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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 

推動現況與成效

一、前言

企業面臨低碳時代所帶來的衝擊，如何降低能源使

用成本與管理溫室氣體排放，已成為企業追求永續發

展之必要策略。國際標準化組織（ ISO）順應此項趨

勢，推廣一套具系統化管理模式的能源管理標準－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協助企業經由導入能源管

理系統改善能源管理績效、提升能源使用效率及減低

能源消費成本。有鑑於此，經濟部能源局特提供經

費，會同工業局一起推動製造業和服務業部門落實節

能減碳之永續目標，規劃「服務業能源管理系統示範

推廣輔導計畫」和「製造業能源管理系統示範應用與

輔導推廣計畫」，引用 ISO 50001 輔導我國各行業能

源大用戶及企業集團建置和加速推廣能源管理系統，

期盼我國工業與服務業部門透過能源管理系統提供的

系統化、標準化及資訊化的概念，落實持續改善節能

績效。

二、能源管理系統輔導服務推動架構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的各項要求，讓組織能發

展並實行政策、找出重大的能源消耗領域，並制訂

降低能源使用的目標。節能技術則是協助企業發掘內

部重大能源使用項目與確認符合能源管理法規。透過

節能診斷輔導團隊來執行能源流向分析與節能空間診

斷，以辨識組織營運過程產生的重大能源管理議題，

並輔導業者設定能源管理目標、標的及行動計畫。

期能提供服務業與製造業能源用戶建置完整且可持

續發展之能源管理系統，能源局與工業局的推廣輔導

計畫均整合了能源管理系統建置和專業節能技術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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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大項目的輔導服務。在符合 ISO 50001 標準的建置

過程中，節能技術診斷提供下列四項貢獻以強化能源

用戶內部之能源管理，如圖1 所示，讓能源管理系統

較環境管理系統、品質管理系統具備管理上更實質之

目標達成價值。

1.訂定可達成並能掌握之目標

應用節能績效量測與驗證方法，協助業者建立能源

基線資料，以擬訂組織適當的能源績效管理指標，作

為後續監測與管理能源績效的依據。另檢視組織實施

能源管理系統的需求，協助業者擬訂符合組織營運型

態的能源政策，並設定適當的能源管理目標、標的及

行動方案，以落實推動能源管理系統。

2.研擬實質可行之改善項目

執行能源流向分析與節能空間診斷，以辨識組織營

運過程產生的重大能源管理議題，並輔導業者設定能

源管理目標、標的及行動計畫，且符合企業需求與特

性。

3.建構完善之操作維護標準作業流程

透過專業節能診斷找出節能改善空間，針對特定作

業擬訂管制程序，編訂符合現場需求的作業管制文

件，以控制能源管理系統運作績效。此外，依據作業

準則操作及維護設施、過程、系統及設備，並對為組

織工作或代表組織工作的人員溝通作業管制要求。

4.提供正確的監測與量測方法

專業之節能診斷技術可協助企業針對重大設備制訂

相關監測與量測方法，且實施之監督與量測結果應加

以記錄與保存，以有效管理組織之重大能源使用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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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製造業 服務業

合計 85 52

透過能源管理系統的建置，服務業和製造業共計

137 家廠商皆提出多項節能的改善行動計畫，並積極

落實改善工程，同時展現出廠商踴躍投資改善之良好

成果。

統計100 至103 年服務業各受輔導能源用戶實施

之能源管理改善行動計畫之節能成果，共約節省用

電21,443 千度、總節省用能量5,331KLOE、節省能

源成本8,285 萬元，4 年內促進了ESCO產值約2 億

6,779 萬元，如圖2 所示。

統計102 及103 年製造業各受輔導能源用戶實施改

善行動計畫，2 年獲致節電量約1 億1,664 萬度，總

節能量約47,614 kLOE，節約能源成本約7 億2,036

萬元，也促進投資ESCO產值約11 億1,035 萬元，

如圖3 所示。

在標準要求下，能源用戶自願投資高達數億元以上

進行節能改善工程，多數改善可於3 年內回收投資金

額，顯見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對能源用戶節能工

作具有強大的引導性。

備。

節能技術診斷服務係針對耗能設備與監控系統進行

檢查，確保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並透過現場能源檢

測作業，檢核特定耗能設備或監控系統之能源使用紀

錄，以找出現場節約能源的地方，提供能源管理行動

計畫之建議。透過專業儀器進行現場量測，依實際量

測結果研擬改善建議，以設定能源管理績效指標。

三、能源管理系統示範推廣成效

經濟部能源局與工業局推動「製造業能源管理系統

示範應用與推廣輔導計畫」及「服務業能源管理系統

示範推廣輔導計畫」，截至103 年底共計輔導85 家製

造業及52 家服務業廠商通過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

統國際驗證，如表1 所示。

表1 輔導廠商建置能源管理系統的家數統計

年份 製造業 服務業

100年 - 6

101年 - 4

102年 40 20

103年 45 22

圖1 能源管理系統輔導服務推動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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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以66 項 (19.2%)排名第二，節能量則約占總節能

量之15.2%。平均單件的節能量以製程節能的節能量

為最高 (111.7 KLOE/年 )，主要原因為其中一家工廠

所執行的製程改善，其節能績效超過970 萬度電 (約

2,263 KLOE)所致。

表2 100~103年服務業節能改善行動計畫效益分析

系統類別 提案數(件) 節能量
(KLOE)

平均單件節能
量(KLOE/件)

照明/電力 133 1,948.9 14.7

空調 65 2,448.7 37.7

空壓 2 11.8 5.9

電梯 1 3.1 3.1

熱能 13 568.5 43.7

其他 9 350.8 39

合計 223 5,331.8 23.9

表3 102~103年製造業節能改善行動計畫效益分析

系統類別 提案數(件) 節能量
(KLOE)

平均單件節能量
(KLOE/件)

照明/電力 48 2,633.6 54.9 

空調 66 4,441.7 67.3 

空壓 30 1,614.7 53.8 

蒸汽/加熱 17 1,307.3 76.9 

馬達 7 245.8 35.1 

製程 154 17,203.4 111.7 

其他 21 1,762.5 83.9 

合計 343 29,209.8 85.2 

依節能方法分析服務業及製造業受輔導能源用戶的

改善行動計畫，統計如表4 及表5 所示，顯示歷年

服務業受輔導能源用戶之節能方法以汰舊換新為最

多，共117 項 (53%)，節能效益為3,050 KLOE，占

總節能量之57.2%，其次為能源管理51 項 (23%)，

其節能效益為925KLOE(17%)，設備改善則為41 項

(19%)，節能效益為1,130KLOE(21%)。而歷年製造

業受輔導能源用戶之節能方法以能源管理為最多，共

113 項 (33%)，節能效益約為9,820 KLOE，占總節

能效益之34%，然後依序為設備改善80 項 (23%)及

汰舊換新67 項 (20%)，其對應之節能效益分別約為

5,948KLOE(16%)及4,695 KLOE(20%)。

圖2 100~103年服務業能源管理系統輔導節能改善

行動計畫效益

圖3 102~103年製造業能源管理系統輔導節能改善

行動計畫效益

依節能類別分析服務業及製造業受輔導能源用戶的

改善行動計畫，統計如表2 與表3 所示，顯示歷年

服務業受輔導能源用戶所提出改善行動計畫的節能類

別以照明 /電力133 項 (59.6)%為最多，節能量8,477 

KLOE亦占總節能量之36.5%，其次為空調類別65 項

(29.1%)，節能量則約占總節能量之45.9%。由於服務

業營業形態主要耗能設備以空調及照明為大宗，且回

收效益高，因此能源用戶實際執行之改善提案以空調

及照明類別較多。而平均單件的節能量以熱能系統類

別之單件節能量較大，主要為該類案件多數改使用具

節省用能之環保設備，故其節能量相對較大，但案件

數相對較少。

製造業之節能改善行動以製程為主，高達154

項 (44.9%)，節能量17,203 KLOE亦占總節能量之

58.9%，顯示製程節能是工廠節能重要的方向。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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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分析服務業及製造業節能方法累積案件數前

三名之單位節能量的投資成本，顯示藉由能源管理的

方式可讓廠商以較低的投資成本獲得節能成效，而廠

商導入能源管理系統可提升廠內的能源管理體質，並

可藉由重大能源的鑑別、作業管制、基線與績效指標

訂定、以及重大能源設備操作人員的標準作業程序制

訂過程中，發掘更多能源管理的節能機會。相對於能

源管理的方法，設備汰舊換新及設備改善，亦是廠商

提升能源使用效率的好方法之一，但這類的節能方法

必須面對較高的投資金額，廠商運行能源管理系統之

後，將定期依標準要求，進行重大能源使用設備的監

督與量測，並可訓練員工分析數據的能力，逐步強化

自行發掘此類節能改善機會的能力。

表4 100~103年服務業節能改善行動計畫之節能方

法分析

節能方法 案件
數

節能效益
(KLOE/年)

投資成本
(萬/年)

單位節能績效
之投資成本
(萬/KLOE)

汰舊換新 117 3,050.1 115,491.0 37.9

新設或增設 2 71.7 99.0 1.4

設備改善 41 1,130.5 5,266.0 4.7

能源管理 51 925.9 1,823.0 2.0

保養維修 2 41.6 13.0 0.3

其他節能措施 6 111.9 754.0 6.7

合計 219 5,331.7 123,446.0 23.2

表5 102~103年製造業節能改善行動計畫之節能方

法分析

節能方法 案件
數

節能效益
(KLOE/年)

投資成本
(萬/年)

單位節能績效
之投資成本
(萬/KLOE)

汰舊換新 67 5,948.5 24,547.5 4.1

新設或增設 31 3,422.5 13,108.0 3.8

設備改善 80 4,695.7 16,069.0 3.4

能源管理 113 9,820.2 4,959.5 0.5

可停電力 9 77.6 9.0 0.1

熱回收 11 3,068.0 11,855.0 3.9

保養維修 10 572.6 2,589.0 4.5

其他節能措施 22 1,604.7 2,692.3 1.7

合計 343 29,209.8 75,829.3 2.6

四、結論

政府部門推動能源用戶建置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

統，已逐漸深入企業的營運管理文化之中，能源管理

已成為企業內部推動能源使用持續性改善的動力。企

業透過與國際接軌的能源管理制度，持續改善能源

績效，提升自我之競爭力，將有助於企業永續發展。

此外，在產業界、管理顧問業、能源技術服務業、

學者、專家等共同努力下，推動能源用戶建置 ISO 

50001 也獲得降低全國總能源消費量的亮眼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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