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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R工程技術以法令及專業之整合

技術創造ESCO產業發展的契機

�陳主福總經理
新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 緣起

筆者想藉由 “能源效率比值 (EER)之工程技術—

法令及專業之整合技術”創造 “ESCO產業發展的

契機” 做為本文之主軸。主因是ESCO項目眾多，

各項發展的成熟度參差不齊，而筆者35年投入

空調水處理工作，發展出空調、機電、化工、儀

控、電腦、經濟、商業、企管⋯等跨領域技術的

整合技術，已達產業發展升階的各面向配套及齊備

的成熟度，可蓄勢待發，作為ESCO產業發展的典

範與旗艦計畫的領航員。

本項EER工程各基礎的法令及產業發展都齊備

已達門檻所需，只欠缺高階整合的東風。本文描

繪出萬事俱備的醞釀過程，就可看出此一 “呼之欲

出”的架式與氣勢。由於全國能源會議、政策白

皮書等未見本文相關的技術圖譜、技術布局類之具

體陳述，顯見經濟部並未刻意孕育前述EER工程

技術寶寶。筆者只能說：或許經濟部 “亂槍打鳥”、

“萬箭齊發” 式的偏頗聚焦於總體經濟政策施政作

法，也會“無心插柳”讓民間自行 “柳成蔭”。這

也算是另類的政策施政作法。無論如何，EER工程

技術及產業發展的產業寶寶已經臨盆生產，未來商

機不只可期，而是已可見到。

(一) 前言

由於筆者30年來歷經工程業界屢有偷工減料情

事，特別是空調水處理設備採用一事涉及空調、

機電、化工、儀控、電腦、經濟、商業、企管⋯

等跨領域技術，在最低標之工程採購制度製造出惡

性競爭之下，偷工減料是人性為追求利潤難以克制

及突破的誘惑。現在節能減碳的國際潮流及政府政

策的推動下，衷心希望能有較佳結果。筆者個人

經歷也正是節能業者類似遭遇，但筆者的創新突破

歷程也可提供ESCO產業發展的借鏡，也請專家先

進予以指教。

因為篇幅的限制，法令的條文就不列出，但仍

依照文章通順及可讀性寫出該部分條文。此先敘

明，讀者請自行參見法務部法規資料庫。EER工

程產業發展的現有格局、架構、組織、技術圖譜、

產業平台也予以掠過，直接研討既有工程模式應用

的採用，即市場商機有了，就能帶動投資、計算

產值，產業發展即可順理成章進行。

(二) 政府措施

政府由民國63年第一次能源危機之後就著手推

動節能工作，後來成立節能服務團，迄今已近40

年。若以政府40年的績效做為考核標準，衡諸政

府推動節能減碳的政策措施，許多績效都屬重新包

裝、重複計算，仍以口號居多，實際的執行成果

也多數採用推估，而不是建立在實際量測後的計

算。所以業界必須有自立自強的心志，不必過度

寄望政府，這樣才可避免失望的情緒干擾。但業

界還是不能不在法令、政策、措施⋯等事上，探

討政策方向、政府訂定出的辦法、輔導的措施中

求生存。這永遠的落差，存在政府工作者和民眾、

企業的雙方矛盾，借用歐美的諺語 “為什麼需要政

府？因為你總不能一直怪老婆啊！” 一直怪老婆會

導致離婚，而怪政府卻可以解救婚姻。這是歐美

式的黑色幽默，聽聽就好。回到主題的 “法令及專

業之整合” 節能整合技術。

(三) 目前進展

EER工程技術歷經35年的投入，不獨因筆者更

早期具備了國際級美商水處理技術的堅強基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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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又爭取到經濟部SBIR等7個研發計畫補助，也

增加了台大、北科大、工研院、電腦公司的委外

研究支援，截至現階段已有近百個工程專案採用這

節能等級的空調水處理工作，其中近年來有約20

個公民營各半的工程專案。專案中列入空調主機效

率的M&V量測驗證軟體與技術服務工作，並以全

年尺度CNS 12575的EER量測為準，將空調主機

的運轉效率連結達CNS國家標準及AHRI國際標準

的品質認證。

二、 EER工程產業模式與產業發展

筆者歷經十多年參考許多產業模式，發現這些產

業都屬為了外銷目的而出的工廠模式，與節能減碳

的ESCO模式，有本質及目的之差異，而於十多年

後才注意到工程會已經投入許多人力物力，依據政

府採購法訂定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及相關辦法；能

源局亦如此，有能源管理法、能源管理法施行細

則及相關辦法。於是進行研究，納入現有空調工

程業界的既有模式，套入政府採購法、能源管理

圖一　現有空調工程模型的魚骨圖

圖二　EER工程模型的魚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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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條文，研發出EER工程的ESCO模式。

政府採購法、能源管理法及相關法令為EER工

程產業奠基，進一步申論請參見本文「法令技術與

產業競爭力技術」一節。

(一)	 EER工程產業模式

 空調工程業界行之有年以圖面、規範、標單作為

招標及合約之文件資料，EER工程模式於其上訂

定CNS 12575的EER量測方法及基準值。EER工

程的技術又依照工程實務區分為規劃設計技術與施

工技術二個層面。魚骨圖做為表示技術圖譜及其

關聯性有其優點。圖一繪出現有空調工程的模型，

圖二則是EER工程的模型。

二個模型比較可立即看出EER工程由空調工程

技術進階、品質升級脫穎而出。這些關鍵技術

如下：節能水質改善技術、EER節能改善技術、

M&V程式技術、資料庫及節能分析技術、量測驗

證M&V技術、主機效能診斷技術、PLF運轉耗能

模式建立技術、冰水主機效率現場鑑定系統等。

其間關聯性請參見圖二。

1. EER工程新模式商機概論

我們談的商機標的是： 1 億元（同等預算）空調

工程案創造 1.6 億元經濟效益，完工移交業主總價

值 2.6億元的EER工程技術。包括量測驗證軟體，

增加空調工程可靠度，驗收時可明確做技術及功

能驗收。相對於現狀—空調工程案驗收，它是沒

有真正的做技術及功能驗收，(TAB-測試Test調整

Adjust平衡Balance-只是工程的工作項目，無法定

義工程品質—工程的技術及功能 )，但主機的EER

其技術及功能的難度及耗能份量的代表性足夠，

可定義工程品質，稱之為“EER工程”。

2. EER工程的技術驗收及功能驗收—品質與技術

提升

“EER工程”驗收前主機的試車可由EER驗證分

析軟體建立EER基準線，依照完工季節分春夏秋

冬的開始季節及順序，完工後的保固再逐月或逐

季建立當月或當季的EER運轉曲線，後者之曲線

相同水溫負載下與EER基準線做比較與分析，可

以確保施工品質的持續性。相對於現狀經濟部實

測EER快速下降，施工品質低落的情形，技術大

幅度提升。

(二) EER工程產業發展

民國80年及100年經濟部二度實測空調主機運

轉效率 [3,4]，都發現積垢導致效率EER嚴重下降。

衡諸近年每一度發電的平均碳排量為0.6∼0.69 kg 

CO2，每年空調主機運轉效率的浪費都超過100萬

噸增加的碳排量。由此可見EER工程改善空調主機

運轉EER的商機極大。

(三) 法令技術與產業競爭力技術

傳統上業界及社會各界習慣性的思維模式都把法

令只當作法律條文來研讀，但歐美先進國家卻已經

把法令條文提升到競爭力技術之類開拓商機的商業

技術。廣為人知的是專利佈局、技術圖譜的編列；

研發方向、策略擬定、沙盤推演；市場行銷推廣、

業務開拓⋯等等公司資源的戰略訂定、戰術運作，

甚至決戰於商品推出之前。市場競爭更高階的技術

就是把自家商品技術提升為產業平台技術，訂定的

規範須能符合 “公平公正公開、合情合理合法”的

準則。前述採用CNS 12575[1]就是一極佳運用實

例。

1. 政府採購法與EER工程規範

政府採購法第26條明文規定「機關辦理公告金額

以上之採購，應依功能或效益訂定招標文件。其

有國際標準或國家標準者，應從其規定。」第70條

「應明訂廠商執行品質管理、環境保護、施工安全

衛生之責任，並對重點項目訂定檢查程序及檢驗標

準。」技師法、能源管理法、消費者保護法、公平

交易法等雖具良法美意，卻因 “徒法不足以自行”

的魔咒，惡性競爭仍到處肆虐； EER工程可因空調

主機效率的M&V量測驗證軟體與技術服務工作，

偷工減料者面臨被攤在陽光下血本無歸而收斂，以

致於可達整合破除惡性競爭的陋習，建立健全產業

秩序，邁向良性競爭的正向產業發展模式。

2. 能源管理法與EER工程規範

能源管理法第8條「⋯空調、冷凍冷藏⋯設備，

其能源之使用及效率，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所定節

約能源之規定。」已經明文規定其運轉效率。CNS 

12575為國家標準 [1]，AHRI Standard 550為國際標

準 [2]列入工程規範已有數十起案例，業者具備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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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當有相當的發展商機。

三、 結論—ESCO產業發展

本研究有較多技術商品化過程的項目，在各業界

生態已找出共通性的慣性模式、企業管理模式及

查詢資料的規律性，焦點同樣指向EER量測驗證、

經濟效益等，然後以此焦點展開。已如本文所述。

本項EER工程各基礎的法令及產業發展都齊備已達

門檻所需，包括CNS 12575、AHRI 550都已訂定，

政府採購法、技師法、能源管理法、消費者保護

法、公平交易法等法令及工程規範都已齊備，可

蓄勢待發，作為ESCO產業發展的典範與旗艦計畫

的領航員。

本研究接受經濟部SBIR計畫補助 [5,6]，特此誌

謝。

民國80、100年年經濟部已知冰水主機龐大耗能

浪費 [3,4]，遲至今日才有本研究成果作為起步，可

見其繁雜性、困難度。衷心企盼學者專家、業界

先進不吝指教，並投入更多研發，徹底杜絕這龐

大耗能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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