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濟部能源局廣告

Subtropical Performance-Testbed for Innovative Energy
Research in Buildings (SPINLab)

可客製使用情境
單一材料性能測試、綜合組件相互作用(空調、照
明、窗口、控制系統等)、實驗與模擬的交互驗證，
且提供同時同地執行不同條件之對照測試。

可360°旋轉
因應不同建築坐
向需求，提供不
同角度之測試

聯絡人：林奉怡 03-5915490  itriA90070@itri.org.tw

具完善的設備
全面的量測儀器與資料蒐集系統，
提供室內外溫熱環境、光環境、
空氣環境、能源使用測試

特色與效益
• 繼美國 FLEXLab及新加坡 SkyLab全世界
第三座，亞熱帶地區第一座全尺寸可旋轉
之建築測試平台

• 可抽換之側牆、正面玻璃立面、天窗、以
及可移動之內隔間牆、天花板、高架地板，
皆可靈活調整

• 提供產學研各單位有關綠能建築技術開發
研究、模擬軟體與產品應用效益實證 台南沙崙綠能科學城D區

沙崙綠能科技示範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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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泵結合吸附元件乾燥系統

熱泵乾燥系統為高效率節能低溫乾燥設備，本研究在密閉乾燥系統中導入吸附元件，

進一步提升乾燥速率約15~30%，藉此達到節能的目的，本研究提供多種不同的系統

與吸附劑搭配方式，可針對不同特性需求場域可快速導入。特別適用於汙泥乾燥、茶

葉食品乾燥、PCB板乾燥箱、製程乾燥、民生烘衣機等溫度敏感型被乾燥物。

技術特色

應用服務

技轉聯絡窗口
經濟部能源局廣告

BUREAU OF ENERGY 

密閉型熱泵結合吸附元
件乾燥技術

• 彈性系統配置設計、適用所有
低溫乾燥領域。

• 根據應用領域選擇適合吸附劑
(MOF、矽膠、氧化鋁)

• 提升乾燥速率，節能潛力
15~30%

• 因應工業乾燥設備電氣化與推
廣高效率熱泵之國際發展趨勢

• 適合溫度敏感型被乾燥物之節能乾燥需求。
• 最適合搭配低溫可再生MOF吸附劑(工研院
自行開發與試量產)

• 可應用於汙泥乾燥、茶葉食品乾燥、PCB板
乾燥箱、製程乾燥、民生烘衣機。

• 已應用於汙泥乾燥，能耗指標達到 2.5
kg/kwh，乾燥時間降低20%。

綠能所工業節能研究室陳鈞振經理
TEL：(03)591-7468 JiunJenChen@itri.org.tw

產業應用

1噸噸污污泥泥含含濕濕率率
70% 40%

熱熱泵泵乾乾燥燥
系系統統

熱熱泵泵結結合合除除濕濕轉轉
輪輪乾乾燥燥系系統統

系統原理

功率(kW) 15 15

乾燥時間(h) 24 16.6

能效 (kg/kW*h) 1.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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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球場照明循環經濟之類ESCO個案分析—

元智大學V.S.漾拓國際攜手創新國內校園首例

1. 摘要

國
內校園為響應節能減碳政策及節省電費支出，

通常透過節能管理策略達到初級效果，為進一

步節能則需積極設法汰換老舊用電設備，照明設備通

常所需費用較空調設備少，因此大部分學校優先依據

政府機關及學校用電效率管理計畫之要求，109年底

前汰換高使用率傳統螢光燈具，但實務觀察迄今尚未

汰換傳統燈具數量仍多且耗能大，因使用時數不多且

未達經濟效益而延後汰換，本文提出戶外球場照明循

環經濟之類能源技術服務 (ESCO)個案分析，期望透過

節能標竿校園的示範，引起其他學校仿效，為校園生

活轉型，使用取代擁有，設計分離化及循環利用零組

件，為大學永續校園貢獻一份心力。

2. 簡介

照明，在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照明燈具的瓦數

低，與其他的民生設備 (電視機、微波爐、冰箱⋯)

相比，耗電量甚至微乎其微，使用上也就不會特別注

意，一不小心就忘記關燈，這也是一般用戶時常會忽

略，因此有非常大的節能空間。使用方面，會考量亮

度不足的問題，直接使用高流明數的燈具，讓空間變

得過亮，但相對的該燈具的瓦數也高；也會考慮演色

性問題，選用高演色性的燈具，但相對的有些燈具表

體溫度高，間接導致場域中的空調負荷量增加 [1]。

照明的領域當中，最容易被提及的兩個名詞就是

「流明數」以及「照度」。何謂流明數，意旨在「一

燭光的光源在單位立體角內，所產生之總光通量定

義為一流明。」換句話說，就是一燭光在單位立體角

內，所有光線的總和為一流明，而其英文單位為 lm；

所以，流明數越高該燈具的亮度越高，相對的耗能也

會越高。何謂照度，意旨「每單位面積所接收到的光

通量」，單位為勒克斯 (Lux) [2]，對人來說，就是看到

的亮度多寡，照度越高，亮度越高；照度會影響人在

空間中所看到物品的清晰度，照度過高，會讓眼睛覺

得刺眼，照度過低，在觀看時會覺得模糊不清楚。因

此，CNS標準局就有建立一套照度建議標準值，也就

是所謂的「CNS建議照度標準」[3]，在不同場所有不

同的建議值，讓空間燈具規劃有所依據做設計。

依照108年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彙編之「運動場地設

施規範參考手冊」第一章第四節之「室內運動照明場

館照明規畫原則」及第五節「室外運動照明場館照明

規畫原則」敘明 [4]，運動照明品質關乎透過目標物的

亮度與背景，獲得良好的照明環境，使目標物可以清

楚展現於運動員、觀眾視野中。照明的品質優劣之關

鍵因素包含水平照度、垂直照度、均勻度、眩光、最

大最小照度比、照度對比、色彩對比、均勻度之梯

度及輝度。對於不同類型之運動項目，如球類、田徑

又有不同照明需求。同樣在不同應用場合 :國際賽事、

一般賽事、訓練、休閒也應作相對之不同照明規劃。

元智大學 (Yuan Ze University )以創新教學及重點研

究為特色，擁有創新、多元、智慧及人文的永續發

展校園，且具國際聲望之優質大學。元智大學為積極

推行能源節約工作，加強學校能源管理及了解學校能

源使用現況之缺失，尋求可行改善方案加以執行，促

使能源合理與有效運用，以降低能源費用支出，達

成節約能源目標，同時2011年元智大學也是全球第

一所通過 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國際驗證的大專院

校。本文所述之場域為元智大學戶外網球場與籃球場

  魏榮宗1 鄭加新2  林青輝3 

1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2漾拓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3元智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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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循環經濟

近年來地球環境急劇惡化，大量的生產與為創造舒

適環境的經濟行為，使得大氣極端天候已經對人類生

活及經濟活動造成不可估計與挽回的損失。因此近二

年，碳中和、零碳排、碳權等議題，成為所有產業

甚或全人類必須面對的議題。其中「循環經濟」成為

改變或改善現行「快經濟」壞了就丟的「線性經濟」

的重要手段。已知的數據，照明用電約佔了總用電量

15%，因此對於照明的改善，循環經濟型式的照明，

可深入探討。傳統線性經濟模式中，燈具生產商依賴

多賣多生產創造收益，在商業模式上就不希望透過維

修提升燈具使用率；同時為降低成本，多採用固定式

加工，導致市售燈具產品拆解不易，無法部分損壞的

燈具進行維修以提升燈具使用率。這種模式「用壞就

丟」的整燈汰換燈具，極不符合循環經濟之要義，也

造成環境嚴重負擔。循環經濟照明服務流程如圖1所

示，符合循環經濟之5R照明描述如下 [5]：

(1)Redefine (重新定義照明 )：照明需要的是「光」，
而不是「燈」，使用者可以享受照明，但不必需要擁

有燈具，因此生產者與使用者間的關係非一次性買

賣，而是提供照明的服務。

(2)Redesign (重新設計燈具 )：綠色設計的可循環燈
具結構更為簡單，以利快速進行零件維護，導入快拆

為個案，按使用習慣主要為師生練習，部分為校內比

賽使用，其相對應照度等規範，分別為 (1)網球場：三

級 (學校、俱樂部等 )平均照度350-500Lux，量測點15

點，量測高度距地面1m； (2)籃球場 :僅有規範室內場

地照度要求，依規範說明，正式比賽級場地平均照度

須達800Lux，按相對數據，一般比賽級練習，戶外籃

球場，亦應有平均照度300-500Lux。

球場照明設計要點，一般而言，戶外夜間背景通常

定義為黑暗，且無任何反射物，因此照度需求比教室

內更嚴苛。同時因為黑暗背景，眩光效應教室內更明

顯，一般改善策略須提高燈桿高度及增加燈具數量。

水平照度及均勻度通常因為眩光效應而犧牲，因此增

加燈具總流明 (lm)成為一般採用方式。演色性 (Ra)，

因為大量採用「複金屬燈 /水銀燈」為光源，因此通常

無法獲得良好演色性。輝度 (cd/m²)，通常與照度成正

比。至於最小最大照度比 /均勻度梯度，則極少列入

設計考量中。因此目前球場照明，受限於傳統燈具光

源可選性少，一般學校僅能以 :(1)增加燈具數量來增

加照度及降低眩光； (2)犧牲或忽略均勻度等其他照明

品質； (3)即使採用耗能燈具，也無法改變； (4)傳統

燈具之壽命、光衰等維護成本高的情況，也沒有有效

對策。

圖1.…循環經濟照明服務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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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設計；採光源及電源分離之設計，模組化設計，

以降低丟棄的比例。

(3)Reuse(修復再利用 )：模組化設計，壞哪裡換哪
裡，損壞的燈具僅需進行整新、升級即可重複使用，

增進燈具維修再利用效能。

(4)Recycle (循環再製 )：模式涵蓋燈具從搖籃到墳
墓全過程，採用單一材料或少樣材料，讓燈具在第一

期使用週期結束後可快速分類回收再製為下一周期產

品。

(5)Reduce (減量 ) ：由於需要高光效、長壽命，損
壞與汰換率都降低，達成燈具減量使用的效益。因為

採用循環概念，因此減少廢棄物與減少碳排放量。循

環型燈具與傳統燈具之5R比較如表1所示。
表1.…循環型燈具與傳統燈具之5R比較

5R比較 循環型燈具 線性經濟+傳統燈具

Redefine 燈具產品服務化 快經濟

Redesign

綠色設計的可循環燈
具:快拆、快組、易維
修、模組化、光源電
源分離設計、單一材
質

未考慮維修與回收 

Reuse 易拆裝模組設計，快
速維修再使用  部分損壞即整燈丟棄

Reduce 燈具使用減量 減排與
減廢 多賣多生產

Recycle 單一材料，快速拆解
分類回收再製

整燈複合材料
難以分類  回收成本高

由於近年來發光二極體 (LED)技術不斷進步，滲透

率高，因此傳統照明受限於光源寡占的困擾已經獲得

極大改變，加上LED照明具有傳統光源更好的特性，

包含 (1)高壽命 常使用下光源30,000小時壽命。(2)高

光效 相較傳統光源最高80lm/w光效，LED現行可做到

180lm/W。(3)指向性燈具。(4)極易模組化設計。(5)

設計彈性較傳統光源高。因此，利用LED照明特性來

實現符合循環經濟精神之類能源技術服務 (ESCO)方

案，將有實現之可能。循環經濟照明規劃中，對於照

明之關鍵材料 (燈具 )，做出與傳統燈具較大的改變，

同時也與原來短、平、快的線性經濟燈具，成本較低

/不考慮維護與回收有著成本上的差距。近年來各級學

校經費亦非充裕情況，因此對於非急迫性的「汰換燈

具」，經常是難以付之行動。

4. 符合循環經濟之類ESCO照明規劃

能源技術服務 (ESCO)的主要概念與做法為利用省

下的電費來支付建置費用，通常需要較長年回收期，

ESCO執行期間，所有照明維護為ESCO廠商之責任，

同時ESCO有嚴謹的基準線建立與量測驗證手法。上

述之特性，與循環經濟需要之特性具有互通性。

照明規劃要點需滿足前述運動場館照明之相關要求，

平衡照度與眩光，同時強化其他如演色性、均勻度等

規範之達成。盡量以現有燈具位置規劃，以減少投資

成本。高效節能，壽命長，可拆可換，維護成本低。

視必要性，適度加入智慧調控。

燈具之選擇必須可模組化。多元彈性設計，例同一

燈具上，不同模組，可以提供不同配光取線、不同

光效、不同投射角度。高光效 (140lm/W以上 )，以取

得較高節能率。光電分離，降低熱積蓄，增加散熱係

數。簡易檢修，可拆解，可局部更換元器件，可循

環，可再製。

5. 元智大學個案分析

元智大學戶外球場照明現況場勘，如圖2所示，校

區內目前有一處籃球場區及網球場區，使用傳統光源

「複金屬燈」燈具，功耗1,000W/盞。網球場平均照

度約235Lux，籃球場平均照度約260Lux。網球場均勻

度約30%(最低 /最高 )，籃球場均勻度約38%(最低 /最

高 )。現勘時約有15%燈具故障，廠商維護意願低，處

於待修狀態。耗能、光衰及後續光源供應漸少等影響，

可考慮適時更換。

圖2.…元智大學戶外球場現勘照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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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元智大學戶外球場現勘照片2、3

照明之改善規劃將原有籃球場45盞1,000W投光燈

更換為500W LED投光燈12盞，網球場24盞1,000W

投光燈更換為500W LED 投光燈，如圖3所示，相關

性能比較如表2所示。燈具之特徵包含降流設計，整

燈實際功率500W，光源滿載功率可達1500W，僅驅

動約33%，因此可取得低發熱驅動，同時提升光效及

演色性。整燈模組實測機殼發熱約50℃，燈前溫度約

85℃，可實現壽命30,000小時之可能性。燈具分為三

組模組，且單獨使用電源驅動，可單獨維護、更換、

拆卸，同時符合循環經濟型之特徵。燈具採三段式角

度投光，同時做不同配光曲線，如圖4所示。選用燈

具之電源與光源分離，將電源安裝於燈桿約2M高處，

如圖5所示，以利日後維護。

圖3.…500W…LED…投光燈

表2.…LED投光燈與傳統燈具性能比較

圖4.…燈具不同配光曲線

圖5.…電源與光源分離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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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後的籃球場照明模擬效果如圖6所示，平均照

度285Lux，由模擬效果可見，改變燈具之設計，可由

較少功耗數之燈具設計，達到較原來燈具效果高的照

度。

 

圖6.改善後的籃球場照明模擬效果

效益分析以籃球場為例，原燈具耗能電費約為

1,000W*4hr*240天 /1,000*45盞 *2.7元 =116,640元，

更新後耗能電費約為500W*4hr*240天 /1,000*12盞 *2.7

元=15,552元，年度節省電費約為101,088元，節能比

例86.7%，八年節省電費則為808,704元，執行期間學

校零維護成本，若採用月租8160元 /月採購燈光服務

八年，尚餘節省電費25,344元，如表3所示。
表3.…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 一次性建置 循環經濟租賃燈光服務

經費 1,057,062 8,160元/月*96月=783,360

維護
成本 4年後重購 無

回收
年限 大於10年 立即回收

尚餘電費25,344元

循環效益於執行期間，廠商須全責負責保固與維

護，燈具故障要求不得整燈更換。不良燈具或模組，

要求廠商須依循環經濟模式，進行模組維修，無法透

過再循環或再利用之廢棄物，須提供其碳足跡報告。

燈具超過執行期，仍可使用之機構件時，以延長租期

方式，以期實現永續循環之可能性。

6. 結論

本文以深入淺出方式說明校園普遍存在戶外球場高

效能LED燈具循環經濟換裝方式，主要貢獻在於解

決校園戶外球場燈具長期維護費用高昂且高耗能問

題，透過元智大學節能標竿學校示範案例解析，減省

以往一年動輒十餘萬元維護費用，更達到節能比例高

達86.7%，從個案分析中也了解燈具汰換非1:1更換，

透過情境模擬可做到最佳化配置及節能比例優化，光

電分離同時也改善傳統戶外球場燈具之高空作業維護

保養危險性，相信透過適當廣宣必能引起許多學校響

應，使用取代擁有，對於未來校園淨零碳排規畫之生

活轉型具有實質效益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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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數位技術提升能源效率之模式：

IEA方向

能
源系統的數位化 (Digitization)正改變能源效率，

透過引入數位創新技術，提供更詳細的資訊，

進而建立新的商業模式及收入流，這種數位轉型將以

更清晰的能源願景促成新的政策設計方案，使能源效

率市場能以更大規模運行，對CO2淨零碳排亦發揮作

用。本文以國際能源總署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之2021年能源效率 (Energy Efficiency 2021)為藍

本，對應 IEA數位化報告，進行擇要彙總，完成本文

內容，包含：數位化技術與能源效率政策之關聯、主

要的數位化技術、數位化商業模式 (Digitally-enabled 

business models)、能源效率數位策略 (Energy efficiency in 

digital strategies)，呈現 IEA對世界能源數位化的卓越貢

獻。

一、數位化技術與能源效率政策之關聯

能源效率政策建構於政策制定者與各種不同利害

關係人 (stakeholders)之密切互動，包括最終用戶 (end 

users)、企業 (businesses)、公用事業 (utilities)、資訊技術

公司 (IT companies)、能源服務公司 (ESCOs)、及數據

資料提供商 (data providers)，為了制定出滿足不同群體

需求且變革 (change)之政策，需要詳細數據、高昂成

本；而運用數位技術則可輕鬆取得數據。

數位技術在政策設計 (policy design)、政策執行 (policy 

implementation)、政策衝擊監測 (policy impacts’ mon-

itoring)等階段均存在潛力，數位技術使政策制定者

(policy makers)能更透明地衡量總體能源效率及價值，

擴大能源效率生態系統，並允許新的創新市場政策方

法，進而促成新一代能源效率政策。導入數位技術之

能源效率政策生態系統，詳如圖1。

圖1.… 導入數位技術之能源效率政策生態系統

資料來源：IEA, Better energy efficiency policy with digital tools, 2021

二、主要的數位化技術

目前主要之數位化技術有資料庫與大數據 (databases 

and big data)、非侵入式負載監控（ non-intrusive load 

monitoring, NILM）、自然語言處理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GIS映圖與遙感探測 (GIS mapping 

and remote sensing)、虛擬建築與數位對映城市 (virtu-

al buildings and digital twin cities)、網路搜索分析 (web 

search analytics)、虛擬查核 (virtual audits)、數位通信與

網路 (digital communication and networking)、智慧型手

機與應用程式 (smartphones and apps)、數位認證與合規

性 (digital certification and compliance)等10項，本文將

就其中數項探討在世界各地不同環境中使用情形。

(一)大數據(big data)

在資訊爆炸時代，如何從龐雜且倍速成長的資料

中，擷取出有意義及應用價值的內容尤為重要，大數

據 (Big Data)結合AI人工智慧之數位應用，是有效提

升能源效率的關鍵。運用大數據，現場監控設備資料

  張世平 台灣能源技術服務發展協會監事 
考試院礦業工程及安全高考雙技師 

美國節能績效量測驗證師(CMVP)、PMP、NPDP

*:本會監事(台灣能源技術服務發展協會TAESCO)，考試院礦業工程及安全高考雙技師、美國節能績效量測驗證師(CMVP)、PMP、NP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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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網路同步連結至雲端，雲端收集大量數據可進一

步發展雲端節能管理專家系統，作為系統最佳化控制

決策分析。如英國綠色金融研究院 (Green Finance Insti-

tute UK)正探索用智慧型電錶數據建立標準化、行業

認可之協議來衡量英國建築節能方案、在能源公用事

業公司 (energy utilities)、網絡 (networks)、用戶群代表

(aggregators)間實現新形式合約及採購、以及用新金融

產品與商業模式來擴大能源效率投資等。

2020年，澳大利亞推出分散式能源資源 (distributed 

energy resources, DER)登錄表，提供分散式能源裝置之

資訊資料庫，使澳洲能源市場營運商 (Australian energy 

market operator ,AEMO)能更有效地管理電網，確保

為所有客戶提供可靠、安全之能源。為支持此項工

作，微軟提供一個雲端平台收集與分析大數據，使澳

洲能源市場能從30分鐘轉為5分鐘結算，且營運商

(AEMO)從原來數小時處理每日700萬次抄表轉為僅需

45分鐘，使再生能源及需求面資源等多個市場無障礙

更順暢。

(二) 非侵入式負載監控（non-intrusive load monitoring, 

NILM）

非侵入式負載監控是一種負載分解之演算分析法，

多用於住宅用戶，採家戶外量測設備對指定對象用電

負載進行計量。如英國政府在智慧型電錶啟用熱效

率評等創新計劃 (smart meter enabled thermal efficiency 

ratings, SMETER)，投資約600萬美元，以開發、監控

及評估應用於家用電器之智慧型電錶技術，參與者保

證匿名，結果有助於評估技術性能與提高居民認知。

又如印度能源效率局使用國家能源最終使用監測儀

表板 (the National Energy End-Use Monitoring dashboard)

之數位資料收集及分析工具，以獲取家電 (appliance)

能源使用之最新資訊。來自200戶家庭之即時計量數

據與在5000戶家庭調查的數據相結合，使政策制定者

能瞭解哪些電器在何處使用及對能源需求之影響。

隨著全球智慧電網及物聯網 (IoT)之興起，各國政府

加速智慧型電錶裝設，AI技術逐年精進，有利於加速

提升NILM的精準度與效能，提供低成本更精準的負

載分解資訊。至今，全球已有來自美國、英國、愛爾

蘭、加拿大等至少30家廠商量產商用NILM產品，為

負載數據提供解析與加值應用服務。

(三)GIS映圖與遙感探測(GIS mapping and remote sensing)

在加拿大，MyHEAT計畫正使用遙測數據與先進的

演算法相結合，來識別建築物的熱損失。從飛機獲

取高解析度熱成像感知器之數據，依據當地溫度、微

氣候及海拔之變化進行校正，並通過機器學習演算法

(machine-learning algorithms)，以顯示城市中所有建築

物之能源流失位置，進而建立比較模型。

平台還與用戶互動，引導至能源效率激勵計畫、抵

減資訊 (rebate information)、線上市場 (online market-

places)及能源查核資源等，用戶被隨機分配到實驗組

中 (treatment groups)，MyHEAT每個實驗組都會收到其

住宅能源使用情形之回饋；與對照組 (control group)相

比，成員之能源消費降低4.4%，線上抵減增加19%，

效益顯著。MyHEAT計畫之專案界面，詳如圖2。

圖2.… MyHEAT計畫之Medicine…Hat專案界面

資料來源：IEA, Better energy efficiency policy with digital tools, 2021

(四)網路搜索分析(web search analytics)

在北歐，對於電器，監管機構 (regulators)會進行店

內審核，以評估零售商是否遵守能源效率標準，網路

抓取 (Web scraping)則提供替代方法來評估是否符合能

效標準。使用自動化工具，監管機構可快速掃描線上

購物網站 (online shopping websites)，以評估哪些型號在

其國家出售。這是由北歐部長理事會 (Nordic Council 

of Ministers)資助，由北歐國家（瑞典、丹麥、芬蘭、

冰島）實施NordCrawl專案之方法。後續，國際能源

總署 (IEA)與NordCrawl合作，在印尼及南非執行，結

果顯示可有效改進能源效率問題，為消費者提高資訊

品質。

(五)智慧型手機與應用程式(smartphones and A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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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2015~20年全球早期創投對能源效率新創企業的

投資

資料來源：IEA, Energy Efficiency 2021

(二)能源服務商業模式(Energy as a service business models)

能源服務商業模式正為客戶提供整套的能源服務，

以換取定期付款，這市場正迅速擴大，未來五年的年

複合成長率預計為21%，邁向190億美元市場價值。

能源服務業者 (Energy service providers)常使用績效支

付合約 (performance-based payment contracts)，也稱為績

效付費 (pay for performance)，用於管理風險及提供激勵

以達操作最佳化；如：在美國，Redaptive公司與AT&T

合作提供建築物改善 (retrofits of buildings)，並實施物聯

網解決方案將能源服務與績效付費相結合，以便客戶

依電表計量 (meters)驗證的節能來付費。至2019年，

改造了650座商業建築，每年節省2,000萬美元能源成

本。

15個歐洲國家，57%的績效付費公司參與了一項調

查，說明他們國家績效付費市場，因節能保證 (energy 

savings guarantees)及公部門推動而成長。然而，大約一

半的受訪者表示，合約的複雜性及與能源服務業者間

缺乏互信，是客戶參與績效付費計劃之阻礙。

有利的監管環境對於培育能源服務模式至關重要，

如：根據歐盟2019年電力市場指令 (EU 2019 electricity 

market directive)，能源用戶可允許第三方 (third parties)

管理所需能源系統之活動，包括裝置 (installation)、營

運 (operation)、資料處理 (data handling)及維護 (mainte-

nance)。

能源服務模式也吸引了加熱供暖業者 (heating provid-

ers)興趣。一項研究顯示，儘管新的加熱服務計劃可提

高系統的能源效率，客戶可能對其成效缺乏互信，需

支持性政策 (supportive policies)及補貼 (subsidies)。在加

為促進行為改變，英國推出格林威治能源英雄計畫

(Greenwich Energy Hero)，這是項安裝智慧型電錶以追

踪家庭能源使用情況之數位服務。該應用程式會在用

戶所在地區於供電不足時通知用戶，並獎勵他們減少

用電量，實驗為期一年，節能及二氧化碳排放降低均

顯著。

又如倫敦市政府建立一個入口網站，該網站將從公

車及鐵路網路收集之數據，與來自google、Apple及

Citymapper等移動數據相結合，為交通使用模式提供

見解，如：實證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數據與實際行程

數據間之相關性強，故可用手機Apps數據代替實際行

程數據。另通過提供交通數據予民營公司，每年產生

2,000萬美元總附加值，也提高倫敦交通網絡效率。

三、數位化商業模式(Digital ly-enabled 

business models)

(一)新的商業模式出現，增強服務

全球早期創投 (venture capital, VC)對能源效率新創企

業的投資 (start-ups)，以建築能源服務為主；充電服務

模式 (Charging as a service models)於電動車，各國透過

能源效率法規也吸引了更多此類資金，如：美國Volta 

Charging公司獲得10幾位投資者支持，2018至21年

間，提高超過1.7億美元成長；在分散式能源資源及電

網管理方面，開發解決方案之公司，2021較15增加

了一倍以上，但與前兩者相比 (建築及充電 )相比，佔

比仍較低，然而，一正面例子是韓國Gridwiz公司，在

2017年籌集約1,500萬美元，2021年另增加4,000萬

美元。

開發能源技術、服務及解決方案之新創企業，包括

硬體與軟體。建築能源服務包括：住宅及商業建築之

智慧加熱及製冷、能源管理系統、照明及智慧裝置，

以及“現收現付”商業模式；分散式能源資源及電網管

理，包括：虛擬電廠、能源交易計劃，如點對點（Peer-

to-Peer, P2P）、能源電網服務、離網能源接入解決方

案。早期創投則包括：種子、A與B輪融資。2015~20

年全球早期創投對能源效率新創企業的投資，詳如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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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大安大略省 (Ontario)，通過將加熱服務與電力服務

結合，旨提高客戶總體能源效率80%。

(三)虛擬電廠(Virtual power plants, VPPs)

物聯網時代的大數據策略，提供電力系統一種新的

能源彈性。

虛擬電廠係透過中央控制資訊平台，將用戶端能源

管理系統、分散式再生能源系統、儲能系統 (包括電

動車 )，三者相互整合，並配合彈性電價的誘因機制，

在電力「供不應求」時，透過電價優惠方案，誘使用

戶自願參加且抑低其電力需求負載，促使電力保持供

需平衡。

用戶群代表 (Aggregator)制度，亦即具有智慧能源管

理能力的第三方，可藉由聚合眾多電力用戶（包括小

型用戶），發揮聚沙成塔、積少成多、產生螞蟻雄兵

之能量，與電力公司簽訂需量反應優惠電價方案。

美國CPS能源公司2010 年與能源服務公司Consert 

Inc合作，推動「家戶到電網 (Home to Grid, H2G)」虛

擬電廠計畫，係透過高能源效率的游泳池熱泵 (pool 

pump)及HVAC空調系統等裝置落實節能，至2013 年

7月，已集結超過14萬用戶參與，抑低250MW尖峰

負載容量。

德國Stadtwerke München電力公司，於2013 年採用

西門子 (Siemens)分散式能源管理系統 (Distributed En-

ergy Management System)，整合天氣預測、即時電價、

能源需求等大數據資料庫資訊，將6座汽電共生系統、

5座水力電廠及風力機組，整合成20MW發電容量的

虛擬電廠，可供應2萬3千戶整年用電量。

虛擬發電廠是一個數位化網路，它連結、聚合 (ag-

gregates)及集中 (centrally)控制分散式能源，如：電池、

屋頂太陽光電、公用事業規模的電廠；這種聚合透過

電網在躉購 (wholesale)或零售 (retail)市場交易，以彈性

及輔助服務為虛擬電廠營運商及所有者創造收入。

另研究顯示，全球虛擬電廠聚合服務快速成長，雖

然傳統公用事業之需求響應計劃容量 (capacity of de-

mand-response program)，預計到2029年將成長1倍；

但虛擬電廠容量則從2020年4.5 GW預計至2029年成

長至43.7GW，更加顯著。分散式能源系統之創新數

位化商業模式，詳如圖4。

四、 能源效率的數位策略(Energy efficiency 

in digital strategies)

能源效率市場的數位化既帶來了機會，也為政策制

定者帶來需應對之風險。反映新技術環境下，許多管

圖4.… 分散式能源系統之創新數位化商業模式

資料來源：IEA, Energy Efficiency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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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 (jurisdictions)正發展其管制方法 (regulatory approach-

es)，如需求彈性及智慧效率 (intelligent efficiency)。常

見的問題涉及研發、基礎設施開發、互動性標準 (in-

teroperability standards)、網路安全 (cybersecurity)及隱私

措施 (privacy measures)、數位素養 (digital literacy)等。

如政府與製造商及市場參與者合作，支持採用標準

化、開放的通信協議，以鼓勵生產“能源智慧數位裝

置 (energy-smart digital devices)”，達成提供需求彈性、

智慧效率、能源消費與故障條件狀態報告，其他含：

易於安裝及操作等。

為產生持久影響，法規不僅要促進數位技術部署，

也確保數位化準備就緒，如： 2019年，IEA推出數位

能源效率政策準備框架以支持此過程；政策及法規也

要確保數位化已考慮對社會與經濟影響，且對每個人

皆帶來助益；為達成此目標，須落實培訓、考慮社會

影響、資料隱私與網路安全、數位解決方案等。能源

效率數位部署策略，詳如圖5。

五、總結：

(一 )能源效率政策生態系統，涵蓋政策制定者與

各種利害關係人之密切互動，利害關係人含：最終用

戶、企業、公用事業、資訊技術公司、能源服務公司

(ESCOs)、數據資料提供商等，透過

導入數位創新技術，進而建立新的商

業模式及收入流，裨益數位轉型，助

益CO2淨零碳排。

(二 )主要數位化技術，含：資料

庫與大數據、非侵入式負載監控

（NILM）、自然語言處理 (NLP)、GIS

映圖與遙感探測、虛擬建築與數位對

映城市、網路搜索分析、虛擬查核、

數位通信與網路、智慧型手機與應用

程式Apps、數位認證與合規性等10

項，運用任一數位技術皆可提升能源

效率，值得投入。

(三 )建築能源服務、充電服務模

式、分散式能源資源及電網管理、能

源服務商業模式，為新數位化商業

模式，其中：能源服務商業模式 (ES-

COs)市場正迅速擴大，全球未來五年的年複合成長率

預計為21%，邁向190億美元的市場價值。虛擬電廠

(VPPs)聚合服務亦快速成長，全球容量從2020年4.5 

GW預計至2029年成長至43.7GW，均反映能源效率

數位化趨勢。

(四 )能源效率的數位策略部署，著重：網路安全及

資料保護架構、數據資料共享及管理的制度與平台、

先導型及示範專案資金挹助新創企業、提升數位解決

方案效率措施，促進 ICT產品循環經濟、將數位技能

納入培訓與教育及學術課程、專注數位解決方案嘉惠

弱勢群體與社區、評估能源效率及彈性方法、利害

關係人意識提升，消除互動障礙等八項，透過落實

部署，成功促使能源效率數位策略對每個人皆帶來益

處。

六、主要參考資料：

1. IEA, Energy Efficiency, 2021

2. IEA, Better energy efficiency policy with digital tools, 

2021

3. IEA, Net Zero by 2050, 2021

4. IEA, World Energy Outlook, 2021

圖5.… 能源效率數位部署策略

資料來源：IEA, Energy Efficiency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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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
文將由選取1棟典型醫院建築實際進行全面能源

分析現場調查資料，並以ASHRAE 90.1及新加

坡Green Mark針對商業建築中央空調水側系統能效之

規範，以獲得更全面且客觀之數據，藉以作為建築耗

能性能改善策略之依據。再者，將針對既有商業建築

中央空調系統之掛錶量測及建築能源管理系統 (BEMS)

取得耗能資料，並輔以現場實際量測擷取資料藉以建

立基線資料及耗能指標分析，更將實際進行商業建築

中央空調系統水側耗能 (kW/RT)分析及現場實際耗能

量測之不確定度分析比對，以建立耗能基準來瞭解真

正對影響醫院耗能性能之關鍵參數，藉由基準耗能指

標之建立，將可協助檢視商業建築空調系統耗能改善

之機會與最佳之節能策略。

關鍵詞： 醫院建築、現場量測、水側系統能耗指標、

建築能源管理系統(BEMS)

1. 前言

正當全球皆集中注意在節能減碳的風潮中，建築耗

能的議題再次受到強烈的關注，商業建築設施系統由

於是每天24小時全年無休運轉，然而，對於如何有效

建立商業建築中央空調水側次系統節能分析有系統程

序化之能源查核資訊卻甚少被提及，再者，隨著能源

價格之上揚及節能策略之思考更顯迫切。因此，如何

尋求建築節能策略之思考來降低運轉成本，便成為極

關鍵且具意義之研究課題。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1]

提到商業辦公大樓能源查核統計全年主要耗能設備用

電量之比例分佈，分別在空調45%，照明25%以及其

他設30%，因此，本文將取1棟典型醫院建築實際進

行全面能源分析，並以新加坡Green Mark[2]針對商業

建築中央空調水側系統能效之規範，來建立水側系統

能效規範。

2. 案例改善前後測試及分析探討

2.1 系統描述

本研究所探討的第一間醫院建築物為中部某醫院，

其坐落於東南方而建築物則朝向西北方，為地上12

層，地下2層之建築物，建築物總高度為54.6m，而

建築樓板總面積則是37490m2，其外牆構造為15公

分厚之鋼筋混泥土，而玻璃則是6mm之單層透明玻

璃。醫院的空調系統，製冷方面為三台冰水主機，其

中一台為540RT單壓定頻滿液螺旋式冰水主機，另一

台為540RT單壓定頻滿液離心式冰水主機，最後一台

為250RT單壓定頻滿液螺旋式冰水主機，均供醫院所

需空調使用。泵浦共有五台一次冰水泵、七台區域

泵以及五台冷卻水泵，提供冰水到不同的迴路滿足負

載需求，另外還有五台冷卻水塔，以及三十九台空

調箱與二台預冷空調箱提供所需之風量。三台主機共

計1330RT，冷卻水塔五台共計2000RT，冰水一次泵

五台共計100馬力，區域水泵七台共計120馬力，冷

醫院建築中央空調水側系統測試與

耗能分析

  王輔仁1 黃國喨2 
1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冷凍空調與能源系特聘教授 

2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冷凍空調與能源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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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運轉時數 (hr)

(4) 冰水泵浦耗電量 (kW)，並記錄運轉時數 (hr)

(5) 冷卻水泵浦耗電量 (kW)，並記錄運轉時數 (hr)

(6) 冷卻水塔耗電量 (kW)，並記錄運轉時數 (hr)

(7) 紀錄及計算冰水系統製冷耗能 (kW/RT)

圖2.某醫院空調水側系統儀器安裝位置…

2.4 儀器不確定度分析

根據管理中央空調水側系統能效 (kW/RT) 之數據需

求，以新加坡量測方法與儀表標準作為依據，再對照

我國相關量測方法，整理如表1所示：

表1.…量測不確定度彙整

規範名稱
電力量測不

確定度
流量量測不

確定度
溫差量測不

確定度
系統量測不
確定度

新加坡
SS 591 ±2%

±1%
(內嵌式)
±2%
(夾式)

±0.05℃ 
(sensor)
±1.3%
(溫差)

±2.6%
±3.1%

我國CNS 
12575 ±0.5% ±2%

±0.1℃ 
(sensor)
±2.8%
(溫差)

±3.5%

量測儀器 ±0.2% ±1.0%
±0.01 ℃
±0.28%
(溫差)

±1.06%

系統不確定度計算= (ASHRAE Guide-
line 22、SS 591 之計算方法) 

其中： 

T：溫差量測不確定度 

F：流量量測不確定度 

P：電力量測不確定度 

溫差量測不確定度= ÷△ td  (SS 591 之
計算方法) 

其中：  

卻水泵七台共計194馬力，冰水主機使用R-22以及

R-134a冷媒，管路系統使用P-S供水系統。

2.2 監控系統

能耗設備由冰水主機、空調附屬設備照明設備等組

成，針對建築各項系統進行管理，不需要到現場便可

操作設備之設定與控制，運用監控系統管理建築物之

能耗狀況，關鍵則在使用端之操作策略；監控系統藉

由蒐集現場之數據，分析其負荷量並紀錄，長期下來

便可看出其負荷量之趨勢，以便使用者單位於日後可

持續監測，並可考量更能節約能源的策略。另外藉由

監控系統可以比對現場量測的數據進而分析出符合現

場之耗能使用狀況如圖1。

圖1.某醫院空調水側監控系統

2.3 現場量測

根據Green Mar所謂中央空調之水側系統，亦即空調

主機、空調水泵、空調冷卻水塔之系統綜合效率，計

算公式為：

空調系統能效=(冰水主機+冰水泵耗能+冷卻水泵耗

能+冷卻水塔耗能 )÷(時間內累積之空調負荷RT)

現場量測方式取得數據，於建築正常營運時間採每

分鐘為間距，取值為期一周，本研究為了增加參考數

據取值為半年，儀器安裝位置如圖2所示。量測並記

錄的項目有：

(1) 冰水主機之冰水流量 (LPM)

(2) 冰水主機之進出水溫度 (℃)

(3) 冰水主機掛集合式電表記錄耗電量 (kW)，並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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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入水溫度 sensor 量測不確定度 

to：出水溫度 sensor 量測不確定度 

△td：冰水設計溫差，新加坡取 5.5℃，我國取 5℃ 

溫度測量系統： ±0.01℃. 

溫差： *100% = ±0.28%
流量： ±1%

電力： ±0.2%

系統不確定度： =±1.06%

3. 量測結果與討論

醫院監控數據與量測數據之比較如圖3，監控與量

測時間為5月至10月，將監控數據與量測數據做水側

系統之每噸多少耗電量進行比較，隨著不同的季節變

化，連帶影響外氣焓差的變化，系統空調負載也隨之

變化。系統誤差最大值發生在8月份，為12%，其原

因為在8月份，發生大停電導致監控系統及冰水主機

運轉異常，其餘月份誤差均小於10%。中部醫院之最

大空調負荷量經由長時間進行量測如圖4所示，可得

知該醫院之最小空調負荷以6月份之375.4 RT；最大空

調負荷則出現在7月份之514.7RT為最大值，由結果

可知，醫院建築之空調需求量並未有超過540 RT之情

形出現。此種中央空調系統冰水主機之運轉情況，造

成主機時常處於低負載狀態下，導致COP無法達到最

佳效率及kW/RT耗電量也會增高。

圖5為中部醫院5月耗電量分析，可以得知該台冰

水主機的製冷能力、散熱能力及耗電量，此項是為確

認冰水量測之熱平衡狀況。根據熱平衡公式，可以

得知5月熱平衡的範圍落在+25%到 -15%之間，符合

±5%以內的數據佔比57%，如圖6。

4. 結論

隨著建築物節能

需求逐漸上升，建

築能耗佔整體能源

消耗的40%，然而

中央空調又是耗能

指標，故當中央

空調系統本身運轉

效率不良時，將導致系統出現虛功，進而使製冷效率

不佳。藉由醫院建築進行實際現場量測，藉以作為建

築水側次系統耗能性能改善策略之依據，透過現場量

測數據與現場監控結果比對後，發現兩者誤差在10%

以內，同時確認了現場量測之準確性，根據6個月的

數據分析發現建築空調系統為了防止空調容量設計不

足，將空調主機噸數的設計加大，並且沒有做到最佳

化的台數設置，造成過量設計。量測期間從5月到10

月，發現場域的kW/RT均較其他月份來的好，建築物

空調需求量會因季節變化而變動，使主機負載也隨之

改變，當冰水主機處在低負載條件運轉時，將會使空

調系統處在最耗電的狀況，因此如何在不同季節、不

同的負載下，使主機運轉在良好的狀態點，大幅降低

冰水系統耗電量，提升冰水系統的製冷效率。

5. 參考文獻

1.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辦公大樓節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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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ingapore Standard SS591, Code of practice for long 

term measurement of central chilled water system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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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監控數據與量測數據對比 圖4.醫院冰水主機量測結果 圖5.醫院冰水主機5月耗電量分析

圖6.醫院冰水主機5月熱平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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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農
委會林務局對造林效益的研究顯示，每公頃林

地每年的二氧化碳固定量約為9.9公噸。台灣

2019年的每人平均碳排放量是10.96公噸，森林平均

碳吸存量，若要透過森林來碳中和每一年的碳排放

量，將需要2,184到2,363萬公頃的森林才能達到，而

台灣的土地面積僅是362萬公頃。

CO2的供應有助於藻類的生長，空氣中大約含有

0.03%的CO2，這可以供給藻類成長，一般來說藻類

可容忍的CO2濃度僅到0.1%，電廠脫硫煙氣中含有

約10%的CO2，可能會使藻類麻痺造成死亡。但是螺

旋藻可容忍至17%的CO2，本實驗以12%的CO2為基

準，水中CO2的含量及存在形式影響藻類細胞的利

用。藻類的懸浮液中，光透入的強度會隨著透入深度

的增加而迅速減少，細胞密度大時，僅在表面的細胞

能接受到光合作用的飽合光照強度，大部份細胞的光

強度是不足的，光照不足將成為生長抑制的因子。

本研究利用各種不同顏色的發光二極體 (Light-

emitting diodes)做為光源，用以比較不同光照強度與

發射波長的光源條件，對於螺旋藻 (Spirulina platensis)

進行光自營培養 (Photoautotrophic)之影響。實驗結果

說明紅光光源的能源經濟效率最高。實驗室可以馴化

培養出容忍較高濃度CO2藻體，實驗條件中可培養出

容忍13-15%或更高 CO2的藻體，此藻體足以容忍電

廠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濃度。利用電廠排放CO2作為養

殖微藻的碳源，除可達減碳效果外，亦可開發具經濟

價值產品。本文因篇幅限制著重於二氧化碳之吸附部

分，僅對實驗結果進行摘要說明。

一、材料方法

微藻總類繁多，對於吸附二氧化碳有其特效能力，

以商業利益則以螺旋藻為最。目前發現螺旋藻近五十

餘種，具商業價值約四種，分別為鈍頂螺旋藻 (Spiruli-

na platensis)、極大螺旋藻 (Spirulina maxima)、大螺旋藻

(Spirulina major)、鹽澤螺旋藻 (Spirulina subsalsa)、本實

驗採用為鈍頂螺旋藻。

本試驗模擬以NaOH、KOH等鹼液吸收處理工廠排

放之煙道氣，形成碳酸鹽或碳酸氫鹽做為培養螺旋藻

之碳源，藉以達到二氧化碳減除之目的。結果以鈉鹽

類較合適，鉀鹽會造成螺旋藻死亡。而培養螺旋藻的

生長條件如下：最佳接種pH範圍： 8∼10；光照時間：

24小時全日照較好；接種濃度：吸光密度0.15∼0.25；

若煙道氣中含硫氧化物，吸收後形成亞硫酸鹽，並不

會對螺旋藻產生抑制，含硫量4%左右，有較好的生

長情形。

若煙道氣中含氮氧化物，吸收後形成亞硝酸鹽，對

於螺旋藻生長無太大幫助，且無抑制情形，含氮量

1%左右有較好的生長情形。室內行人工光源照射培

養，以自動控制藻類酸鹼度系統。實驗結果顯示：最

適培養溫度是30℃，培養液之最適酸鹼度是pH值9.5，

接種量最好在吸光度0.15以上。其最大生長速度是

2.0day-1，光度飽和常數是9.2KLux。藻液酸鹼度於pH

值9.5至9.7間，除可延長藻體生長時限，增加培養基

利用率外，並可提高藻液濃度至4.5g/l以上。

改變光照強度，色素含量會有變化。隨光照強度

增加，由 2 KLux到 10KLux，葉綠素含量略有減少

(23%)，類胡蘿蔔素則由2 KLux下2.2%增加到24 KLux

之3.3%，藻青素含量則大致不變。在螺旋藻大量培養

時，培養基之pH控制是很重要的。在高pH下有效的

二氧化碳有限且高pH對藻體生理會有不利的影響。在

pH值於11.5，高光照強度 (12KLux)下，藻體會 lysis現

象。控制pH的最好的方式為二氧化碳添加，如此不

可調式光波高效能培養微生物

  黃貴民1 胡玉麟2 
1天山科技開發有限公司總經理 

2萬銘工程科技(股)公司總經理

與微藻吸附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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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可降低pH且可同時補充碳源。

二、測定分析

螺旋藻之固碳計算立體式光合反應器及開放式養殖

池試驗，探討開放式養殖池及立體光合反應器養殖螺

旋藻之固碳情形。微細藻類對二氧化碳吸收之評估培

養螺旋藻時，引煙道氣，以評估其對於二氧化碳吸附

效果，隨著培養時間的增加，其藻細胞數也跟著增 

加，因此，其吸附二氧化碳的效果，也就愈好。其對

於二氧化碳的吸附的計算結果，螺旋藻培養後取樣測

鹼度，其碳酸鹽類的總合，引入煙道氣曝氣後，再取

樣測鹼度，其碳酸鹽類的總合，可以計算對二氧化碳

的吸收量。

1. 螺旋藻與照度關係

不論是培養於開放式系統或密閉式系統，光反應器

設計的重點都在提高光的使用效率。大規模培養藻類

方面，開放式養殖培養池仍是最普遍的系統。螺旋

藻培養無論是室內或室外，光是重要因子之一，選

擇何種光線、最適合光照是多少，依Zarrouk之實驗

結果照度在25,000~30,000Lux最佳。成長與照度關

係不同光源對鈍頂螺旋藻進行實驗，太陽光之照度

15,000~20,000Lux間，吸收光譜400~700nm範圍，螺

旋藻吸收光能與培養條件和生物量中葉綠素含量有

關，當光照度超過12萬Lux時，螺旋藻會死亡。

2. 傳統開放式與立體光合反應器CO2吸收率比較

a.傳統開放式養殖池養殖

每一公克乾螺旋藻重可吸收二氧化碳量為

0.5/72*6*44=1.83公克，因此開放式養殖池每批次螺旋

藻乾重可吸附約1.83倍CO2。開放式養殖池水體約10

噸，可以吸收18.3噸CO2，每個月收成兩批次約36.6

噸，當OD值 (Vis.680nm)為0.81時，每公升藻體乾重

0.3437克。

b.立體光反應器養殖

立體養殖容積量為33噸 (2,200個罐每罐20L容積裝

15L)，當OD值 (Vis.680 nm)為0.8時，每公升藻體乾

重0.3437克。白天利用太陽之光能與熱能，晚上藉助

LED燈加強光照10小時，每個月收成三批次。一般螺

旋藻養殖條件在氣溫30-34℃時；水溫在28-32℃條件

下培養15天，平均螺旋藻產量每天約7.43g /(m2˙d)使

用2,000 Lux照度即可。

三、成本分析比較

1. 螺旋藻接種成本

微藻體內含有40~50%的碳成分，因此生成1公斤的

微藻細胞，需1.83公斤左右的二氧化碳，碳對於微藻

的重要性。無機碳源的利用會因藻種和環境條件而異，

螺旋藻為光合自營生物，其細胞構造簡單，無真正細

胞核與其他細胞器，在無光照環境條件下也能利用含

有有機碳源的培養液中成長，即異養生長。在光照條

件下螺旋藻可以碳水化合物來補充營養，最適合生長

條件特殊，需要在高pH值與高溫環境條件才能正常

成長，此外，溫度與CO2溶解度有密切關係，本試驗

研究依注入CO2濃度 (12-15%)來調整螺旋藻培養基配

方，當CO2注入濃度達15%時，尾端量測CO2濃度降

pH亦會隨CO2濃度升高而降低。

2. 開放式養殖池與立體光反應器成本

本試驗進行成本分析，比較開放式養殖池與立體光

合反應器成本，螺旋藻開放式養殖與立體養殖成本、收

益分析，其投入資本在設備方面開放式養殖池75萬元

與立體光合反應器成本638萬元，總資產投入成本713

萬元。總收入1,973,950.30萬元。

3. 螺旋藻固碳成本分析

二氧化碳吸收率之估算，計算固碳成本與收益分

析結果如表1所示，本實驗以設備現有螺旋藻開放式

養殖與立體立體光合反應器設備，現有設備平面池

一年固碳量1,064.79公斤與立體光反應器2,548.83公

斤合計，總固碳量3,613.62公斤，固碳總成本所需

支出成本1,647,085.56元，螺旋藻銷售總收入，可以

依市場螺旋藻粉狀交易價格每公斤售價1,600元，我

們以原料螺旋藻粉以每公斤900元估算，總收入可達

1,973,950.30元，一年淨利326,864.74元，因此每公斤

固碳成本達455.79元，以電廠排放CO2所產生副產品

價值是值得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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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擴大十倍經濟規模成本推估

開放式養殖池OD值與生產藻體與產值情形，開放

式養殖池每批次生產以十個工作天估算，一年可以生

產24批次。而立體光合反應器因清洗較困難，以18

批次估算。收成螺旋藻價計算方式以每公斤900元單

價計之。

a.開放式產值分析

開放式養殖池OD值與生產藻體與產值情形，開放式

養殖池培育240小時1公升水體，一年生產藻乾重2.42

公克，1公升水體需消耗CO2量為4.44g，開放式養殖

池水體為10噸可以生產量為581.85公斤，一年須需

消耗CO2量為1,064.79公斤，10噸水體擴大十倍規模

10,647.90公斤，一年螺旋藻總產值為523,667.38元。

b.立體式產值分析

立體光合反應器養殖池OD值與生產藻體與產值情形，

立體光合反應器養殖池240小時1公升水體，一年生

產藻乾重51.89公克，1公升水體需消耗CO2量為

5.28g，立體光合反應器水體為28,728公升，生產量為

1,596.15公斤，一年可以生產螺旋藻乾重為1,392.80公

斤，一年須需消耗CO2量為2,548.83公斤，將水體擴

大十倍規模消耗CO2量29,209.52公斤，一年螺旋藻總

產值為1,341,539.31元，十倍規模年螺旋藻總產值為

13,415,393.10元。

開放式養殖池與立體養殖池OD值與生產藻體產值

情形如表2所示，飼育整體而言，立體光合反應器與

開放式養殖池產能比2.10倍。

以現有設備立體與開放式養殖池生產微藻，由三批

次實驗均值平面池一年生產情形如表3，一年開放式

養殖池每批次生產以十個工作天估算，可以生產24批

次。而立體光合反應器因清洗較困難，以18批次估

算，OD680值推估吸附CO2量值，現有規模一年約可

消耗65,767 kg CO2量。

四、結語

• 對於螺旋藻（Spirulina platensis）進行光自營培養

（Photoautotrophic）之影響。實驗結果證實藍紅配

比光源的能源經濟效率最高。

• 螺旋藻pH值維持在8.5-10.5間，有較佳成長。

表2.…開放式與立體養殖池OD值與生產藻體與產值情形

表3.…立體與開放式養殖池生產微藻吸附CO2量值…………單位:kg…表1.…固碳成本、收益分析……單位:公斤、元

一年平面與立體光反應器總固碳量(公
斤)

3,613.62

一年立體光反應器總固碳量(公斤) 2,548.83
一年平面總固碳量(公斤) 1,064.79
固碳總成本(元) 1,649,147.56
螺旋藻銷售總收入(元) 1,973,950.30
平面與立體光反應器總固碳每公斤成本
(元) 455.79

一年淨利(元) 326,864.74
資料來源:1.本試驗整理 2.現有設備一年總固碳量(包括平面與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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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藻接種濃度OD最佳為0.15-0.25間，照度在

25,000~30,000Lux最佳。

• 二氧化碳吸收率之估算，固碳總成本所需支出成

本約154萬元，總收入可達約162萬元，因此每公

斤固碳成本0.47元，每噸碳稅以10美金估算要繳交

約105萬元，以電廠排放CO2需繳交碳稅與淨利計

算可獲利113萬元。

• 整體而言，立體光合反應器與開放式養殖池產能

比2.10倍，顯示立體光合反應器可以用產量超越開

放養殖池。開放式養殖池一年產值523,667.38元，

立體光合反應器，一年產值1,098,699.18元。

• 本試驗成本分析結果，開放式養殖池與立體光合

反應器成本進行擴大十倍規模生產情形，一年開

放式養殖池每批次生產以十個工作天估算，可以

生產24批次。而立體光合反應器以18批次估算，

則一年總收入扣除成本可以淨利477.1萬元。

• 開放式與光合反應器固碳比較，開放式與光合反

應器平均為煙氣濃度(12%)，開放式可生產24批

次與光合反應器可生產18批次，開放式每年生產

藻乾重開放式可生產581.85 Kg，而光合反應器可

生產1,220.78Kg。推估每年每公頃固定量開放式

10.0134噸，而光合反應器74.10噸，光合反應器每

年每公頃固碳為開放式固碳約7.4倍。

• 建議後續模場實驗先以10倍規模進行測試,地點仍

以電廠或可提供足量CO2 排煙之工廠,再搭配進行

第三方驗證，以確認其碳減量成果，甚或達成碳

抵換，以落實及推廣本項碳中和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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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策略面建構企業淨零排放路徑

一、國家淨零排放政策

台
灣政府響應全球氣候變遷與暖化問題，早在十

多年前即致力於鼓勵企業推動節能減碳，如工

業局針對製造部門的節能減碳輔導計畫、於用電節能

管理層面有能源局的能源管理人員設置辦法、減碳部

分由環保署於民國2015年制定「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

法」(簡稱溫管法 )等；隨著節能技術的創新進步、與

日俱增的工商用電、再生能源的發展需求及國際趨勢

的減碳壓力等重重因素，政府積極集結國家發展委

員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經濟部、科技部、交通

部、內政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等各部會於2022年3月底公布「台灣2050淨零排

放路徑及策略」闡明總電力占比 (圖1)將以再生能源

60~70%、氫能9~12%、火力發電加上碳捕捉20~27%，

以達成整體電力供應的去碳化；另於法源部分修訂溫

管法，於2022年4月21日行政院院會通過送交立法

院審議，將法案名稱修正為「氣候變遷因應法」，其

中增訂徵收碳費作為經濟誘因工具，中央主管機關對

國內排放源徵收碳費，及碳費優惠費率、減量額度扣

除徵收碳費之排放量之規定；因應國際趨勢對進口產

品實施碳邊境調整機制；代金、碳費納入溫室氣體管

理基金，得支用於補助、獎勵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工作

事項、投資、研究及開發溫室氣體減量技術等用途。

二、企業於能源管理價值鏈的策略研擬

在初步瞭解政府政策方向，可以觀察到淨零排放和

能源使用的狀況息息相關密不可分；回顧產業構面，

相信節能、減碳、永續等議題對於企業而言都不再是

  黃馨儀1 張順傑2 

1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資深顧問 
2華威利群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圖1.台灣2050淨零排放路徑規劃3

3　 臺灣 2050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說明，國家發展委員會，202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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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的議題，透過節能改善簡省成本、落實減碳因應

政府政策、力行永續達成利害相關人的溝通等，已然

成為企業經營必須面對的關鍵課題。

傳統的能源價值鏈較為線性，自能源集中產生分配

給被動的能源用戶，於修改電業法與鼓勵再生能源的

政策因素下，能源用戶不再是被動地接受能源供給，

而是可以扮演各種角色的能源參與者，包括：參與電

力交易平台的輔助服務、成為能源供應商、微電網建

置、燃料及氣體或熱氣及蒸汽製造商等等，因此在能

源的使用必須要有整體考量才能創造多元價值；當然

並非是每個企業都必須扮演多重角色的能源用戶，而

是企業需要瞭解在能源轉型後，於企業內部該如何形

塑能源管理策略，進而規劃企業的淨零排放路徑。

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 (WBCSD)集結全球企業

能源管理的經驗提出整合能源策略指南 (Guidelines for 

An Integrated Energy Strategy)4協助企業達成永續能源目

標，過程中有許多考量面對於企業推動淨零排放有多

值得參考之處。

綜合全球永續發展目標、WBCSD推動的整合性能

源策略指南、台灣現行政策法規制度與企業規劃淨零

排放需求，整理如圖2企業永續能源整合策略發展歷

程，企業推動整合能源策略時應考慮永續發展的構

面，縱座標為永續節能減碳目標，橫坐標設定為組

織參與進程；其相對應的指標點為該狀態下需要關注

或投入資源的計畫或措施；期程初期的營運足跡對應

到能源效率目標與低碳能資源目標，建議前者導入

ISO50001能源管理系統標準，後者進行 ISO14064系

列溫室氣體盤查；於整體供應鏈的參與、國際組織的

溝通部分，可以永續ESG資訊揭露充分溝通或是參與

國際組織CDP計畫 5、SBTi6框架等做為目標策略方向。

初期在擬定永續能源整合策略，以廣為應用之P-D-

C-A多加一項實施前的診斷等五個步驟來進行，透過

如圖3重點介紹整體策略流程。

策略發展階段有兩個步驟，用以評估組織現況及擬

定目標：

1.  診斷(DIAGNOSE)：成立參與策略的團隊，評估當

前的能源管理能力並制定願景。

2 . 計畫(PLAN)：設定目標並建立能源管理策略，於營

運與能源價值鏈中提升技術能量，其中應優先考慮

提高能源效率及增加低碳能源和燃料的使用。

策略實施與持續改進是一個週期性的過程，分為三

個步驟：

3. 執行(DO)：透過計畫中定義的行動方針，來實施和

導入整合能源策略。

4. 查核(CHECK)：透過計畫中的能源管理策略目標，

以檢核與評估策略的實施和績效。

5. 行動(ACT)：檢視並持續改善查核結果，不斷精進

的整合能源策略。

三、導入能源管理系統奠定策略基礎

企業在尚未導入 ISO50001能源管理系統亦可以先

規劃整合能源策略，初步建立管理制度、追蹤能源流

向及建立使用數據，協助企業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在

此同時善用能源管理工具相當重要，蒐集能源管理推

圖3.整合性能源策略循環示意圖

(資料來源：WBCSD官網)

圖2.…企業永續能源整合策略發展歷程

(資料來源：黃馨儀，2021)4

5　 碳揭露專案（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CDP）為一個獨立的非營利組織，結

合投資人與品牌商供應鏈之力量，鼓勵企業揭露、評估與管理環境風險/機會。

6  科學基礎減量目標倡議(Science Based Target initiative, SBTi)，參考網址https://

sciencebasedtargets.org/。
4　 WBCSD官網https://wbcsdpublications.org/integrated-energy-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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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能源效率及增加低碳能源和燃料的使用。

策略實施與持續改進是一個週期性的過程，分為三

個步驟：

3. 執行(DO)：透過計畫中定義的行動方針，來實施和

導入整合能源策略。

4. 查核(CHECK)：透過計畫中的能源管理策略目標，

以檢核與評估策略的實施和績效。

5. 行動(ACT)：檢視並持續改善查核結果，不斷精進

的整合能源策略。

三、導入能源管理系統奠定策略基礎

企業在尚未導入 ISO50001能源管理系統亦可以先

規劃整合能源策略，初步建立管理制度、追蹤能源流

向及建立使用數據，協助企業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在

此同時善用能源管理工具相當重要，蒐集能源管理推

圖3.整合性能源策略循環示意圖

(資料來源：WBCSD官網)

圖2.…企業永續能源整合策略發展歷程

(資料來源：黃馨儀，2021)4

表1.…50001…Ready…Navigator…25項指標任務執行內容

項目 項次 任務名稱 內容

規
劃

1 範圍與邊界 鑑別導入能管系統之組織範圍及邊界，明確界定系統邊界，包含建築物、設備、設施、系統
等。

2 能源政策 能源政策為最高管理階層對能源績效之聲明，擬定達成能源績效之承諾，提出實現能源績效
改進之架構，以傳達給組織內各層級人員，使組織的成員容易理解並適用於其工作活動。

3 管理承諾 最高管理階層說明對能源管理系統之支持與持續改善之承諾，確立其職責與如何履行職責。

4 能源團隊 安排能源團隊之成員(包含最高管理階層、管理代表、執行秘書及推動部門等)，指派具有適
當技術與能力者為團隊成員，該成員不受其他責任影響。

5 法規要求 組織應鑑別與組織簽署能源使用、消耗及效率有關之適用法規要求事項與其他要求事項，決
定如何將這些規範作為建立、實施及維持能源管理系統時之依據。

能
源
審
查

6 數據收集 收集系統、設施、設備能耗數據(能源監控數據、實際量測值、設備銘牌及經驗推估)，包含
定期及非定期之使用區間，以掌握組織之能源使用與消耗情況。

7 數據分析 針對系統、設施、設備之能耗數據進行分析，可透過趨勢圖表、排序、能量平衡、熱平衡、
效益、財務、柏拉圖最適法及迴歸等方法進行數據分析。

8 確立重大能源使
用設備

依據分析結果鑑別出重大能源使用之系統、設施、設備(SEU)，可推估這些項目未來的能源
使用與消耗情況。

9 相關變數 鑑別影響重大能源使用之相關變數，包含天氣、運轉時間、產量、原物料、工作人數等因
子。

10 績效指標 鑑別適合監測與量測能源績效之績效指標，指標類型包含單位時間之能耗、單位產量之能耗
及多變數模型。

11 能源基線、目標
及標的 建立能源基線，可與改善後的能源績效指標數值進

12 改善契機 鑑別及排序重大能源使用及能源審查中之能源績效改善機會。

13 改善方案 為達成能源目標，組織應擬定行動計畫，計畫內容包含責任歸屬、達成目標之方法與期程、
查證結果之方法。

持
續
改
善

14 監測 持續監測及分析重大能耗設備之數據、變數，同時檢視能源管理行動計畫之進展。

15 量測 組織決定量測的方法與依據，並檢視其量測需求；確保用於監測與量測所使用的設備應具準
確性與重複性。

16 作業管制 制定重大能耗設備之操作與維護標準，並傳達給管理操作人員；持續檢視改善設備與能源政
策、目標、標的及行動計畫具一致性。

17 矯正措施 針對實際情況與潛在不符合處採取矯正與預防措施。
18 設計考量 指新增、改善與修繕設施有重大衝擊時，應將能源績效改善的機會與作業管制納入考量。

系
統
管
理

19 文件與紀錄 組織應建立能源管理系統之書面或電子文件，文件內容應包含能源管理系統之範圍與邊界、
能源政策、能源目標、能源標的、行動計畫與相關紀錄。

20 溝通 建立溝通流程與機制，針對能源管理系統、能源績效及相關文件向組織內各方單位進行溝通
傳遞。

21 訓練 針對組織內能源管理相關人員進行教育訓練，確保相關人員認知對能源政策、程序、能源管
理系統之重要性、推動職責與角色、改善效益等概念。

22 採購 指當採購已經或可能對重大能源使用之能源服務、產品及設備造成衝擊時，應通知供應商該
項採購須以能源績效為基礎列入部分評估。

23 內部稽核 制定稽核計畫，針對能源管理系統進行稽核，確保符合能源管理規劃、能源標的，有效地實
施與維持能源績效改善，並將稽核結果與矯正措施呈報給最高管理階層。

24 節能計算 運用「EnPIV 5.0」8工具將所有數據進行整合運算(能源審查資料、績效指標等)，建立能源模
型，確立能源績效改善。

25 審查管理
由最高管理階層定期審查能源管理系統及能源績效，審查內容包含能源政策、績效、指標、
法規界定與要求、能源目標與標的之達成程度、內部稽核結果、矯正與預防措施、下一階段
之能源績效及改善建議事項等。

8　 能源績效指標評估工具精簡版(Energy Performance Indicator Tool Lite, EnPI V5.0)。參考網址：https://navigator.industrialenergytoo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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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計畫相關資源，於「 50001 ready program」7有相當

完整的能源管理入門指引，其提供50001就緒導航者

(50001 Ready Navigator)讓企業檢視能源管理系統的推

動進度，也提供能源績效指標評估工具精簡版 (Energy 

Performance Indicator Tool Lite)協助企業評估能源績效

表現。強調企業建置能源管理系統的過程可透過自行

檢核的方式進行運作，不一定得接受第三方審核或驗

證，但是亦能作為申請 ISO 50007驗證前準備。摘述

50001 Ready 25項任務執行內容，如表1。

四、溫室氣體盤查標準範疇

在有能源管理概念的基礎之下，建立整合能源策略

相信會變得比較輕鬆；接著必須瞭解企業溫室氣體排

放涵蓋那些範疇，通常會以 ISO14064溫室氣體盤查標

準系列來做說明，如表2，可以觀察到，溫室氣體的

盤查範疇有許多部份都和能源管理有緊密的關聯，因

此不難想見，瞭解組織內部溫室氣體排放之後的減碳

之路，就是要提升能源管理效率。

表2.溫室氣體盤查範疇說明

在 ISO14064溫室氣體盤查部分，政府也釋出許多自

我評估盤查計算的工具，諸如行政院環保署國家溫室

氣體登入平台 9、工業局的產業節能減碳資訊網 10等，

均可作為組織初期導入 ISO14064系列 (溫室氣體盤查 )

的參考工具。

五、企業淨零排放路徑

以奠定基礎、建設能力和提升效率等三個面向，初

步提出企業規劃淨零排放的階段內容，如圖4。能源

管理和溫室氣體盤查在企業在規劃淨零排放路徑中扮

演著重要的基礎工程角色，不但要嚴密扎實地統計能

源使用數據、盤查碳排數據，此階段亦可考慮將永續

發展議題一併納入，嘗試揭露企業推動淨零排放的資

訊。建設能力階段的前置作業是要建立節能減碳目標，

有條件的可以設置再生能源，已經設置再生能源者於

此時就有相對的綠能使用比例優勢；組織內部仍然要

持續推動節能減碳的相關活動包括教育訓練、節能技

術、減碳措施等，於此階段可能會有來自上游客戶對

於產品碳排的數據需求或具體減碳措施的壓力，在提

供數據與落實減少碳排措施過程中，需要和下游供應

商做溝通，可以透過一些技術工具來協作，以提供確

切的碳排放資訊。第三階段提升效率，基於產品生命

週期的概念，建議參與供應鏈的減碳活動，目前有一

些大型國際組織專案，都在倡議這樣的概念，如碳揭

露專案（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CDP），尚有其他

工具可以協助企業揭露面臨的氣候風險和永續發展資

訊。

初步瞭解企業規劃淨零排放的階段內容後，回歸兩

大關鍵課題；能源管理與溫室氣體盤查，據以整理出

企業邁向企業淨零排放的具體作法：

(一)企業邁向淨零排放的策略

遵循淨零排放的精神，最終是要減少碳的排放，因

此策略的展開以組織溫氣體盤查著手，在表2.溫室氣

體盤查範疇說明中，我們已經瞭解範疇界定的內容，

圖5.企業邁向淨零排放策略圖5進一步將每個範疇都

設定有減碳目標，如範疇一減碳對應到的措施有參與

能源轉型，範疇二的減碳措施包括節約能源（電力）、

提升能源效率（電力）、建置或購買再生能源等，範

疇三減碳則有減少物料使用和協助供應商低碳轉型

等。

在減碳制度策略下，尚需在組織內訂定相關制度，

包括：碳管理組織／制度、能源管理系統、配套機制

等；專業服務部分包括碳管理服務諮詢、能源管理服

務、節能培訓、能源管理軟、硬體服務等，組織在此

7　 美國能源部提出「50001 ready program」鼓勵企業逐步建構能源管理系統，強

調以簡單、無負擔、自行評核的方式，協助企業導入 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參

考網址：https://navigator.lbl.gov/guidance/dashboard

9　 行政院環保署國家溫室氣體登入平台，參考網址 https://ghgregistry.epa.gov.tw/

ghg_rwd/Main/ghg_Tool

10　 工業局的產業節能減碳資訊網，參考網址 https://ghg.tgp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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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需要決定是否投入資金於委託外部顧問的服務諮

詢、內部人員的能源管理培訓、建置能源管理軟、硬

體系統等，藉以強化目標達成。專業機構部分有能源

公司和協力廠商驗證機構等，闡明的是未來是否投入

設置再生能源或已然設置者，可與能源公司合作，另

一部分是思考是否投入資金取得相關驗證。

(二)企業邁向淨零排放的計畫方案

計畫方案的主軸亦是能源管理及溫室氣體盤查的概

念，詳如圖6，思考脈絡為橫向的盤查、減碳、抵

銷。說明如下：

1 .盤查部分：的第一步驟為碳盤查，具體內容為

ISO14064，第二步驟是制定碳中和計畫，內容包括

科學碳目標、計算碳抵銷成本⋯等；第三步驟是碳

揭露報告，可以搭配驗證進行揭露或是參與供應鏈

碳揭露計畫亦或是在永續報告書中做資訊揭露，以

此和利害相關人做溝通。

2.減碳部分：的實施步驟為ISO14064的三個範疇，每

一個範疇皆有對應所屬的規劃方案。

3.抵銷部分：碳排放後，將其抵銷近乎為零概念；達

成淨零排放的最後重點在於如何抵銷碳排，因此大

方向以使用再生能源與展開碳權交易為應對方案。

(二)企業邁向淨零排放的執行措施

執行上的基礎在於組織內部已經瞭解並具體在進行

能源管理與溫室氣體盤查，另外，於執行過程中能為

圖4.規劃企業淨零排放路徑的階段構面

(資料來源：黃馨儀，2021)

圖5.企業邁向淨零排放策略

(資料來源：張順傑，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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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帶來正面效益。企業淨零排放的執行措施分成三

個部分討論，詳如圖7，說明如后：

1. 第一部分為提升營運效率，包括電力、能源、建築/

製程、運輸、管理等。

2. 第二部分為關鍵業務的減碳或創新，包括製造業產

品面的設計、製造、出貨和商業為主的服務創新。

3. 引導供應鏈減碳：以ISO14064系列標準為核心，對

碳的管理展開盤查、建立目標及培訓作業

五、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1. 淨零排放已然為國際趨勢，影響層面擴及全球產業

供應鏈管理、跨境的貿易協定、減碳機制(碳稅、碳

匯)⋯等等，企業應採取積極作為加以回應。

2. 企業的淨零排放路徑兩大主軸為：減少溫室氣體排

放與題詩能源管理效率；以企業永續經營作為核心

形塑對應策略，從落實能源管理與盤查溫室氣體排

放做起，逐步實踐企業的淨零排放路徑。

3. 相信沒有立竿見影的淨零排放路徑，前瞻性的策略

思維相當重要，加以善用政府政策資源、參與產業

圖6.企業邁向淨零排放計畫方案

(資料來源：張順傑，2021)

圖7.企業邁向淨零排放執行措施

(資料來源：張順傑，2021)

公協會的推廣活動、協同供應鏈夥伴合作推動等，

逐步建立企業淨零排碳網絡。

(二)建議

1. 企業初步著手推動淨零排放，需要有足夠的知識與

資訊，包括國際趨勢、政府政策、產業制度、產品

/技術規範⋯等，企業須從人、機、料、法環等大

面向著手擬定策略因應，並適度投入或引進資源協

助，逐步實踐，將可克服淨零排放所帶來的挑戰。

2. 擬訂企業淨零排碳路徑的同時，建議將永續發展目

標（SDG））11併同考量形塑策略；相信在發展淨

零排放的過程亦是實踐永續發展目標的歷程，發掘

潛在機會以創造企業營運價值。企業推動淨零排放

的實踐，顯而易見對應永續發展目標7（負擔得起的

清潔能源）和永續發展目標13（氣候行動），努力

過程中亦擴及支持其他的永續發展目標，例如永續

發展目標11（永續城市和社區）和永續發展目標12

（負責任的消費和生產）。

3. 創造前瞻性的願景工程，落實企業淨零排放路徑，

掌握趨勢脈動，循環式思維不斷精進；適當導入對

應的管理系統、引進專業顧問諮詢、專業技術服務

等，均能有效促進提升企業淨零排放階段性目標。

圖8. 中衛發展中心淨零排放解決方案，集結能源管

理整合、綠電供需整合及ESG整合技術三大區塊形

塑服務平台，提供企業在推動淨零排放路徑設定之

參考。

圖8.…中衛發展中心淨零排放解決方案

(資料來源：黃馨儀，2020)

11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設定

有17項指標，參考網址https://sdgs.un.org/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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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泵結合吸附元件乾燥系統

熱泵乾燥系統為高效率節能低溫乾燥設備，本研究在密閉乾燥系統中導入吸附元件，

進一步提升乾燥速率約15~30%，藉此達到節能的目的，本研究提供多種不同的系統

與吸附劑搭配方式，可針對不同特性需求場域可快速導入。特別適用於汙泥乾燥、茶

葉食品乾燥、PCB板乾燥箱、製程乾燥、民生烘衣機等溫度敏感型被乾燥物。

技術特色

應用服務

技轉聯絡窗口
經濟部能源局廣告

BUREAU OF ENERGY 

密閉型熱泵結合吸附元
件乾燥技術

• 彈性系統配置設計、適用所有
低溫乾燥領域。

• 根據應用領域選擇適合吸附劑
(MOF、矽膠、氧化鋁)

• 提升乾燥速率，節能潛力
15~30%

• 因應工業乾燥設備電氣化與推
廣高效率熱泵之國際發展趨勢

• 適合溫度敏感型被乾燥物之節能乾燥需求。
• 最適合搭配低溫可再生MOF吸附劑(工研院
自行開發與試量產)

• 可應用於汙泥乾燥、茶葉食品乾燥、PCB板
乾燥箱、製程乾燥、民生烘衣機。

• 已應用於汙泥乾燥，能耗指標達到 2.5
kg/kwh，乾燥時間降低20%。

綠能所工業節能研究室陳鈞振經理
TEL：(03)591-7468 JiunJenChen@itri.org.tw

產業應用

1噸噸污污泥泥含含濕濕率率
70% 40%

熱熱泵泵乾乾燥燥
系系統統

熱熱泵泵結結合合除除濕濕轉轉
輪輪乾乾燥燥系系統統

系統原理

功率(kW) 15 15

乾燥時間(h) 24 16.6

能效 (kg/kW*h) 1.4 2.0

封面正反_Esco會訊68期_418x295mm.indd   3-4封面正反_Esco會訊68期_418x295mm.indd   3-4 2022/6/15   下午 02:39:192022/6/15   下午 02:39:19



經濟部能源局廣告

Subtropical Performance-Testbed for Innovative Energy
Research in Buildings (SPINLab)

可客製使用情境
單一材料性能測試、綜合組件相互作用(空調、照
明、窗口、控制系統等)、實驗與模擬的交互驗證，
且提供同時同地執行不同條件之對照測試。

可360°旋轉
因應不同建築坐
向需求，提供不
同角度之測試

聯絡人：林奉怡 03-5915490  itriA90070@itri.org.tw

具完善的設備
全面的量測儀器與資料蒐集系統，
提供室內外溫熱環境、光環境、
空氣環境、能源使用測試

特色與效益
• 繼美國 FLEXLab及新加坡 SkyLab全世界
第三座，亞熱帶地區第一座全尺寸可旋轉
之建築測試平台

• 可抽換之側牆、正面玻璃立面、天窗、以
及可移動之內隔間牆、天花板、高架地板，
皆可靈活調整

• 提供產學研各單位有關綠能建築技術開發
研究、模擬軟體與產品應用效益實證 台南沙崙綠能科學城D區

沙崙綠能科技示範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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