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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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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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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