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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l-free Magnetic Levitation Centrifugal Chiller
Cooling Capacity 60 USRT ~ 800 USRT

磁懸浮變頻離心式冰水機組

美國原裝進口Danfoss磁懸浮離心式壓縮機
高IPLV效能 l 低噪音 l 零振動 l  無油運轉

台灣唯一榮獲美國AHRI認證專業製造廠

全台已超過300台以上運轉實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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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對過去的一年，我們雖在疫情的紛擾下，但

仍須因應全球在氣候變遷下環境快速惡化的威

脅；從2015年COP21後，如何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以控制全球溫升在1.5℃內就成為一件刻不容緩的議

題，但近年來因進展及努力似乎仍控制不了全球溫

度持續上升的趨勢，故2050淨零碳排就成為下一階

段全球共同努力的目標。截至今年COP26前，全球

已有141國+歐盟&臺灣宣示淨零排放目標，其總

排碳量已達全球總排碳量近9成；且在會議上針對

巴黎協定第六條 (Article 6)有關碳交易市場部分在懸

宕多年後總算拍板定案，這也意謂著碳交易市場也

將正式啟動，也是碳權將成為全球共同需面對的議

題。而我國也在今 (2021)年4月22日由蔡總統正式

宣示「 2050淨零轉型是全世界的目標，也是臺灣的

目標！」，同時也啟動台灣淨零排放路徑規劃，透過

從供應端、需求端、運輸系統、負碳技術、零碳治

理等面向展開全面之規劃，預期在明 (2022)年完成

我國邁向2050淨零碳排之路徑規劃。

針對這樣的趨勢，減碳除了是綠電綠能之導入

外，節約能源所造成之減碳效果也勢必會逐漸受到

重視及擴大，因此如何善用我們過去推動ESCO產

業所累積之技術能力來強化對能源用戶提供從廠務

系統到整個製程的評估及改善，將會在我國邁向

2050淨零碳排的路徑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如何

導入AI及數位化技術，架構智慧化及數位化系統，

然後再結合區塊鏈技術將ESCO產業在能源系統整

合技術再提升，如此一方面提升ESCO產業之價值，

一方面擴大國內產業節能減碳之效益。這將是ESCO

協會未來的機會，也是我們共同努力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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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能源角度看元宇宙的影響與潛力
  TAESCO協會數位創新委員會主委 賴震宇 

雲方資訊科技有限公司執行長 王鏗智

一、元宇宙大爆炸

如
同138億年前的宇宙大爆炸，誕生了現今持續擴

張且充滿未知的無邊宇宙。2021年10月28日， 

Facebook創辦人祖克伯（Mark Zuckerberg）在開發者大

會上，親口宣布Facebook集團將正式更名為「Meta」，

將投入打造元宇宙（Metaverse），一個結合了虛擬實

境、擴增實境等虛擬技術的超級網路平台。這個宣告

正式帶動了全世界對於元宇宙的熱潮，帶來了無限的

想像空間。

同時，元宇宙的到來也帶動了新一波的投資熱潮，

企業莫不爭相靠攏成為元宇宙概念股。短短不到3個

月，台灣元宇宙指標股宏達電由10月中每股收盤價約

35元在11月中爆衝到91.5元，直到撰文此時仍有80

元之譜，成長幅度接近230%。

其實臉書大動作改名為Me t a以宣示元宇宙

（Metaverse）的決心，除了面臨2021年起層出不窮的

負面新聞，又面臨9/25第三季財報揭露營收下滑後的

股票持續下跌，也是為了擺脫社會大眾對於臉書領袖

「一再且有意地將企業形象與利潤置於公共利益之上，

不顧可能的暴力與風險。」的負面企業形象。

但元宇宙究竟有何巨大價值，可以讓年營收290億

美元的臉書將之視為拯救頹勢的靈丹妙藥，就值得我

們深入了解。

二、解構元宇宙

元宇宙由「meta」與「 verse」所組成，前者字義為

超越、更上一層；後者字義則為宇宙，可譯為「超宇

宙」，但譯為「元宇宙」更符合易經復卦開創新局的意

義。元宇宙一詞最早的出處來自1992年尼爾．史蒂芬

森（Neal Stephenson）出版的科幻小說（ Snow Crash），

指的是一個完全虛擬的電腦空間，人們在其中可以化

身為各種虛擬「分身」(avatar) 。

而書中很寫實地描述了元宇宙並非完全是世界大同

的烏托邦，也同時包含了犯罪、不公義、炒地皮等，

Figure�1�宇宙大爆炸(授權自https://www.istockphot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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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operability of data, digital items/assets, content, and 

so on across each of these experiences)

七、 內容導向(Content-led)：充斥著廣大貢獻者所創
造的豐富內容和體驗(Be populated by“content” 

and“experiences”created and operated by an 

incredibly wide range of contributors)

前述定義的元宇宙特性，必須仰賴如下元素才能實

現，這包括了：

一、 硬體(Hardware)

二、 網路通訊(Networking)

三、 計算能力(Compute)

四、 虛擬平台(Virtual Platform)

五、 交換工具與標準(Interchange Tools and Standards)

六、 元宇宙內容、服務與資產(Metaverse Contents, Ser-

vices and Assets)

七、 使用者行為(User Behaviors)

元宇宙儼然將成為是人類的未來，自由、多元化、

沉浸式體驗，元宇宙將無限釋放人類的想像力與創造

力！然而，一切真的是這麼美好嗎？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由前述的定義中可以看出，

不管是硬體、計算能力、虛擬平台、內容服務資產、

使用者行為，每一項數位化工具不管在哪一家產業巨

頭的元宇宙的運行，都必然會使用到大量的計算能力

與儲存空間，亦即代表了難以估計的能源耗用。

甚至於書名Snow Crash指的是能透過元宇宙傷害人

體大腦的電腦病毒。

根據前亞馬遜製作公司全球策略長Matthew Ball在

2021年對元宇宙（Metaverse）的文章” The Metaverse: 

And How it Will Revolutionize Everything”所述，元宇宙

有七大特性：

一、 持續存在 (Persistent)：元宇宙世界是持續存在
的，元宇宙不會因為你的離開而停止，所有元宇

宙內的其他事物會按照某個模式持續運作。當你

後來重新進入這個宇宙，你只是加入它的運行，

並不會導致它重新啟動。

二、 同步生動 (Synchronous and live)：這個宇宙中
所有的事件發生與感知都是同步且生動即時的，

例如不會像早期的視訊通話發生影音不同步且延

遲的情況。

三、 沒有上限(Uncapped)：同時上線人數沒有限制，
且提供每個上線者具有獨立存在感 (Be without any 

cap to concurrent users, while also providing each user 

with an individual sense of“presence”)

四、 可交易(Transactable)：本身就是完整運作的經
濟體，可進行交易。 (Be a fully functioning econo-

my)

五、 無縫切換(Seamless)：在數位與實體世界之間可
以體驗無縫移轉 (Be an experience that spans both the 

digital and physical worlds)

六、 可交互運作(Interoperable)：數位資產在前述
體驗過程當中可交互運作(Offer unprecedented in-

Figure�2�元宇宙與真實宇宙相互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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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元宇宙對環境與能源之衝擊

元宇宙是一個融合諸多前瞻技術所構建出來的虛擬

世界，參與者可以沉浸在其中進行體驗並在各種虛擬

情境中即時與其他參與者互動。微軟將其稱之為” “ a 

new version—or a new vision—of the internet”.。 參與者

產生的資料的大小 (Volume)、變化性 (Variety)和速度

(Velocity)將需要用大數據 (Big Data)、人工智慧應用軟

體才有辦法進行分析。元宇宙也可能依賴使用人工智

慧技術的虛擬實境 (VR) 技術，例如用於精確手部追

蹤的深度神經網路 (DNN)和用於眼部追蹤的深度學習

(DL)。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目前通用型人工智慧晶片的發展突飛猛進，將過去

只有超級電腦可以運行的複雜演算法計算簡化成市面

上可以購得的電腦硬體。人工智慧硬體的平民化也帶

動了國內外人工智慧技術的突飛猛進。

但即使如此，AI的商業化應用仍必須仰賴設備完整

的資料中心來支持其運作。尤其是對於 AI 工作負載，

會帶來巨大的環境成本。馬薩諸塞大學的研究人員對

幾種常見的大型 AI 模型的訓練進行了生命週期評估，

發現訓練單個 AI 模型可以排放多達 283.95 公斤的二氧

化碳當量。這幾乎是美國汽車平均壽命排放量的五倍。

來源：基於Matthew�Ball原稿重製 Figure�３�構築元宇宙的底層前瞻技術

雲端服務(Cloud Services)

雲端服務是虛擬實境技術的必要元素，同樣的，也

是元宇宙當中不可或缺的基礎建設。根據英國Lancast-

er University研究人員 2020 年的一份報告” Emissions 

from computing and ICT could be worse than previously 

thought”，到 2030 年，30% 的遊戲玩家轉向雲端遊戲

平台的情況將導致碳排放量比目前的遊戲增加 30%。

元宇宙未來也會需要愈來愈高解析度的影像，這將進

一步增加能源消耗。

5G行動通訊

為了人們對於元宇宙體驗的無止境追求，讓虛擬替

身 (Avatar)的表現更栩栩如生、讓沉浸式體驗更上一

層，所有行動裝置、邊緣運算設備、雲端運算設備的

運算能力需求永無止境，且必須使用5G/6G的超高速

傳輸速率及增加巨量存取數量等科技，能源的消耗需

求絕對必然大幅增加。據Google在” Powering a Google 

Search: The Facts and Figures”的估計，單次搜索會消耗

大約0.0003千瓦或1千焦耳的能量，大致相當於人體

在10秒內燃燒的能量。一座資料中心的能源用量約是

一般商業大樓的10~50倍，每年的能源用量可以應付

25,000個家庭的能源需求。

區塊鏈(Blockchain)

而區塊鏈 (Blockchain)，作為元宇宙上分散式架構、

虛擬身分、交易可靠度、數位資產保護的信任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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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對於能源有飢渴的需求。以最知名的區塊鏈數位

貨幣比特幣 (Bitcoin)為例，根據劍橋大學比特幣電力

消耗指數（Bitcoin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Index，CBE-

CI）的估計，整個比特幣網路的年能源消耗量約為

1200億瓩時（TWh），超過了荷蘭全國的能源消耗量。

如果將比特幣網路看做一個國家，它的年用電量將排

在全球第32位。即使中國在2021年9月24日宣布全

面宣示禁止包含比特幣在內的所有虛擬貨幣，但因為

挖礦業者隨之轉移陣地，虛擬貨幣挖礦所產生的能源

消耗並沒有隨之減少。

另隨著5G/6G次世代行動網路因應沉浸式體驗設備

使用及自動駕駛汽車的需求，5G基站的能耗也將比

4G多了三到四倍。當元宇宙的使用人數愈來愈多之

後，即使是每部裝置的能源用量不大，但聚沙成塔也

會造成巨大的能源消耗。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虛擬的元宇宙其實一點都不”

虛擬”，它對於地球暖化、環境變遷的衝擊是拳拳到

肉、真真實實的存在。

蘭卡斯特大學另一篇論文” The climate impact of ICT: 

A review of estimates, trends and regulations”也指出，儘

管按照理論，元宇宙、區塊鏈等等新興的資通訊技

術理應能廣泛的為人類帶來更好的效率與生產力，但

實際的情況可能並不盡如人意。因為地球環境的暖化

速度遠高於資通訊技術所帶來的改進，再加上新興資

通訊技術雖然有更好的效率，但很可能因為使用需求

增加而產生了「反彈效應 (Rebound Effect/ Take-Back ef-

fect)」，反而加快了地球暖化。

因此，在勢不可擋的元宇宙浪潮之前，要防止地球

暖化、氣候變遷，必須要在能源建設中投入更多的可

靠潔淨能源，同時利用元宇宙所帶來的彈性與效率，

促進能源交易、落實節能減排，使得虛擬元宇宙與現

實的地球環境能和睦並存，同步發展。

四、元宇宙對永續環境及節能減排的價值

儘管元宇宙的到來帶來了美麗的願景也帶來了能源

耗用的隱憂，但水能覆舟亦能載舟，若能取用元宇宙

當中具體實用的前瞻技術來幫助產業進行數位轉型，

提高產品良率、提高生產效率、減少能資源浪費、降

低溫室氣體排放，這才是元宇宙為真實世界帶來的具

體貢獻。

元宇宙在永續環境及節能減排的應用場景舉例如下

表：

以上僅列出常見的應用場景，未來隨著元宇宙逐漸

的成熟進步，將會發展出更多前所未見的永續環境節

能減排的創新應用。

Figure�４�比特幣能源消耗指標

目標 場景 應用內容

提昇
能源
使用
效率

能源效
率管控

管理人員透過AR/VR迅速掌握現場直接或間接
生產設備的運作效率、能源使用效率與碳排
放，或是同步參考各項能源指標，若有異常即
時進行維護。能效低落之設備則可以ESCO專
案模式進行系統化改善。

提昇
效率

直接或
間接生
產設備

模擬

利用數位孿生(Digital Twin)的相關技術，在數
位空間進行模擬分析，針對預測結果對真實世
界設備進行最佳化

提昇
效率

動態追
蹤定位

透過5G、超寬頻或藍牙的定位與傳輸能力，
精確掌握設備、載具、人員、原物料與產品的
距離、高度、位置等資訊，提昇總體生產效
率。並藉由減少不必要的作業及運輸過程，同
樣達到節能減排之效果。

提昇
效率

協同 
生產

透過AR/VR等虛擬化技術，結合生管系統、
MES、SFC協助作業人員即時必要的輔助資
訊，使人員得以精準作業，降低產線中斷頻率
與時間，除了提昇生產效率之外，亦可避免空
車時的能源浪費。

環境
永續

生產履
歷溯源

透過元宇宙中5G、IoT、Identity、區塊鏈等
技術，將生產過程中的必要參數資訊(包含碳
排放)記錄下來，以便掌握生產過程歷程，並
可追溯產品品質因子、碳排放等關鍵要素。有
助於因應碳關稅的管制。

表�1�元宇宙在永續環境及節能減排的應用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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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技術服務產業發展現況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曾鵬引　黃天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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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技術服務公司 (Energy Service 

Companies，簡稱ESCO)以節能效益分享型 (或保證型 )

之商業模式，協助用戶解決經費預算有限與缺乏節約

能源之專業人力與技術等問題。本文說明2019年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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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調查相關統計資料 (請見表一 )顯示，近

五、結論

回顧本會之創會宗旨「以協助能源技術服務業從事新

及淨潔能源開發、能源交易，節約能源，提升能源使

用效率，落實電能管理抑低移轉尖峰用電，擴大推展節

能績效保證合約及溫室氣體相關減量技術業務等，並與

國際組織接軌為宗旨。」正是在淨零碳排的迫切情勢下，

面對元宇宙浪潮的積極態度。

參考資料

1. Matthew Ball , “The Metaverse: What It Is, Where to Find 

it, and Who Will Build It”, https://www.matthewball.vc/

all/themetaverse

2. Matthew Ball , “The Metaverse: And How it Will 

Revolutionize Everything”, Liveright Publishing, 9th Jul 

2021

3. “Into the Metaverse: How It Will Transform Our World”, 

https://intenta.digital/perspectives/into-the-metaverse/

4. Mutual Mobile, “We’re already in the Metaverse. We just 

don’t know it.”, https://medium.com/mutualmobile/

were-already-in-the-metaverse-we-just-don-t-know-it-

f4e7c08af529

5. Calculating the future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the 

metaver se ,  h t tps : / /www.verd ic t . co.uk/metaver se -

environmental-impact/

6. https://www.lancaster.ac.uk/news/emiss ions-from-

computing-and-ict-could-be-worse-than-previously-thought, 

7. https://www.lancaster.ac.uk/news/emiss ions-from-

computing-and-ict-could-be-worse-than-previously-thought

8. Charlotte Freitag, and Mike Berners-Lee., Kelly Widdicks, 

Bran Knowles, Gordon Blair and Adrian Friday. School of 

Computing and Communications, Lancaster University. , 

“The climate impact of ICT: A review of estimates, trends 

and regulations”, December 2020

9. “ Powering a Google Search: The Facts and Figures, https://

business.directenergy.com/blog/2017/november/powering-a-

google-search

年台灣的ESCO企業實收資本額逐年增加，平均值由

NT$24,928.57萬元，成長到NT$26,990.29萬元，足

見ESCO廠商的經營實力逐步成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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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期有縮小現象，主要原因近年來許

多照明業者 (尤其是LED企業 )紛紛加入ESCO公會，

並提供ESCO專案方式，爭取消費者使用並增加銷售

量。另外，在單一企業之節能專案推廣量方面，前

三年微幅成長，但2020年度則有略微下滑現象，估

計應是新冠疫情造成產業經濟停滯使然。2020年度

資料呈現，前一年度平均單一企業節能專案營業額為

NT$4,888.00萬元，而本年度平均單一企業節能專案

營業額為NT$4,784.90萬元。此外，廠商承接能源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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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服務專案的獲利能力方面，近四年逐年下降，2017

年度為11.03%，但2020年度已降低約為8.29%，可見

隨著投入該產業的企業家數愈形增加時，廠商所可獲

得的報酬率將有被稀釋的現象。而若由整體台灣地區

的使用者角度視之，給付給廠商的利潤愈低，也愈代

表使用者得到的效用愈佳，此也代表該產業的發展，

供需雙方的議價能力愈形平衡。

至於，ESCO專案占企業整體營業額的比重，近四

年則維持穩定 (2020年度能源技術服務專案營業額佔

總營收比率為19.84%，請見表二 )，表示ESCO公司規

模增加，企業多元發展，也表示台灣的ESCO公司無

法僅仰賴節能專案的推動，必須增加更多元產品出來

面對競爭激烈的市場。此外，公司推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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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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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就節能企業的資本規模觀察，2019

年度及2020年度專案產值、經驗年數與專案佔比均

呈現不同經營規模的節能企業相關特性顯著不同，表

示資本規模較大企業之ESCO專案經驗年數較長，專

案產值較大，ESCO專案佔比愈小。而ESCO專案推

廣的成長性、政府補助比率與專案的獲利率，均無顯

著效果 (F-test的顯著性P值>0.05)，表示目前我國的節

能輔導政策並無明顯規模區別現象。然而大型企業所

從事的節能專案產值最大 (依次為中型與小型 )，表示

大型ESCO企業的發展對於台灣地區節能產業的貢獻

最大，其平均每間企業2020年度執行節能專案約達

NT$14,535.00萬元，而小型企業2020年度執行節能

專案只約NT$1,391.03萬元。但因目前我國的節能輔

導政策並無明顯規模效果，若欲鼓勵大型ESCO企業

發展，甚至發展到國際輸出，政府應正視不同廠商在

產業發展的需求。相關資料呈現，大型ESCO企業目

前均多元發展，能源技術服務僅為企業多種發展業務

之一，許多企業均有其重要核心產品 (大型企業節能

專案佔比僅為企業整體業務11.36%)。舉例而言，中O

電信公司主軸業務為通訊服務，中O迪合公司主軸業

務租賃事業，復O公司主軸業務為空壓機設備，大O

公司主軸業務為家電產品⋯等。此類大型企業面對有

限的國內節能市場，無法滿足企業發展之需，拓銷國

際市場已是勢在必行的經營理念。因此，建議政府單

位若要輔導大型ESCO企業發展，應提出重要國際輸

出輔導策略 (例如：海外低利資金融通、海外拓銷展覽

會、政府與重要國家洽談自由貿易協定等 )。至於，中

型ESCO企業目前則著重於國內節能市場經營，節能

專案佔比為企業整體業務16.53%。109年度中型企業

執行節能專案約達NT$3,298.72萬元。此類以國內節

能產業發展自重的企業，政府應提供更多補助措施，

提供節能效益分享與節能效益保證專案補助申請 (參考

美、日、歐洲與中國，節能補助案每年均增額補助 )。

利基於節能專案長期節能率約有30%的基礎，更多的

節能專案執行，對於台灣節能的發展將是一股重要力

量。

二、ESCO技術產品類型

2020度整體產業資料呈現 (請見表三 )，節能專案

以一次性驗證後給付模式 (平均占比為38.55%)最為普

遍。經與諸多業者討論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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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乃必要的毛利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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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一、2017~2020年度ESCO產業整體營運概況

項目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2020年度預估

平均數 平均數 平均數 平均數 中位數 最大值 最小值

實收資本額(NT$ 萬元) 24,928.57 28,983.00 27,395.24 26,990.29 6,500.00 100,000.00 500.00

企業經營能源技術服務專案時間(年) 6.05 5.44 5.77 5.94 7.50 10.00 1.00

上年度企業的節能專案營業額(NT$ 萬元) 4,813.86 4,612.24 4,855.19 4,888.00 2,000.00 55,000.00 200.00

預估當年度企業的節能專案營業額(萬元) 5,161.39 4,997.94 5,147.17 4,784.90 2,000.00 33,000.00 100.00

能源技術服務專案營業額佔總營收比率(%) 16.33 16.49 21.46 19.84 5.00 100.00 1.00

能源技術服務專案獲利率(%) 11.03 10.77 9.58 8.29 7.50 50.00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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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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紡織業的投

入比重為2.56%、石化業的投入比重為3.21%、鋼鐵

業的投入比重為4.47%、水泥業的投入比重為1.11%。

此種現象，2020與2019年度接近，但卻呈現2020

年度節能專案更偏重於服務業 (整體服務業種占比為

68.68%，而製造業佔比僅為31.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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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外，目前縣市共推計畫僅補助住商部門 (無補助製造業

種 )，也造成2020年度服務業的佔比明顯高於製造業。

然而，製造業才是台灣地區耗能主要來源，如果能在

製造業中有效採用節能措施，其節能總能量應可得到

重要進步，建議政府單位應推出製造業的節能激勵或

改善措施，才能稍微克服節能廠商對於製造業偏廢的

逆選擇現象。

至於ESCO廠商的技術產品領域方面，本研究調

查能源服務業的承攬工程如圖二 (a)所示，109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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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2020年度之技術產品各種類型維持穩

定。其次則為節能效益保證專案 (平均占比為16.82%)，

再次則為節能設備銷售業務 (平均占比15.90%)。至於

節能設備租賃業務因縣市共推計畫限定當年度申請補

助，工程需於當年度完工驗收，導致諸多節能設備租

賃專案不易完全配合，也造成2020年度節能設備租賃

業務拓展不易。

由於國際間的ESCO專案常為狹義定義之節能效益

契約 (Energy service performance-based contract，簡稱

EPC)。若依此定義，則可見EPC僅佔我國節能專案之

30.95%(節能效益分享專案+節能效益保證專案 )，若依

全年度NT$158.86億元推估，則估計109年度我我國

節能效益契約總量約為NT$49.17億元。

此外，圖一中呈現，2020年度受調查ESCO企業

客戶對象分佈，主要客戶群為：學校16.72%、公部門

(不含公立學校 )16.61%、商辦大樓10.00%、其他服務

業10.14%。整體而言，台灣地區ESCO廠商的業務仍

表二、不同分類營運概況

項目                    分類

資本額分類

大型企業 中型企業 小型企業

F-test顯著性
資本額>NT$2億元

NT$2,000萬元<資
本額≦NT$2億元

資本額<NT$2,000萬
元

108年度專案值(NT$萬元) 17,956.00 3,264.10 1,348.72 0.00
109年度專案值(NT$萬元) 14,535.00 3,298.72 1,391.03 0.00
ESCO經驗年數 5.06 6.19 6.96 0.05
專案占比(%) 11.36 16.53 28.51 0.02
成長率(%) 1.15 0.77 -0.13 0.98
政府補助比率(%) 17.80 12.19 13.16 0.39
獲利率(%) 7.20 8.95 8.33 0.82

項目                    分類

ESCO業別

專營節能業務企業 節能設備企業 節能周邊服務企業
F-test顯著性

平均數 平均數 平均數

108年度專案值(NT$萬元) 12,852.94 3,300.00 5,732.69 0.03
109年度專案值(NT$萬元) 9,625.00 3,344.85 5,171.63 0.05
ESCO經驗年數 8.32 5.48 5.41 0.00
專案占比(%) 54.71 17.70 9.81 0.00
成長率(%) 2.35 -3.97 2.12 0.45
政府補助比率(%) 24.12 12.90 11.17 0.01
獲利率(%) 9.12 8.68 7.77 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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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率最高的 (技術種類 /調查廠商 )為空調系統 (佔

63.04%)，表示63.04%的ESCO廠商提供空調節能改

善專案 (或工程 )，其次為能源管理系統 (47.83%)、照

明系統 (佔45.65%)，再次為熱能系統 (39.13%)、電力

系統 (31.52%)等，前五名與前年度相同，均為節能服

務廠商的重要服務項目。然因為諸多廠商提供一種以

上的節能改善專案，例如 :承O科技公司提供14種節

能改善業務。為期對於市場提供的節能改善專案能有

平減百分比的特性，乃運用總量概念視為分母，以

評估所有業務項目的市場比重。109年度普及率最高

的 (技術種類 /業務總量 )為空調系統 (佔14.83%)，表

示14.83%的節能專案係為空調節能改善專案 (或工程 )

(請見圖二 (b))。其次為能源管理系統 (11.25%)、照明

系統 (佔10.74%)，再次為熱能系統 (9.21%)、電力系統

(7.42%)等。

三、ESCO公司人力現況

調查結果呈現2020年度已拜訪企業之ESCO專案員

工平均只約8.59位員工推廣與執行ESCO專案即可，

其中男性約佔73.68%，女性約佔26.32%。且由2017

年度至2020年度觀察，ESCO相關企業，106年度每

間企業約需12.52人來推動節能專案，2018年度則減

少為9.95人，而2020年度則是8.59人 (請見表四 )。但

因節能產業每年節能專案總產值逐年增加，而公司內

部ESCO專案人員卻無增加，可見每間企業因熟悉了

ESCO專案的執行，要求每位員工執行的總量上升，

表示每位員工所帶來的專案附加價值增加。此種現象，

也反映出ESCO廠商善用員工，要求逐年增加員工對

於ESCO專業的產出，但也同時表現出ESCO專案在台

灣已成為較為成熟的市場。

而本年度已訪視或調查的能源技術服務企業之ESCO

專案員工最普遍具備專業為空調技師證照 (比率為

34.86%，請見圖三 )，但國際量測驗證證照、空調技師

與乙級室內配線士 (含甲級電匠 )證照的比率均接近，

足見國內節能廠商均需具備此三類證照，以應因不同

性質的節能專案。

四、ESCO國際輸出概況

本文調查目前台灣ESCO企業國際化現象，根據

2020年度調查結果，如表五所示，僅有 25.31%的

ESCO企業從事國際化活動。針對ESCO企業海外輸出

表三、ESCO業務之營收來源項目占比

項目 105年度 106年度 107年度 108年度 109年度(估)

節能效益分享 18.65% 18.06% 16.89% 14.38% 14.13%
節能效益保證 17.24% 16.43% 14.26% 15.11% 16.82%
一次性驗證後給付 21.66% 29.27% 41.13% 41.46% 38.55%
節能設備租賃 10.95% 8.81% 4.77% 5.52% 6.12%
節能設備銷售 16.94% 12.89% 15.81% 14.60% 15.90%
節能支援服務 14.56% 14.54% 7.13% 8.95% 8.48%

圖一(a)、108年度受調查ESCO企業客戶對象分佈 圖一(b)、109年度受調查ESCO企業客戶對象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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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以廠商為分母 (b)�以業務總類總量為分母

圖二、109年度能源技術服務業之技術產品分配狀況

表四、106~109年度受調查ESCO企業員工占比分佈

106年度 百分比 平均人數 標準差 中位數 最大值 最小值

ESCO員工人數 100.00% 12.52 21.03 4.50 100.00 1.00
男性ESCO員工 78.47% 10.31 19.71 3.20 100.00 1.00
女姓ESCO員工 21.53% 2.36 3.61 1.10 24.00 0.00
　 　 　 　 　 　 　

107年度 百分比 平均人數 標準差 中位數 最大值 最小值

ESCO員工人數 100.00% 9.95 18.07 3.50 100.00 1.00
男性ESCO員工 76.23% 7.59 13.78 2.67 76.23 1.00
女姓ESCO員工 23.77% 2.37 4.30 0.83 23.77 0.00

108年度 百分比 平均人數 標準差 中位數 最大值 最小值

ESCO員工人數 100.00% 11.69 5.54 15.00 100.00 1.00
男性ESCO員工 74.84% 8.75 4.15 11.00 94.00 1.00
女姓ESCO員工 25.16% 2.94 1.39 4.00 6.00 0.00
　 　 　 　 　 　 　

109年度 百分比 平均人數 標準差 中位數 最大值 最小值

ESCO員工人數 100.00% 8.58 14.29 3.75 108.00 1.00
男性ESCO員工 73.68% 6.50 12.21 2.81 97.20 0.60
女姓ESCO員工 26.32% 2.08 3.14 0.86 15.00 0.00

業務之地區分析，中國大陸地區

是最為普遍地區，但因近年台灣

與中國關係冷卻，中美間又有國

際貿易戰，因此東南亞地區成為

台灣ESCO企業另一發展重鎮。由

於本研究採訪問調查之資料蒐集，

相關比重的資料常僅為受訪者的

估計，非為企業的真實數據，特

此說明。

五、 結論

(1)節能產業微幅衰退 :受到國際

間新冠疫情影響，2020年度上半

年，台灣ESCO企業許多節能案源

開拓不易，再加上消費者與廠商

對於未來市場波動風險意識提高，

部分資本投資縮手。估計 2020

年度節能專案的年度產值約為

N$158.86億元，相對於2019年度

節能專案產值成長率約為 -1.40%。

(2)ESCO專案服務模式 :ESCO

專案節偏向一次性支付的節能專

案，其次則為節能效益保證專

案 (平均占比為16.82%)，再次則

為節能設備銷售業務 (平均占比

15.90%)。另ESPC僅佔我國節能

專案之30.95%(節能效益分享專案

+節能效益保證專案 )，若依全年

度NT$158.86億元推估，則估計

2020年度我國節能效益契約總量

約為NT$49.17億元。 

(3) 國際量測驗證師證照成為

主流：經拜訪企業之ESCO專案員

工平均只約8.59位員工推廣與執

行ESCO專案即可，其中男性約佔

73.68%，女性約佔26.32%。因節

能產業每年節能專案總產值逐年

增加，而公司內部ESCO專案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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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無增加，可見每間企業因熟悉了ESCO專案的

執行，要求每位員工執行的總量上升，表示每位

員工所帶來的專案附加價值增加。而本年度已訪

視或調查能源技術服務企業之ESCO專案員工最

普遍具備專業為空調技師證照，但國際量測驗證

證照、空調技師與乙級室內配線士 (含甲級電匠 )

證照的比率均約三成，足見國內節能廠商均需具

備此三類證照，以應因不同性質的節能專案。

(4)新冠疫情對國際的影響相當嚴重：中國、東

南亞、歐洲與美國市場業務停頓，由於對於人

員的境內外流動完全管制，許多台灣企業與國外

談了比較大的案子，常因當地領導也感染新冠肺

炎，整個工程沒有開啟，連國外子公司與經營的

夥伴也都只能暫緩。

表五、我國ESCO企業國際輸出概況

地區/比重 105年度 106年度 107年度 108年度 109年度

中國 42.32% 37.53% 26.25% 31.83% 25.31%

東南亞諸國

越南 12.45% 13.71% 15.03% 14.51% 14.84%

泰國 5.81% 9.52% 7.83% 8.46% 7.34%

菲律賓 3.22% 6.78% 7.03% 5.14% 6.72%

印尼 6.64% 6.06% 6.61% 11.49% 14.84%

馬來西亞 5.39% 7.55% 5.22% 12.13% 3.75%

歐洲

24.17%

4.74% 6.47% 3.08% 3.75%

美洲 3.30% 5.28% 5.38% 4.53%

其他地區 10.81% 20.28% 7.98% 18.91%

圖三、節能服務業之證照需要狀況

歡迎業界、廠商刊登廣告

廣告圖檔請提供ai、或pdf(須做出血及轉外框、包圖)或300～350dpi之tif檔

(或轉可印前用之PDF/1a:2001，或直接將稿面設定出血尺寸216×303mm)

封面裡：全版 210×297mm  20,000元/則 (彩色未稅)

封底裡：全版 210×297mm  15,000元/則 (彩色未稅)

封　底：寬210×高240mm  15,000元/則 (彩色未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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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 

2021年發布報告1
指出，未來最可能發生的風

險中「極端氣候風險」已連續五年蟬聯第一。我們耳

熟的全球暖化、海平面上升不再只是課本上的字眼，

澳洲森林大火、德州暴雪、鄭州洪水、各地熱浪等

氣候異象，不僅衝擊人類社會，更對全球造成毀滅

性的生命財產損失，碳管理與氣候治理成為各國政

府與企業實際風險議題。

在極端氣候的威脅下，本世紀中葉達到碳中和成

為全球主流國家的首要目標，2021年11月第26屆

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COP26）於英國格拉斯哥落

幕，近200個締約國通過《格拉斯哥協議》（Glasgow 

Climate Pact）2
，鞭策全球將採取更強勁的力道推行減

碳行動。隨著全球對於氣候變遷的議題達成更進一步

的共識，各國政府也陸續依據國情制定出相應的政

策及法規，期望落實相關管制以確保永續目標的達

成。圍繞著「去碳」（Decarbonlization）為施政核心的

趨勢可見一斑，在此列舉各國推動現況如下：

• 美國於拜登團隊上任後積極爭取永續舞台的話語

權，期望能於2030年達成相較於2005基準年減碳

50%，並於2050年達成100%綠色經濟體的目標
3
，實際作為包含預計推出兆元美金的預算支持

促進電動車普及化、廣泛設置汽車充電站、電網

更新及於全美部署公用事業規模級電池儲能設

備。

• 歐盟作為推動永續發展的先鋒，目標於2050年成

為首位達成“碳中和”的大陸。2020年推出“綠

色新政”中，規劃再生能源電力系統，期望於

  勤業眾信風險管理諮詢股份有限公司 
　陸孝立副總經理

2030年達成再生能源使用率40%的目標外，於7月

公布“碳邊境調整機制計畫”
4
，進而帶動更積

極的減碳行動。

• 中國作為全球排碳量最大的國家，於近期國家政

策報告“十四五規劃”
5
中已明確設立2030年將

達到碳巔峰，2060年實現碳中和的目標。為落實

其永續計畫，在今年7月正式推出全球最大的碳

交易市場，並於10月開始嚴格執行“能耗雙控”

政策，逐步實踐2025年非化石燃料發電裝機佔比

50%，2030年風電、太陽能裝置容量合計1,200 

GW的階段性目標。

• 臺灣亦透過推行相關政策、能源轉型響應國際減

碳目標，除了訂定能源轉型目標於2025年再生能

源佔比20%、天然氣佔比50%6
，並於今年《一定

契約容量以上之電力用戶應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

備管理辦法》
6
規範企業應設置一定比例的再生

能源正式生效，以加速達到能源轉型目標。正在

修法的《氣候變遷因應法》
7
正規劃將2050淨零

目標納入，同時採取碳費作為管制手段，並因應

國際趨勢將邊境碳稅義納入母法當中，作為未來

規範之依據，開展了臺灣碳管理的全新紀元。

在各國的碳管制加嚴之下，臺灣大小企業作為全

球供應鏈的重要夥伴，面臨了國內外法規、國際客

戶與投資人機構等多方的關切，其中石化、鋼鐵、

水泥及半導體等高碳排產業，更是首當其衝面臨碳

風險的衝擊及急迫的轉型壓力。除了關注各國碳與能

源合規要求、原物料上漲壓迫獲利等財務衝擊以外，

在企業減碳的路徑上，使用低碳的替代能源或再生

碳管理當道碳管理當道，驅動能源發展與商機，驅動能源發展與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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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能源之外，其實還有更積極的作法。化工大廠

巴斯夫（BASF）在20年前開始建置汽電共生廠，

其在德國路德維希港的生產總部已不須外購電

力，完全仰賴園區內3座汽電共生廠運作，其在

產電過程生成的高溫可提供給製程使用，同時也

蒐集並重複利用放熱製程所產生的廢熱。 而另一

家化工大廠索維爾（Solvay）則是與其客戶蘋果公

司（Apple）合作，透過蘋果的「供應商清潔能源

計畫」共同投資再生能源建設，降低綠電購買成

本。

◆ 能源投資與跨界發展：企業對於能源轉型的投資

標的，還可以不只是能源本身。台灣水泥看準

能源轉型下的儲能市場需求，投入120億臺幣將

其高雄廠改為鋰電池工廠，在2021年10月動工並

預計於2023年正式啟用；台塑亦跨足電動卡車研

發，2005年開始與歐洲知名商用車生產商達富

（DAF）合作在臺設立卡車生產線，並與明志科

大花費十年成功開發出固態電池新技術，即將在

2022年量產12噸純電動卡車。

在競逐零碳的大環境中，能源需求已逐漸跳脫過去

以政策為主的單一推力，由市場驅動、企業主導的營

運規劃，也成為了能源發展的另一股強大動能。勤業

眾信永續發展諮詢團隊建議，企業在減碳趨勢驅使的

能源轉型浪潮下，應盡快將碳因子納入營運規劃與風

險管理制度中，並及早部署能源管理計畫，辨識機會

加速轉型。以下五大管理建議提供企業參酌：

1. 碳風險及能源管制的衝擊評估：各國為達成所設

定的碳中和目標，將會提出更嚴苛管制策略，如歐盟

的邊境碳稅（美國與日本亦規劃其可行性）、中國大陸

與印尼的碳交易市場、臺灣「用電大戶條款」以及《氣

候變遷因應法》草案，比比皆是。企業應定期追蹤各

國對於碳及能源管制措施，所屬產業或是產品是否被

納管、規範的排放限額是否超標，以及未來是否會被

收取費用等衝擊評估。

2. 碳風險範疇擴及供應鏈進行管理：國家層級的減

碳趨勢從邊境內的管制（如碳總量管制與碳市場、碳

費、碳稅收取），逐步延伸至邊境外的管制（如碳關

稅制度）以追求整體供應鏈的淨零。企業也應關注客

戶的減碳目標，並將自身的溫室氣體管理延伸至供應

商，以強化供應鏈韌性。如台積電將減碳表現列為採

能源是達成淨零碳排的必要手段。然而全球強勁的淨

零需求與能源轉型中間的”時間差”，導致了供需不

平衡的市場現況，能源風險也浮出檯面。舉例來說，

金融機構為確保投資策略與淨零碳排目標一致，決定

逐步撤資燃煤產業，促使能源產業轉型以及發展替代

能源的急迫性；中國於2021年7月因電力不足而執行

嚴格的限電措施，則導致在地企業營運中斷，衝擊全

球供應鏈；蘋果承諾自身營運、供應鏈於 2030 年實現

碳中和，並將供應商能源效率與再生能源使用列為重

要輔導項目，增加了能源轉型的壓力。

另一方面，能源需求的缺口雖為企業帶來了可見的

轉型風險，但也為積極創新者迎來商業機會。近年來

國內外能源供應鏈上的能源燃料商、能源供應商與製

造業廠商紛紛化減碳壓力為動力，從不同的角度投入

能源轉型，技術成熟、成本降低也有望促進低碳產業

及轉型蓬勃發展，並為世界帶來多元的市場、創新的

商業模式與產品契機。我們可以透過下列案例了解國

內外能源發展趨勢
8
：

◆ 技術研發投入：在卡車、船舶與飛機等高能源密

集度的運輸工具全面完成零碳電動化之前，低碳

的替代燃料將可在過渡階段協助世界減緩碳排衝

擊，而石油巨擘英國石油（BP）便看準此過渡期

的市場需求，投入生質燃料（Biofuel）開發長達

十餘年的時間，並領先其他燃料業者，於2016年

正式提供永續航空燃料（Sustainable aviation fuel, 

SAF）給挪威奧斯陸機場，使航空業者可以減少

80%來自燃料使用的碳排放量。

◆ 商業模式轉型：備受注目的離岸風電供應商沃

旭能源（Ørsted）本身也是一個能源轉型的成

功案例。沃旭的前身為丹麥石油與天然氣公司

（DONG Energy），於2008年時發布一個新的願

景，目標在2040年將占比為85%的化石燃料業務

轉型成再生能源業務，經過十年的努力，於2017

年出售石油及天然氣業務、並改變公司名稱為沃

旭，完成黑能到綠能的策略轉型，如今是全球最

大的離岸風電供應商，且建置容量穩居龍頭，為

排名第二的德國能源（E.ON）的兩倍多。

◆ 循環經濟與產業合作：對於多數製造業企業而

言，能源使用是其營運過程最主要的碳排放來

源。除了調整能源購買標的，從傳統電力改為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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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條件，要求供應商於2030年應節能20%，若未達

標準將無法再取得訂單。

3. 成本計算要加上碳成本考量：企業營運的財務

決策應將碳成本納入評估，建議可採用內部碳定價方

式，作為投資及管理決策的依據。例如在投資決策

計算投資報酬率與回收年限時，應將此投資行為所產

生的排碳放量，量化成所需付費的碳成本，以納入評

估投資標的標準中。除了可以及早因應未來被管制所

需要付出的費用外，也可將資金轉往更低碳的方向投

入。

4. 新興市場的投入：在能源轉型的趨勢下，產生許

多新的市場機會，包含再生能源市場、電動車市場、

低碳燃料市場等，企業在研發的方向上除了往自身的

營運方向連結外，應評估是否投入綠色產業的新興市

場，如上述台泥投入儲能設備產業、台塑跨足電動卡

車及離岸風電產業，除了可提升企業的永續形象，所

產生的減碳效益也將有助於企業自身的減碳行為，達

成集團終極的減碳目標。

5. 全體員工的認知與訓練：面對減碳議題已非由單

一部門所能負責，除了環境相關部門，還會涉及財

務、研發、生產、採購、業務等各個流程，這些部

門人員應具備對於碳的基礎認知，了解到碳對企業的

衝擊，也才能夠分析出企業面臨的風險與機會，並提

出相對應的解決方案。因此，唯有讓員工清楚的認知

自己在減碳行動中的重要性，方能徹底落實並實現減

碳目標。

全球永續思潮崛起，「去碳」不僅為未來30年企業

永續發展的重點，也為臺灣經濟發展及產業競爭力的

關鍵。除了企業自身的減碳行動外，須將範疇延伸至

供應鏈夥伴，透過制定氣候變遷調適策略，設定淨零

目標，規劃整體可行的減碳路徑，並提早進行能源的

短中長期規畫，有助於企業掌握穩定的能源供給，進

一步鎖定價格，以確保在法令法規、機構投資以及國

際客戶的淨零碳要求下，能有效降低碳風險對企業獲

利結構、資金運轉靈活度的影響，避免業務掉單危機

甚至被時代淘汰。而大環境的轉變改變了市場的遊戲

規則，也帶來無限的商機，未來更低碳的產品與服

務，將擁有更高的市場溢價空間。企業應思考營運發

展方向如何更好的結合低碳與能源趨勢，強化在全球

低碳轉型所扮演的角色，增進市場競爭力，同時開創

營運的全新藍海，實現企業永續發展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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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本會62期會訊之「ESCO 4.0 —能源服務產業的

新願景」一文指出，面對全球全球綠能產業動

態與趨勢，加上國際間對於淨零排放的廣泛共識，台

灣必須要跳脫減碳成績後段班的污名，證明台灣除了

防疫成績能夠獲得世界肯定之外，在永續環境節能減

碳上的作為也能一樣獲得世界肯定。而台灣能源技術

服務業者如同防疫過程中的口罩國家隊也能成為台灣

在面臨淨零碳排挑戰下的節能減排國家隊。

環保團體「德國看守協會」(Germanwatch)所公布的

全球氣候變遷績效指標當中，台灣一直名列「後段

班」，台灣去年在57國及歐盟中排行第57名（前三名

依慣例從缺），排名倒數第五，今年評比國家增為歐

盟及60國，但台灣仍是後段班，為第58名，不僅落

後中國、日本，今年新增菲律賓、哥倫比亞與越南三

個國家，名次都在台灣之前。

國內環保團體指出，雖然Germanwatch的評比使用

的數據與國內實際有落差，但揭示的幾個轉型方向仍

具有相當參考價值，可作為政府能源政策調整的參考

依據。

其實根據2021年趙理事長宏耀先生在機械工業雜誌

發表之「臺灣能源技術服務產業現況與展望」當中對

我國ESCO產業的發展現況，委託學者專家進行產業

調查，臺灣ESCO產業歷年產值如下圖：

從資料分析顯示，臺灣ESCO產業在109年節能專案

產值估計約為158.86億元，較108年衰退1.40%，但

整體仍呈現持續成長的趨勢。由ESCO企業實收資本

額的成長也可看出ESCO廠商服務能量持續的增加。

不過從同一份調查報告中也歸納出ESCO廠商主要

分為1.節能周邊服務性企業50.49%、2.節能設備廠商

33.01%與3.專營節能服務性企業16.5%。這其中只有

專營節能服務性企業把執行節能專案作為主要營收來

Figure�1�Germanwatch「氣候變遷績效指標」（CCPI）

TA E S C O 

  TAESCO協會數位創新委員會主委 賴震宇

數位轉型之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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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其他兩者則將執行節能專案視為次要業務。且根

據調查統計，ESCO廠商有7成的業務集中在服務業，

而僅有3成投入製造業，然而按照經濟部能源局【109 

年能源供需概況】報告指出，服務業僅佔全國總用電

之16.51%，工業用電佔了53.81%，真正大宗耗能產業

反而著墨較少。由此可見，其實面對台灣對於節能減

排與淨零排放的迫切需求，ESCO廠商其實還有很大

的揮灑空間。

此外，從目前COVID-19疫情後的產業發展來看，

尤其是製造業面臨了地緣政治造成的供應鏈轉移調

整，許多民生物資已難在中國生產，過去低成本的時

代已經不再。又在面臨到「碳邊境調整機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簡稱CBAM）與碳關稅

的議題，製造業的經營其實正面臨極險峻的挑戰，

此時也正是ESCO廠商可以運用自身技術能量協助製

造業打造韌性供應鏈，降低生產成本、提昇資源使

用效率，讓製造業在國際上有堅實的韌性得以因應

各種挑戰。

ESCO產業的第二曲線

的確誠如前述調查報告所述，台灣ESCO產業已經

發展近15年，因市場競爭，服務同質性高，漸漸影

響到ESCO產業的發展力道與應有的利潤空間。建議

ESCO廠商應朝向深化節能技術及發展創新商業模式發

展。

相同的在【 ESCO 4.0-能源服務產業的新願景】一

文中亦提出為解決能效市場供需雙方資訊的不對稱、

人才缺乏、技術障礙、資金取得困難等問題，ESCO

產業目前模式發展所面臨的瓶頸，此時正是進行

ESCO4.0轉型，創造ESCO第二曲線之最佳時機。

在過去國內ESCO廠商的戮力合作努力之下，已經

為台灣的節能減碳大計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參考時任

中國文化大學創新育成中心執行長的廖肇弘博士所提

出產品生命週期各階段的創新策略圖，根據產品生命

Figure�2�臺灣ESCO之節能專案產值

Figure�4�產品生命週期各階段的創新策略圖（2007,�廖肇弘）

Figure�3�打造韌性供應鏈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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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期的S曲線，現有的ESCO產業發展已經從一開始

15年前的導入期，經過到成長期，進入到目前的成熟

期。

目前ESCO協會、ESCO公會的業界先進正在大力推

動成熟期開始必然要推動的

 ◆標準化(Standardization)

 ◆組織創新(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產品及服務創新(Product & Service Innovation)

 ◆流程創新(Process Innovation)。

因此如ESCO協會與公會也針對ESCO產業相關作業

的作業流程、查核與認證開始進行標準化，同時也成

立相關的工作委員會 (如能源績效查證委員會 )透過組

織創新來推動相關工作的進展。

面對隨著成熟期到來的衰退期，ESCO產業同業大

都能體會到這勢必到來的潛在危機，也都應同時了解

需要整個ESCO產業協同合作，集中凝聚產業中每個

ESCO廠商的力量，才能突破產品生命週期的常態，

發展出更上一層的新成長曲線，也就是第二曲線。

以數位轉型發展第二曲線

ESCO產業轉型是形勢所逼，也其實是大勢所趨。

然而轉型工作千頭萬緒，該如何具體著手進行方能取

得預期的轉型成果呢？綜觀產業發展的動態，諸如工

業3.5/4.0、智慧醫療4.0、銀行4.0、農業4.0、生產力

4.0等等，各個產業轉型所創造的價值、產值固然不

同，但可以確定的是都能找出新的發展契機。吾人可

以借鏡其他產業成功轉型的實務經驗、運作方法來打

造ESCO產業的轉型路線。

隨著資通訊技術的發展與成熟，以及第一線工作者

Figure�5�企業發展第二曲線(經理人雜誌)

Figure�6�數位轉型發展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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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代交替，數位轉型是產業轉型的主流方法工具。

參考其他產業的數位轉型方法，都具有相似的方法框

架：

1. 數位化(Digitalization)：數位工具的導入階段，即是

否有採用數位科技或電腦系統，或已經進行工具導

入，但尚未收穫成效。

2. 數位優化(Optimization)：已經具備運用數位優化的

基礎，運用數位科技提升組織營運效能，或是強化

顧客體驗，並獲得一定成效。

3. 數位轉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不僅具備一定的資

訊應用能力，並累積定量的數據資產，創造出新的

商業模式。

其實綜觀國內產業，電信業、金融業及資訊業因為

資訊化 /數位化的程度較高，早已經進行數位轉型的計

畫推動，並因其產品與服務的特性，也一定程度帶動

了其他產業的數位化進程。由此看出數位化是數位轉

型的第一步。

吾人可以基於前述的數位轉型框架來展開ESCO轉

型的階段性目標與工作：

• 資訊透明化：由協會將ESCO廠商的產品能力、服

務能量、實績案例、創造效益等等可公開資訊進行

有系統的資訊組織、發佈與認證，並結合數位化科

技如SEO、Social Media，讓潛在能源用戶能更方便

的找到合適且可靠的能源技術服務供應方，增加

案件數量，並可一定程度降低ESCO廠商的營銷成

本。

• 交易標準化：由於目前ESCO專案之交易已經有既

定的運作方式，若能將交易過程具體標準化，加入

必要查核機制，便可減少交易糾紛，提高能源用戶

大眾的接受度。

• 流程數位化：由於目前ESCO專案之運作大都以人

工進行作業，若能以標準業務流程建模(Business 

Process Modeling)的方法來對目前的ESCO專案流程

進行標準化描述，將極有機會發展為E化系統，提

高作業效率與可靠度，降低人為錯誤，讓ESCO廠

商的服務能量可以再提昇。

• 作業自動化：ESCO專案通常是極其複雜的履約過

程，牽涉到大量的人為派工作業，若能引入相關的

自動化派工、提醒通知等等，可以降低履約風險，

提高工作效率，進而也能再提昇ESCO廠商的服務

能量。

• 數據有價化：  ESCO廠商累積了許多成功案例，

若能蒐集這些案例與數據，將其進行分析，應可

產生極具產業價值的洞察報告(Insight Report)，作

為ESCO廠商，甚至是政府相關單位的政策參考依

據。

結論

本文倡議之目的不只在於解決眼前台灣ESCO產業

在業務推動上的瓶頸，而是希望引入其他產業在數位

轉型上的成功經驗與方法，讓台灣ESCO產業得以一

次又一次的成長、成熟，不斷地進行創新改進，再創

造出新一波的成長曲線，持續為【環境永續、節能減

排】的願景帶來實質且巨大的貢獻。

表�1�數位轉型階段目標

階段 目標 工作

數位化  ˙提高成案率
 ˙縮短成案時間

 ˙資訊透明化
 ˙交易標準化
 ˙流程數位化
 ˙作業自動化
 ˙數據有價化

數位優化  ˙降低營銷成本
 ˙降低交易風險

數位轉型  ˙引領TAESCO會員轉型
 ˙發展新興商業模式

Figure�8�透過數位轉型持續創造第二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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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智慧照明技術及應用
  工業技術研究院 綠能與環境研究所智慧節能系統技術組 李麗玲 

摘要

2050年碳中和是全球共同努力的目標；照明是建築

節能的要項，LED效率高、易調控、壽命長、無

汞、直流驅動、體積小等節能環保諸多優勢，以目前

我國節能標章燈具發光效率140lm/W估算，取代既有

產品可節電50-95%，回收年限降至2年以下；國際能

源總署 (IEA)2020年的報告預估2030年LED照明全球

市佔率將達87%。參考美國能源部、歐盟及日本提出

先進照明系統發展里程，第一階段高效率LED照明，

第二階段朝向智慧照明系統，最終以增進幸福的人因

照明為終極目標。經濟部能源局因應國際智慧照明發

展趨勢，借鏡先前換裝LED號誌燈與LED路燈推廣經

驗，規劃先進照明示範補助計畫，藉由技術規範，引

領產業開發高效率LED調光燈具，制定智慧照明電 -

通分離介面規格標準，降低成本與維修難度，建立使

用者信心，激勵我國LED照明系統在建築節能大躍

進，展現照明智慧節能成效。統計至109年全台235

處示範場域每年節電897.8萬度，節電率達65%，整體

室內照明用電密度降至3.5W/㎡，帶動可調光LED平

板燈發光效率超越160lm/W，同時將通信控制介面規

格統一，成效卓著。在能源局補助計畫支持下，我國

已具備智慧照明應用推廣的基礎，期待透過ESCO產

業推廣LED照明智慧節能，在減碳政策下，創造節能

服務及照明產業發展互利雙贏。

一、 前言

地球續環持境惡化，全球正努力2050碳中和。依據

國際能源總署 (IEA)規劃全球2050淨零碳排能源效率

路徑，2030年全球新建築需達準零碳排。照明是建築

中不可或缺的元素，IEA於2020年提出潔淨能源技術

指南，針對建築領域中照明技術包含高效率光源、照

明控制 (調光、人員使用感測 )及DC照明。LED照明

節能效益已被充分證實，以2020年室內照明產品光

效140lm/W評估，節能率50%以上，光效持續提升。

LED無汞優點，配搭2020年聯合國水俁公約強制限制

含汞量高的照明光源，如含汞10mg以上的T8/T9螢光

燈管，加速市場普及，IEA2020發布報告預期2030年

LED照明全球市佔率將達87%。減碳促使全球加速推

動能源轉型，再生能源併入現有交流電力系統造成電

力轉換損失，因此LED直流照明被 IEA列入具減碳效

益的照明重點方案。

美國、歐盟及日本等先進國家，研訂照明技術發展

里程三階段目標 (1)高效率LED照明； (2)智慧照明系

統； (3)人因照明，美國DOE固態照明計畫目標LED

燈具發光效率235lm/W，日本2030年照明戰略目標，

(1)固態照明燈具存量100%; (2)聯網照明 ; (3)人因照明

普及達40%； LED照明產品將邁向高效率、智慧聯網

照明系統發展。期待照明系統節能從燈具端步入系統

面，充分運用智慧化及數位化科技，塑造低碳、便捷

的智慧生活空間。

依據109年工研院調查統計，108年我國照明用電約

210億度，占全國用電7.9%，其中工商照明主力產品

T8/T9直管螢光燈用電占11.64%，T5直管螢光燈用電

占30.04%； LED照明用電占比43.39%，首度超越螢光

燈。

經濟部能源局基於節能及協助我國LED照明光電產

業發展，期透過公共建設率先示範，引導普及應用，

並藉由內需市場，驗證LED照明產品性能，加速LED

照明技術生根茁壯，提升市場滲透率，降低照明用

電，並朝向國際市場。自104年開始推動先進照明示

範補助計畫，主要目的是汰換公部門既有螢光燈具達

成照明節能，推動智慧照明示範應用及通訊控制介面

規格，引領照明產業升級，執行策略整合 (1)政府補

助，(2)制定智慧照明技術規範，(3)公部門室內空間進

行實場驗證，並追蹤統計成效，達成節能同時建立智

慧照明信心； 110年起補助醫療照護場所建置智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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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系統，鼓勵增加健康導向的晝夜節率照明，以及多

元服務的元素，相關示範計畫內容說明參見表一。

二、先進智慧照明執行成效

室內照明節能措施可分為提高燈具效率、照明設計

合理及智慧控制管理；隨LED光源技術的發展，燈具

光效迅速提升，但市場上對功率的概念根深蒂固，因

此需要有明確指標，節能標章是我國能效管理重要措

施，也是高效率照明產品的標記，示範計畫整合節能

標章能效基準再搭配調光功能及智慧化控制管理，並

參考國際照明用電密度 (LPD;W/m2)指標，促進照明

設計合理化，藉由實場驗證節能成效，達成示範的目

標。本先進智慧照明示範補助計畫，統計104-109年

全台公部門共235處示範場域每年節電897.8萬度，改

善前後平均節電65%，最高節電率79%；光源初期照度

高，藉由調光功能調降初期照度可提高節電率同時減

緩光衰速度，依統計智慧控制平均可再增加10%的節

電效益，本示範計畫實證顯示，在空間照明使用率高

的場域，智慧照明示範系統最高節電率為82%，其中

控制增加之節電率達18%。

智慧照明示範計畫以汰換之技術規範分為燈具及控

制兩部分，因應室內照明光環境節能舒適及健康，據

此研訂LED燈具規格，項目包含額定光通量、光效、

光生物安全、眩光及閃爍 (2%)等規定，針對LED的

發展逐年提高光效要求，藍光安全以CNS15992無風

險等級保護使用者，閃爍指數2%更創下國際的最嚴

苛規定，又推薦低眩光的LED平板燈增添燈具的視

覺美學。根據示範計畫裝設的燈具，目前我國可調

光LED平板燈光效已達168 lm/W (功率21W、光通量

3500lm)，圖一為歷年示範計畫的燈具光效指標，顯高

於節能標章的基準。圖二為示範計畫歷年節能成效統

計。

照明用電密度 (Lighting Power Density；以下簡稱

LPD)：指空間照明總裝置功率除以空間樓地板面積之

數值，單位為w/㎡，LPD乃國際間用以評估照明節能

的重要指標，針對不同場域對照度、均勻度與眩光等

訂出LPD規定；依據LED照明性能，ANSI/ASHRAE 

90.1-2019最新辦公室照明LPD為0.61 w/ft2(約6.8 w/

㎡ ) 。從圖二可知LED辦公室照明的LPD可低至3.5 w/

㎡，遠超越ASHRAE的要求，證實照明節能在更換燈

具之餘，必須重視照明設計合理化。

▓ 智慧控制介面規格

控制及通信介面規格是智慧照明系統推動的關鍵難

題，數位及類比控制、有線無線通信各有優點，導致

表一� 先進照明示範補助計畫

第一階段 104-109年
LED先進照明示範補助

第二階段 110年
最適化智慧照明示範補助

補助對象 室內空間(辦公室、活動中心等) 長照服務及老人福利機構

系統用電
限制照明用電密度 LPD( W/m2)

10 (104年) 7  5 (107年~) 7

燈具類型 可調光LED燈具 可調光、調色溫LED燈具

燈具規格 高效率、低眩光(平板燈)、低藍光(無風險等級) 、低閃爍(2%)、低待機功耗(0.5W)

功能規格
用電統計、時序、人體感應、晝光利用、情境照明

晝夜節率、緊急呼救、人員定位

通訊控制
通訊控制介面 -- 統一規格電通分離、標準機構件

 ˙控制介面: 類比或數位控制介面
 ˙通訊類型: 有線或/及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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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先進LED照明示範節電成效

表二� 智慧燈具電-通分離之控制通信標準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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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統廠產品與各廠牌燈具無法任意搭配，不便於智

慧照明系統維修升級。依照電源與控制分離原則，擬

定燈具通訊標準介面規格，降低驅動電源重複開發與

驗證費用。本示範計畫制定智慧燈具電 -通分離之控

制通信標準介面，參見下表二，解決產品間相容性問

題，規範介面標準化規格 (類比或數位 )，促使規格化

智慧燈具成為市場主流之一，透過創建智慧照明控制

通信介面標準及檢測能力，建立智慧照明產業鏈，開

拓應用普及的市場機會。

▓ 先進照明智慧節能實例

三、 智慧照明的未來應用

光進入眼睛後，視覺系統提供辨識圖像、形狀、顏

色與亮度，非視覺路徑會對人的生理節律、荷爾蒙、

警覺性、注意力、疲勞度等產生影響。考慮前述因

素，人因照明為人類提供全面和面向應用的照明方

法，透過控制光譜、照度、光分佈與時間之控制，以

滿足人們的視覺、情感和生物需求。

面對高壓力、高齡化社會，人因照明的研究受到照

明領域的高度重視，美國能源部固態照明計畫支持教

室、工作場所、住家與醫療照護等場域的LED智慧照

明示範，以科學的數據驗證照明系統的潛能，據此規

劃技術研發項目。今年更重啟「L-Prize」獎項，藉此鼓

勵開發先進照明系統技術，利用 LED 照明的潛力，通

過適當的分佈和控制來提供必要的光譜和強度，可以

進一步減少照明能源的使用，同時滿足人類生理需求

並改善建築環境中居住者的光感受。

我國進入高齡化社會，因應高齡者健康需求，照明

系統須具備人因照明與智慧控制設計，方符合老人醫

療照護場域光環境與安全性，進而提升智慧照明系統

附加價值。基於第一階段高效率可調光LED燈具以及

智控電通分離介面基礎，110年起補助長照服務及老

人福利機構，以調光調色LED平板燈為主，推動並拓

展智慧照明新應用；已核定全台12處老人照護安養機

構建置最適化智慧照明示範場域，包含大型的安養中

心，期待先進的智慧照明帶給銀髮族更舒適安全的生

活環境。

四、 結論與建議

先進照明示範補助計畫歷經7年，以政府的資源奠

定智慧照明系統推動的基礎，產品性能佳，高效率

160lm/W可調光色LED平板燈、舒適 (低眩光 )、安全

(無藍光風險及2%閃爍 )，整合智慧控制納入人因照明

參數，提供現代健康生活光環境。電通分離的標準介

面開拓照明系統、燈具及電源業者共同依循的道路，

台灣的智慧照明產業供應鏈已整隊完成。ESCO產業做

為政府推動節能的最前哨，期待運用先進照明示範計

畫的成效，節能控制攜手高效率人因LED照明，將智

慧照明系統導入未來的節能方案中，在減碳政策下，

創造節能服務及照明產業發展互利雙贏。 

五、 參考文獻

 ◆ 1. 發光二極體先進照明推廣補助計畫要點

 ◆ 2. 最適化智慧照明示範推廣補助計畫作業要點

 ◆ 3. 智慧高效率照明系統技術規範 

案例1 案例2

照明系統 T5 格柵燈具替換為27W可調光LED平板燈， 燈具功
率搭配1-10 / ZigBee控制技術

傳統T8燈具全面替換為可調光LED平板燈，搭配1-10 
/ ZigBee控制技術

節電效益 節電52% 節電65%;LPD降至4.16 W/m2

智慧控制

 ˙排程控制: 上下班時間，連結加班申請與會議
室使用控制燈光
 ˙情境照明: 簡報室提供簡報模式、會議模式及
討論模式等

 ˙初期照度調整(燈具光輸出80%)、晝光利用、排
程控制與人員感知控
 ˙大會議室規劃導入情境照明如簡報模式、典禮模
式、演講模式及座位引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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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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會員　入會申請書

團體

名稱
地址

電話

傳真

E-mail

負責人

職稱 姓名

會員

代表

姓名 性別
出生

年月日
出生地 學歷 經歷 職稱 備註

成立日期 會員人數 證照字號 發證機關 業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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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專業

或

公司專長

申請人：　　　　　　負責人： （簽章）

團體名稱： （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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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年

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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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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梓官區赤崁北路336號 I  電話（07）619-2345  I  傳真（07）619-3583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一段126號12樓 I  電話（02）2250-5255  I  傳真（02）2250-1055

www.kuenling.com.tw  I  klmain@kuenling.com.tw 

Oil-free Magnetic Levitation Centrifugal Chiller
Cooling Capacity 60 USRT ~ 800 USRT

磁懸浮變頻離心式冰水機組

美國原裝進口Danfoss磁懸浮離心式壓縮機
高IPLV效能 l 低噪音 l 零振動 l  無油運轉

台灣唯一榮獲美國AHRI認證專業製造廠

全台已超過300台以上運轉實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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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電
高效率

▲磁懸浮(雙段) 離心式
    冰水主機 350RT to 1000RT
   

▲變頻永磁 螺旋式冰水主機
    90RT to 360RT  COP : 6.1  IPLV : 11.0

▲磁懸浮(單段) 離心式
    冰水主機 200RT to 300RT

Leading

台灣製造

產官學一致好評．智慧監控調整最佳化
省電高效率．深獲各大醫療院所及使用單位肯定

新北市22172汐止區茄安路176號    TEL : 886-2-8648-3001　FAX：886-2-8648-2729
http://www.leading-tw.com.tw/        Email：leading@leading-tw.com.tw

Taiwan ESCO Newsletter

國 內

郵資已付
板橋郵局許可證
板橋字第816號

中華郵政板橋誌字第74號
報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雜 誌

無法投遞時請免退回

66662021 年 12 月

會訊

發行人／楊秉純  出版者／台灣能源技術服務產業發展協會  地址／231018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48號4樓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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