手機

現職 專業證照

學歷 經歷

戶籍地址 個人專長

通訊地址 個人興趣

審查 

結果
會員類別

□榮譽會員  

□個人會員 

□贊助會員

會員證 

號碼

申請人：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審查結果及會員證號碼請勿填寫

個人會員　入會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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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傳輸可視化能源監測系統
技術特點
運用LoRa無線傳輸技術，可結合感測器至可視化監控平台。其優
點具有長距離、高穿透力，可加密並可改善數據蒐集效率，亦能
減少建置能管平台30%-40%預算，可替企業省下大量費用。TBT
的工業級無線量測儀錶解決方案是能源管理平台業者的最佳夥伴。

台灣貝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4252新北市新莊區化成路314巷20弄5號

電話: (02)8992-8528  http://www.tbt2u.com.tw/

IWG9
(閘閘道道路路由由器器)or冰水主機

用電功率 冰水流量

外氣溫濕度 冷凍能力

空壓機

用電功率 系統流量

供氣溫濕度 供氣壓力

RS485

4-20mA

RS485

RS485

IWG1
(發發射射器器)

IWG2
(接接收收器器)

IWG1
(發發射射器器)

IWG3
(中中繼繼站站)

RS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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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郵局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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