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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O績效驗證實務的探討ESCO績效驗證實務的探討
台灣能源技術服務產業發展協會　監事

工業技術研究院服務系統科技中心　王茂榮

ABSTRACT: The service program of energy 

service company (ESCO), include the share 

saving and performance contract are very 

ideal of business models; In Taiwan the energy 

efficiency either in factories or buildings 

general are lower. It has a great Energy saving 

potential market. But in Taiwan ESCOs had 

promoted more than 10 years, the business still 

have many barriers. The main reason is most 

of enterprise have no energy management in 

Taiwan, the baseline of energy consumption 

cannot be confirmed, It causes energy service 

company (ESCO) in performance validation 

often has dispute against the customers, and the 

customers won’t pay the money for the uncertain 

benefit . Currently ESCOs only served single 

device for improve (Option-a or b), for instant: the 

lighting and chillers retrofit only, less to server the 

system of air conditioning , air compress or steam 

etc. (Option C or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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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To find the solutions for ESCOs, 

We have tried two air conditioning systems 

of energy saving cases, from baseline setting 

to improve the energy saving performance 

validation in the process. We found if ESCOs 

will contract with the enterprise ,who lacks the 

energy management, in technical the parameters 

for conservation of system’s energy baseline 

setting and calculation has been solved. The 

really critical successful factors is needed the 

customer site maintenance peoples support and 

fully participation, and both of the contracts are 

trust by each other.

Keywords: Energy services, performance 

verification, system energy-saving improvements

摘要：臺灣企業不論是工廠或是建築大樓的能

源效率普遍偏低，能源服務公司(ESCOs) 的服務

方案，不論是效益分享或績效保證均屬於非常理

想的營業模式；只是ESCO在台灣推動十餘年一

直無法突破計價障礙，主要原因在於臺灣企業普

遍缺乏能源管理，耗能基準值(Baseline)無法確

認，導致能源服務公司在執行節能改善時，績效

驗證會有爭議，而收不到錢等問題；所以目前能

源服務公司只能針對照明、冰水主機等單一設備

進行改善(Option A或B方案)，鮮少動到空調、空

壓或蒸氣系統(Option C或D方案)等。

工業技術研究院(以下簡稱本院)以技術研發為

導向，針對能源服務公司所面臨的問題，嘗試以

技術服務兼具解決方案的構想，實際運作兩件空

調系統的節能改善案例，從系統改善前的基準線

研訂與改善後的節能績效驗證過程中，發現要與

一般缺乏能源管理機制的企業訂定系統改善的

ESCO合約，系統改善前的基準線與計算效益中

參數的研訂等技術性的問題，均可以找到解決方

案；需要克服的是客戶現場運轉維護人員的認同

與全程參與，以及甲乙雙方之間的信任度，才是

合約能否真正執行與計畫能否成功的最大因素。

關鍵詞：能源服務、績效驗證、系統節能改善

1. 簡介

能源服務公司(ESCO)是一項新興的服務產

業，第一次世界能源危機之後，起源發展於美

國，基於全球能源效率普遍偏低的情況下，節能

市場有其市場需求以及技術具有專業化，而逐漸

形成了一個產業，亦即目前週知的能源服務公司

(ESCO)產業。在能源服務產業中，“能源管理

合約”是能源服務的基本機制；而能源服務公司

則是節能服務的組織形式，它是一種基於能源管

理合約機制運作的、以營利為目的的專業化公

司，它根據合約，向客戶提供能源查核、分析診

斷、改善設計、專案融資、工程採購、工程施

工、人員培訓、節能績效檢測驗證、系統的監控

操作、維護和管理等服務，並通過與客戶分享專

案實施後產生的節能效益，致雙方均能獲得利潤

以達永續發展的境地。節能服務公司在不斷開拓

節能市場創造商機的同時，也因為提高了能源效

率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而對企業、客戶、地球

環境以及國家能源進口等都有正面的影響，也因

此ESCO產業是目前在商業模式中獨具四贏效益

的產業，值得發展。

2. 研究方法

ESCO廠商在與客戶簽訂服務合約時，不論採

用效益分享或是績效保證的模式，在完成節能系

統或設備的改善之後，如何顯示改善的實際效

益，就需要有一套雙方均認可的績效驗證方案，

以驗證改善前與改善後的差異，基本原理非常

簡單，只要找出改善個案該項的能源使用基準

線(Base line)，比較改善前與改善後的差異職即

可。問題是改善後，原先如果不改善舊的耗能值

已經被改善後新的耗能值所取代，新的耗能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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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可以量測的，舊的耗能值變成虛擬的，如何

定義此虛擬的數值必須要找出與耗能相關的所有

參數，利用統計的方法，如果能夠找到所有相關

的參數，進行多元迴歸(Multiple Regression)，理

論上此虛擬的數值應該會與實際的數值吻合，即

使實際的數值在改善後已經不存在。

理論數據的計算或統計必須要有足夠佐證的參

數，在實際的運作時要收集到完整的參數，往往

會有問題，不是數據不足就是不易收集到。以電

力系統為例，台灣大部分的企業，電力的計測只

有靠台灣電力公司所提供的總表，電力的使用，

除了固定用電量如照明之外，大部分的負載為可

變的，如果改善的標的物是空調系統，在缺乏足

夠的歷史用電資料的情況下，要建立空調設備的

耗能基準線是非常困難的。本文即針對速食餐廳

與廠辦大樓兩種不同的對象，實施空調系統的改

善，改善的標的物都是整體的空調系統，採用

效益分享的模式簽約，就IPMVP的定義，屬於

Option C的方案；基於使用型態的不同，乃利用

不同的基準線計算方案，為兩個不同的個案找到

雙方可以認可的計價方式，統計的觀念或手法雖

然雷同，不過選用的影響因素不一樣，只要經過

雙方協調同意，實務的需求還是比較容易執行。

3. 結果與討論

個案一：速食餐廳節能效益分享模式

本個案客戶為國際知名品牌之速食餐廳，在台

灣擁有三百多家的分店，經過初步的調查評估與

實際採樣檢測分析，認為在空調系統上有相當的

節能潛力(初估為10%左右)。為了試驗ESCO的

可行性，雙方同意採用效益分享的模式，針對空

調系統節能進行簽約改善，規劃改善的內容包含

系統的運轉時程與最適溫度的監控、冷卻散熱系

統改善、冷凍冷藏系統改善及窗戶輻射熱減量改

善等；初始合約效益分享的計價模式係採用大數

原則，當時的構想是在逐家分批改善的過程中，

利用未改善之店做為基準值進行比對，理論上所

有的店都在台灣，所以假設各家店所受的淡旺季

以及氣候參數之影響雷同，可不用考慮其中之差

異，以簡化計價的過程。節能效益計算的相關公

式如下(在此定為方案一)，其中目標店係指已經接

受改善的店，參考店是指尚未改善的店：

符號說明：

Xu1 :目標店改善前ㄧ年相對應月份之用電

Xu2 :目標店改善當年相對應月份如果未控制之用

電

Xm :目標店改善當年相對應月份經控制之實際用

電

∆X= Xu2 – Xm(改善前後之差值，亦即改善效益

值)

Y1: 參考店改善前ㄧ年相對應月份所有店之平均用

電

Y2: 參考店改善當年相對應月份所有店之平均用電

Y2: 參考店改善當年相對應月份所有店之平均用電

A1=
Xm
Y2

A1=
Xm
Y2

A0=
Xu1

Y1
A0=

Xu1

Y1

A1

A0
改善率η =1－

A1

A0

A1

A0
改善率η =1－

如果沒有改善A1=A0，則改善率= 0

∴改善後節約金額$=前一月份電費 × η=改善前整

年平均 × η

=1－ Xm
Y2

=1 －
XmY1

Xu1Y2

A1

A0
Xu1

Y1

η =1－ =1－ Xm
Y2

=1 －
XmY1

Xu1Y2

A1

A0
Xu1

Y1

η =1－

假設各店該年成長率固定，則

(Xu1 – Xu2) / Xu1 = (Y1 – Y2) / Y1

所以

Xu1 – Xu2 = (Y1 – Y2) / Y1 × Xu1

因為

Xu2 = Xm + ∆X

所以

∆X = (Xu1 - Xm) + (Y1 – Y2) / Y1 × Xu1

節省之度數乘以該月平均用電單價，即為該月

所節省能源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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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一經過實證之後發現，大數原則仍存有相

當大的不確定因數，以先期投入八家直營店之節

能改善後之電費，與其他未改善的電費相比較，

經過半年餘的運轉之後，績效驗證結果最佳為

15.3%，最低僅1%，顯見改善效益因各家店之

管理差異而有不同。其中有一家的數據因參數不

明，不與計數，顯見大數比對原則仍有不足之

處，計算績效方法仍待商榷。）

方案二：由於大數法則在實際操作時，會因為

各家店或因執行推廣活動來店顧客數暴增、或因

設備變動或因營業時間調整(改為24小時營業)影

響該月的用電量，而造成節能驗證的誤差。經過

分析各家店的歷史用電資料，發現以該月的用電

度數與前三年度同月份的用電平均度數相比，但

參考該月室外溫度與來店顧客數，以及參考店面

面積、電器數量、電器牌子、電器使用率、電器

運轉效率等因子的變更來加以修正，能得到更為

準確的數值，經過實際驗證之後，雙方同意只要

採用來店顧客數與外氣溫度兩項變數作為迴歸統

計之主變異數，在該店設備未變更的條件下，以

同一家店的歷史資料作為基準值來計算改善前後

的節能效益，雖然其中仍有不確定值，但是比起

採用大數法則，其準確度已大有改善，雙方乃一

致同意採用方案二作為後續改善的參考。本案雖

然獲得相當精確的計價方式，不過在各個階段的

統計過程，必須要客戶提供龐大的來客數據(數萬

個以上的)以及需要各地氣象局的溫度資料，再加

工成為CDD18的數值，其中所投入的人力耗時費

工，成本太高，即使統計的結果比較精確，也僅

能作為研究樣本的參考，在類此連鎖餐廳小的經

濟規模上運作，並不具效益。

個案二：廠辦大樓節能效益分享模式

本個案標的物為一大棟的集合廠辦大樓，針對

其公用區域的中央空調系統進行節能改善，此中

央空調系統除了供應公共區域的空調之外，冰水

系統還提供給所有的住戶，所以系統的冰水主機

與相關附屬設備之容量相當龐大，冰水主機總共

1萬RT以上；主體客戶為該建築物群的管理委員

會，基於研究實驗的考量，本院主動提出採用節

能效益分享的模式來簽約，由於管理委員會屬於

變動性的組織，因此簽訂長期合約的時候，必須

考慮到合約的延續性，所以本合約簽訂前，特別

要求利用住戶大會的機會進行說明，避免後續委

員會的委員變更時，對於合約的內容不了解或有

不同看法，而滋生爭議。

其次本個案在合約簽訂初始，雙方對於改善前

一年的系統操作模式有歧見，現場維護人員表示

為了節約能源，會以人為關閉冰水主機的方式

來操控主機的台數，也因此會有住戶抱怨空調

不足。由於本案改善的內容包含二次冰水系統

的流量調整、二次冰水泵的可變容量控制、外

氣空調箱運轉的節能調控等，屬於整體系統的改

善(Option C方案)，因此基準值的定義如以前一

年的運轉數據，本院認為有失公允，幾經協調折

衝，雙方同意以前四年的運轉數據平均值為參考

基準，並加上各相關的氣象資料、使用坪數(住戶

進駐率)、上班天數(假日住戶如有上班，需申請

空調)作為影響參數，為了讓客戶瞭解計價內容，

簡化計算公式，效益分享採用最簡單的參數以比

例相乘公式來計算，請參考附表一之案例：去

(2010) 年節能計算之實例。其中：

節能效益比例= (1-E1/E0) * (1+(T1-T0)*4.5%)* 

(A1/A0) * (D1/D0)

節能效益金額=當月電費 * 節能效益比例

E0:為回歸合理狀態電度

E1:為節約改善後電度

T0:為基準線年平均月溫

T1:為改善完成年月平均溫

A0:為基準線年使用坪數

A1:為改善完成年使用坪數

D0:為基準線年上班天數(253天)

D1:為改善完成年上班天數(255天)

公式中溫差值會帶入4.5%係根據能源局的公

告資料，外氣溫差每一度對於空調耗電的影響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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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因此雙方同意在月平均溫差數中，帶入此

影響值。

本案的計價方法雖然不確定值可能較高，卻因為

簡單易懂，業主承辦人員了解其中的關係數，所以

雙方後續的計價在執行上反而相當順利。

4. 結論

效益分享的節能服務原本是對客戶最有誘因的商

業模式，只是ESCOs在與客戶洽談效益分享模式

時，往往因為後續的能源使用基準值無法釐清，

造成ESCOs對於此項模式的應用僅侷限於固定負

載的照明改善，反而在節能潛力最大的空調、蒸汽

與空壓系統等領域一直乏人問津，主要原因就在於

基準線的認定不易。即使客戶的需求與市場潛力很

大，但是供應端的ESCOs不敢投入，依據筆者多

年來從事空調節能改善的經驗，台灣每年在空調電

力方面的損失，初估約有15~30%的改善空間，因

此找出解決基準值爭議的簡易要方，讓ESCOs與

客戶均能了解，從而可以落實在節能改善的案例

上，是目前ESCOs產業最亟需的。

因此，筆者認為節能績效的計算不必要求百分百

的精準，以本文所探討的個案一，利用統計的手法

雖然能夠得到較準確的結果，但是在整個計算的過

程中，所需要動用到的人力資源與時間成本，相當

的高，加上數據的計算複雜，客戶很難了解其中數

據的代表意義，難免對於計算出來的效益有所質

疑；所以，不如個案二，計算數據簡化，其中即使

有些許的不確定值，只要節能潛力很高，雙方均能

獲利，就可以即刻進行改善，重要的是改善的方案

與執行的方法必須要正確，這才是最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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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2004至2007-4年平均與2010年比附表一、2004至2007-4年平均與2010年比

月份
基準度數 2010年 

用電度數 電費
電力係數 溫度係數 使用坪係數 上班天係數

節約電費
E0 E1 (1-E1/E0) (1+(T1-T0)*4.5%) (A1/A0) (D1/D0)

1   1,138,389      972,000    3,043,841 0.1462 1.0191 0.9834 0.9990 445,446 
2      990,464      902,400    2,812,453 0.0889 0.9989 0.9834 0.9990 245,397 
3   1,248,446   1,240,000    3,734,248 0.0068 1.0754 0.9860 0.9990 26,762 
4   1,265,021   1,151,200    3,539,518 0.0900 0.9280 0.9978 0.9990 294,599 
5   1,592,068   1,371,200    4,132,219 0.1387 0.9786 1.0119 0.9990 567,105 
6   1,831,792   1,612,000    5,047,191 0.1200 0.9258 1.0054 0.9990 563,106 
7   1,928,992   1,825,600    5,932,918 0.0536 1.0113 1.0002 0.9990 321,321 
8   2,079,307   1,824,800    5,875,210 0.1224 1.0304 0.9990 0.9990 739,457 
9   1,834,562   1,796,800    5,654,080 0.0206 1.0518 1.0052 0.9990 122,919 

10   1,604,103   1,511,200    4,595,702 0.0579 0.9910 1.0028 0.9990 264,245 
11   1,483,509   1,200,800    3,680,316 0.1906 0.9449 1.0077 0.9990 667,129 
12   1,249,906   1,183,200    3,593,093 0.0534 0.9528 1.0077 0.9990 183,923 

99年總節約金額 4,441,408 
節能效益比例 = (1-E1/E0) * (1+(T1-T0)*4.5%)*(A1/A0)*(D1/D0) 
節能效益金額 = 當月電費 * 節能效益比例
E0:為回歸合理狀態電度
E1:為節約改善後電度
T0:為基準線年平均月溫
T1:為改善完成年月平均溫
A0:為基準線年使用坪數
A1:為改善完成年使用坪數
D0:為基準線年上班天數253
D1:為改善完成年上班天數255            2010年人事行政局公告休假天數為112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