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台灣ESCO會訊   第四十四期

專業節能技術能力 

節能績效保證代表實績 

公司沿革 
1995年，成立，甲級冷凍空調工程承裝業。 
1999年，擴增機電工程需求，設立-甲級水管、電器工程承裝業。 
2005年，為提供業主全方位的服務，成立能源技術服務事業部。 
2006年，協助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取得經濟部能源局推動公部門節能績效 

補助並完成 「照明節能績效保證專案」，已於2010年4月順利結案。
2007年，開發完成「水冷變頻螺旋式冰水主機」關鍵控制技術並具成功運轉實績。 
2008年，成立跨領域整合之「節能減碳技術事業群」，提供更專業之建築物能源系 

統諮詢、診斷、規劃設計、工程統包及維護等整合性技術服務。 
2008年，榮獲-金炬獎-十大潛力廠商。
2009年，升等-特等冷凍空調工程承裝業。 
2012年，榮獲-經濟部能源局101年度能源技術服務績優獎。 

翔盟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SkYTECH Science & Technology Engineering Co.,Ltd. 

服務專線  (04) 2299-0265 
節能評估  規劃設計  量測驗證  統包施工  維護保固 

特等冷凍空調工程業 

甲級電氣承裝業 

甲等水管承裝業 

專業特許執照 

冷凍空調系統 

熱泵熱能系統 

電力與照明系統 

節能專業整合能力 

TAB與Cx 

能源系統監控與管理 

行業別 業主名稱 改善項目 改善方法 
節能量 

(kLOE/年) 

節能率 二氧化碳減量  
(噸/年) (%) 

公部門 臺中縣政府 照明系統 A、Ｂ 103 61.00% 262 

醫院 成大醫院 照明系統 A、Ｂ 545 46.50% 1,362 

學校 國立清華大學 照明系統 A、Ｂ、C 611 61.42% 1,525 

醫院 埔里榮民醫院 熱能/照明系統 Ａ、Ｂ、Ｃ、Ｄ、Ｅ 309 58.00% 896 

醫院 署立彰化醫院 熱能/照明系統 A、Ｂ、Ｃ、Ｄ 407 47.00% 942 

學校 國立中正大學 熱能系統 Ａ、Ｃ、Ｄ、Ｅ 645 75.10% 1,612 

醫院 台北聯合醫院 熱能系統 Ａ、Ｃ 47 50.00% 137 

百貨業 富邦人壽 空調系統 Ａ、Ｃ、Ｄ、Ｅ 653 28.62% 1,631 

量販店 台糖量販店 空調系統 Ａ、Ｃ、Ｄ、Ｅ 313 38.90% 794 

醫院 署立嘉義醫院 空調系統 Ａ、Ｃ、Ｄ、Ｅ 301 40.30% 300 

醫院 署立彰化醫院 空調/儲冰系統 Ａ、Ｃ、Ｄ、Ｅ 486 33.50% 1,247 

合計 4,420 58.40% 10,708

A：設備能源效率提升  B：裝置數量減量  C：能源管理  D：TAB&Cx E：系統改善 

ESCO 海外推動面臨的問題

鍾裕揚經理、莊詠斌工程師
承隆智能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前言

ESCO又稱能源服務公司（ Energy Services 

Company, ESCO）,主要從事節約能源及能源管理

等業務。目前台灣ESCO已有超過十年的歷史，

並為顧客降低了許多能源費用與減少室溫氣體排

放，且達到節省能源與保護環境之目的。台灣

目前ESCO發展除了已成立台灣能源技術服務業

發展協會（台灣ESCO協會）及台灣能源技術服

務公會 (台灣ESCO公會 )外，也經由政府大力

推廣而有成熟的能源績效保證專案ESPC（Energy 

Saving Performance Contract）。目前台灣ESCO

能源服務業已服務至政府部門、公立醫院、公

立學校、連鎖通路事業、服務業、低碳社區、

甚至進入工業部門領域，市場普遍已接受並歡

迎ESCO服務模式，但因為台灣市場小，目前

ESCO市場已漸入飽和狀態。

台灣經過十年以上的ESCO發展時間，目前已

擁有成熟的節能技術及實務案例操作經驗。雖然

台灣節能市場已漸入飽和狀態，但對於台灣之

外的國家ESCO產業仍有相當大的發展空間。以

東南亞國家為例，因其人口及土地面積遠大於

台灣，其經濟規模更遠超過台灣。但因為過往

經濟的發展較慢，技術上面還未跟上台灣的速

度。因此針對外地的節能需求，台灣ESCO業

者可發展外地ESCO市場，並可藉此突破台灣本

土的ESCO事業規模及發展空間。但在海外發

展ESCO事業當然也有相應的困難及挑戰。此篇

文章將探討台灣ESCO在海外尤其東南亞國家做

ESCO服務所面臨的挑戰及問題。

海外問題探討

一、在地化問題

推動海外能源服務最大的挑戰莫過於地緣以及

在地化關係。ESCO產業需要做到相當大的系統

整合以及客戶客製化服務。而”服務”這件事情

需要非常在地化進而與顧客產生連結。而在地化

又必須與當地語言及文化有所連結。另外由於地

域不同，在地的能源服務先決條件也會與台灣大

相徑庭，因此開發海外ESCO事業是開始發展時

便已有層層的障礙。

首先，進入東南亞市場需克服語言與溝通問

題。東南亞各國的官方語言皆非華文體系，只

有當地的華裔及台商會用中文進行溝通。儘管如

此，因在地化的關係，當地人在口語以及用詞

及結構上與台灣國語不太相同，這些差異在進行

計劃的時候及可能產生溝通問題及誤會進而導致

發展進度受到阻礙，例如專業用詞差異、工程

協調溝通等等，因而無法容易取得需要的資料作

詳細分析。另外在語言溝通的障礙上無法與業主

產生連結，因而取得業主信任，甚至在討論專

案改善方法、財務方案談判、融資信用度，無

法產生共鳴導致專案無法成功。

再者東南亞各國文化及宗教各不相同，其差異

將在工程的選擇及作業方式上反映。台灣ESCO

到海外擴展需微調其與業主溝通方式，甚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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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設計、施工協調及收費方式以迎合當地的

文化，而這些變化將考驗台灣公司的技術能力、

經驗、甚至資本。如東南亞廠商普遍工作效率

不高，尤其與台灣業主積極態度相比，在資料

收集階段便受限於業主”慢慢來”的速度。另外

東南亞工廠普遍資料不齊全，因此在現場需要大

量的採集數據，此人工也是台灣ESCO業主須面

對的成本之一。因此，台灣廠商在外地成本相

對高了許多，如何調適”效率”與”成本”的文

化差異，便是台灣公司的挑戰之一。

除此之外，氣候的差異也將大大影響傳統能源

服務的做法及設計，或從技術及商業模式上需做

出調整。其中一大例子為東南亞都是熱帶國家。

這些國家只有一種季節也就是夏天，平均自來水

溫度在於攝氏25到30度之間，這大大降低熱水

系統既熱泵或者鍋爐等的用途。其二許多東南

亞國家處於海島或半島擁有潮濕的環境，例如新

加坡，印度尼西亞，菲利賓等。在系統設計上

的效率可能因著濕度的關係而影響能源系統的判

斷，甚至當地的文化只過於著重降溫超過舒適溫

度等觀念，加上當地原有設備廠商所灌注的觀念

將促使當地客戶對系統設備的選用有所不同更讓

能源服務業在當地難以被接收從而影響ESCO的

發展。

尤其在不同語言及文化背景的國家，台灣

ESCO將非常艱難的發展人脈關係，而這些在地

關係恰恰是案子成交的關鍵。而在建立人脈的過

程，語言以及文化了解程度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相反的台灣能源服務公司在沒有語言優勢及文化

差異的情況下，建立人脈關係將是極大的挑戰。

二、在地服務鏈

服務鏈將會是推動海外能源服務市場的主要挑

戰之一。台灣由於幅地小，加上產業聚落密集，

加上產業技術能力高，因此其服務供應鏈相當

完整，對於ESCO業者要做技術整合來說相對容

易。而在台灣之外，幾乎所有能源相關的資源

將會和台灣截然不同。台灣ESCO在海外需要把

從開發到客戶一整條能源服務鏈填齊，其中包括

如何在系統設計後各相關設備及零配件的供應、

當地施工、如何在地做M&V(量側與驗證 )等各

種未知之數。這些變數將會讓台灣ESCO公司在

海外發展造成極大的風險，如成本的估算、回

收年限、交期預估等各種問題。

首先在物資材料及設備選擇上，在外地的緣

故，有許多額外的考量，其中包括當地尋找材

料與外國或者台灣進口的比較，需考慮其關稅、

製造工期、運輸日數等不確定因素，還要加上

當地法律對於材料等的規定或限制及當地文化

習慣的選擇，並考慮其成本及回收年限的影響。

這部分甚至延伸至各地政府及海關之辦事效率以

及文化習慣問題。這些都會影響後期工程進度以

及意外的費用支出。

此外當地的施工安全規定、案子計劃的法律限

制及技術規定及當地的工程文化差異等也將帶給

ESCO案子更多的未知數。在成本控制上更是難

以估計，尤其是材料及人力的估算。水管、電

纜等各種材料在各國的價格不一，加上東南亞有

一些國家為設備出產國有些則為進口國，在能源

服務的成本估算將有不一樣的規劃。東南亞各國

的勞力人力成本更是參差不齊，從勞力成本最高

的新加坡到成本最低卻也是最低效率的緬甸的人

力勞力成本、效率、技術 /專業能力、技能程度

等差距甚大，這將大大提高成本估算及回收年限

的風險。

三、海外財務融資

ESCO業務除了技術外，另一個重點即是財

務。在台灣由於目前ESCO業務已經相當普遍，

對於融資方法及管道現在都已經非常成熟。但到

了海外財務融資便成為了相當大的問題。尤其在

陌生的海外環境，財務操作上將會有銀行利息問

題、有銀行融資擔保的問題、有海外匯差的資

金風險問題、有ESCO分期攤提業主信用度的風

險問題，以上都將成為我ESCO業者在資金操作

上將面臨的挑戰。

首先提到銀行借貸部分。ESCO模式由於在台

灣已相當成熟，現在已發展到可使用專案直接與

銀行做擔保借款，而其利息大多在3~5%左右，

因此ESCO業者有辦法將資金成本有效降低，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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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降低回收年限，使專案可行性大增。而還款

部分，透過客戶徵信、合約訂定、以及用保險

做風險轉移，都能使ESCO業者有效控制ESCO

還款風險。但到了海外現在台灣使用的模式便

不可行。首先是銀行擔保部分，由於海外ESCO

模式才剛開始，銀行目前尚無用專案擔保的經

驗，加上海外廠商的信用普遍不高，因此銀行

借貸都會希望有擔保品，如土地或設備，這部

分對於ESCO業者於海外借款將會有問題。另一

方面，東南亞借貸利息目前皆為10%以上，如

印尼目前銀行利息為12.5%~15%以上，這部分

會造成ESCO廠商極大的資金壓力。最後還款保

險部分，這目前市場上都有商品可以選購，價

格約為合約價0.8~1%，但由於海外不是自己國

圖一、OBU融資（海外公司代付模式）

圖二、OBU融資（業主直接付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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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還是要考量如何規避還款風險。最

後是匯差問題，如2015年間在印尼，印

尼盾兌換美金從 1:12,500 到 1:14,500，

又到現在的1:13,500，其匯率變化量極大。

但各國家目前皆規定要以當地幣值作為簽

約條件時，這匯率將會成為ESCO業者極

大的潛在風險。

在資金部分，目前可思考使用為國際

金融業務分行（O�shore Banking Unit；簡

稱OBU），或與租賃公司貸款，規避掉匯

差風險以及資金成本。以下將針對此部

分作介紹。如以OBU進行融資，一般需

運用境外公司設立OBU (O�shore Banking 

Unit)帳戶，即可向銀行融資做財務操作。

OBU需設立專款帳戶，還款方式可由業

主先還款至我方公司，再由我方公司還款

至OBU專款帳戶。另外也可以在與業主

合約中指定還款帳戶，直接由業主還款至

OBU專款帳戶，剩餘金額在轉至公司帳

戶，其示意圖如下

OBU融資過程當中由於資金將以美金計

算，對於ESCO業者本身的匯差風險將會

有效降低 ; 另外此方式由於從台灣借貸，

利息部分也只將比台灣利息稍高一些，但

比當地國家銀行利息低很多。此種作業方

式主要問題在於，境外公司如為新設立公

司，其信用額度尚未建立，可能需運用

母公司作為擔保本體，將會占用母公司之

信用額度，對於母公司來說將是龐大的負

擔，這也將大大局限公司對案子的承接。

如不考慮使用母公司的信用做擔保，也

可考慮使用租賃公司進行融資 (如中租迪

和或歐力士等 )。租賃公司雖然融資方式較

靈活且財務操作較便利，但是做為ESCO

財務操作另一個選項資金成本相對較高。

租賃公司的簽約模式可分為三種 : 一、公

司簽約 : 由公司簽約完畢後向租賃公司借

款施作專案，之後還款由業主定期還款給

公司後再定期換款給租賃公司，此方式由

圖三、租賃公司融資（公司簽約）

圖四、租賃公司融資（三方簽約）

圖五、租賃公司融資（租賃公司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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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O業者承擔。二、三方簽約 : 三方共同簽約，

並指定還款帳戶，由租賃公司借款給公司向業主

施作專案，還款由業主定期還款至指定帳戶給租

賃公司，風險由租賃公司承擔。三、租賃公司

簽約 : 由租賃公司向業主徵信，並向公司發包專

案施作，業主定期還款給租賃公司，風險由租

賃公司承擔。以下為此三種模式的簡單示意圖。

租賃公司雖然提供靈活融資方式，也在財務操

作上更加便利，但同時相應的利息也會隨之提

高，遠超出OBU模式，對於ESCO專案的成本

估算及投資回收將產生極大。

上述各種融資方式皆存在風險問題，這將大大

考驗台灣ESCO的風險評估準確度、徵信、收款

能力與期限、匯率的容差等各項不確定因素的判

斷。

四、當地政府支持

目前台灣ESCO產業能夠蓬勃發展，相當一

部分是因為經濟部能源局早在2004年時的大力

推動。不但成立ESCO能源技術服務協會以及

ESCO產業公會，更運用ESCO補助款方式縮短

各ESCO專案，同時舉辦許多成功案例發表以及

產業媒合會，使ESCO產業廣為大家所知。

而在東南亞地區當地的能源意識及技術成長也

將成為在海外推動ESCO的問題。由於東南亞大

部分國家（除新加坡、馬來西亞外）皆屬於第三

或第四世界國家，對於能源的知識及技術非常

低，政府政策也不注重能源管理推動。因此台

灣ESCO在海外推動的時候需要灌注能源管理的

概念，並教育節能的重要性以及ESCO專案的特

色，改變業主的觀念進而提高案子成交率。此

外，海外各國皆對能源有不一致的規範及限制，

將在台灣ESCO模式有所差異，以致在能源服務

需做出個別的修改以迎合當地的需求及水準。對

於較新的市場，在教育市場上不止需要注入較大

的財務投資，跟需要長時間培養及經營，改變

海外對於能源固定的思維。在當地的技術發展與

當地的教育程度以及從台灣的技術調動有直接的

影響，這將造成在海外發展能源服務的局限。

結論

以上種種限制為目前台灣ESCO業者前進海外

發展已發現且必須面對的問題。而進入當地市場

目前可思考幾種方式 : 一、ESCO在地化，也就

是在當地設立ESCO公司，利用當地的資源進行

能源服務以及人脈搜索。這種方式在於前期公司

需投入大量資源，包括資金以及人力，且須教

育市場何謂節能、何謂ESCO。此種方式建議可

在當地已有節能概念的市場實施，不然其初始成

本及人力的投資相當大且風險相當高；二、尋找

當地配合廠商。找尋廠商看似較符合成本及風險

管理的邏輯，但是要把服務鏈一一連起是一件相

當困難的事情，而且若當中有廠商抽出合作關

係，很可能需要花很長的時間尋找替代的廠商，

加上多廠商合作的模式下，品質管理將面臨極大

的困難及挑戰，也因沒本公司負責一整個事項，

在發包的情況下將出現個別利潤及個別實行文化

的影響導致合作上難以調和。

以上皆為大方向，其細項需依當地狀況及與當

地的人脈關係等多因素而不同。總而言之，在

海外發展ESCO看似富有邏輯性的業務拓展，在

解剖分析下可預測一定程度的挑戰及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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