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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淺談國內外能源技術服務產業融資作法

一、前言

我國至2005年底參考歐美成功經驗，引入能源技術

服務產業商業模式，期能透過節約能源之自償性，引導

用戶投入節約能源改善，創造用戶及廠商雙贏之局面。

產業推動初期受限於用戶不熟悉商業模式、廠商多屬中

小企業自有資金有限等障礙，產業推廣較為困難，隨後

於經濟部能源局支持下，先後成立產業發展協會及產業

同業公會，並推動節能績效示範補助專案、ESCO產業

直接信保推薦等措施，推升產業持續成長，統計產業產

值由推動初期2006年至2015年產值由3.9億元成長至

117億元。

經產業現況調查指出，我國高達63.6%ESCO業者實

收資本額為1億元以下，且高達73%業者投入產業不足

10年，亦即ESCO產業多屬中小企業且兼具新興產業之

特性，因此於融資取得上常面臨 (1)擔保品不足、(2)融

資雙方對於融資利率無法取得共識及 (3)融資方無法評

估專案風險等挑戰，因此如何縮短融資雙方認知差異及

降低融資方風險為重要課題。

二、國際間產業融資協助作法

(一)國際間循環基金作法

1.泰國ESCO循環基金

泰國政府為提供中小型規模之ESCO業者融資管道，

泰國替代能源效率局 (DEDE)於2008年節能促進基金之

框架下，增設子基金「能源技術服務產業基金」（Energy 

Service Company Fund, ESCOFund,以下簡稱ESCO基

金），並引入外部民間資金，交由泰國節能基金會

（Energy Conservation Foundation of �ailand, ECFT）與能

源環境基金會（Energy for Environment Foundation, E for 

E）等兩個非營利組織，以成立ESCO基金投資委員會之

方式共同管理。ESCO基金每期基金規模為5億泰銖（約

新台幣4億8,010萬元），每兩年為一期，基金運作模

式主要以投資模式為主，茲就運作模式說明如下：

(1)ESCO創投基金（Venture Capital）：以股權投資的

方式，對未上市但具有發展性的新興中小企業挹注資金，

投資者除身為股東之外，一般多與經營者密切配合，並

參與經營。基金投資以ESCO登記資本額30%為上限，且

金額不超過5千萬泰銖（約新台幣4,801萬元），投資期限

最高為7年，ESCO於該期間內必須支付股息與紅利，並

提供一席董事席位給基金投資委員會所指派之人選，期滿

後，ESCO業者可自行買回股份，或尋找策略夥伴收購股

份，ESCO基金亦可透過公開市場交易售出股份。

(2)權投資（ Equity Investment）： ESCO基金可投資

ESCO公司所提出之節能專案，投資以10∼50%專案所需

資金為原則，但同一專案總金額不得超過5千萬泰銖（約

新台幣4,801萬元）。投資期限為7年，期間ESCO公司

必須支付股息與紅利，並於期滿之前自行買回股份，或

尋找策略夥伴由其購入股份，ESCO基金可以買權（Call 

option）、賣權（Put option）等選擇權或市場價格（Market 

price）售出股份。

(3)設備租賃（Equipment Leasing）：由ESCO基金出資購

買節能專案所需設備，同一專案出資金額上限為1千萬泰

銖（約新台幣960萬元）；再以5年期、利率4%之條件租

予ESCO業者，雙方簽訂設備（融資性）租賃契約。於設

備租賃期間，設備所有權人為ESCO基金，而於5年期間

屆滿前，雙方再協商合理之設備售價，並由ESCO業者買

回。為確保投資效益，ESCO業者必須具有良好的財務結

構，採用合法技術，並提出可行性研究報告、三年內用

電記錄及節能保證契約（Guarantee Savings Contract）。

(4)信用保證額度（ Credit Guarantee Facility）： 於

ESCO欲向商業銀行融資者，ESCO基金得替ESCO業

者提出信用保證，雙方應簽訂信用保證契約（ Credit 

GuaranteeContract），同一專案金額上限為1千萬泰銖（約

新台幣960萬2,000元），期間為5年，ESCO每年須支付

1.75%的利息作為擔保費用。ESCO基金同時亦提供資金

給商業銀行，以支援ESCO貸款之需求。

2.英國ESCO循環基金

英國政府為達成碳減量、提升能源效率、加快公部門

之節能技術等目標，由英國能源暨氣候變遷部 (DE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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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OB等），使其再以優惠條件（ 7年期貸款，金額

上限為5億泰銖、約新台幣4億8,010萬元，固定利

率4%）放款予提出能源效率及再生能源專案（Energy 

E�ciency and Renewable Energy Project, EE&RE）之大

型企業，並於2004年將適用範圍擴及至ESCO其與

前項所之ESCO循環基金如圖1所示。惟因大多數的

ESCO屬於中小企業，其規模、資產及獲利能力等均

無法通過銀行評估，以致僅有少數公司能獲得貸款機

會。

2.韓國ESCO低利貸款制度

韓國政府為獎勵節能並扶植能源技術服務公司

（ Energy Service Company, ESCO）產業，於1991年修

正能源合理使用法，使政府提供ESCO相關財政協助

有法源依據，並將能源效率、氣候變化、再生能源

等能源相關發展項目之政策、補貼、貸款與投資等援

助事項統一交由韓國能源管理公團（KEMCO）專職執

行。該經費來自於KEMCO負責管理的「合理能源利

用基金」（Fund for Rational Use of Energy），其基金來

源於政府「能源與資源計畫特別帳戶」，係依能源合

理使用法之規定而對原油及部份石油產品所課徵之進

口及銷售稅。

KEMCO業務範圍極廣，包含改善產業、運輸、建

築、機具設備之能源效率，因應氣候變化之相關制

度建立與管理，能源相關認證以及再生能源發展與補

貼等項目，2013年可運作經費約6,600萬美元（約新

台幣21.3億元），針對KEMCO之業務涉及ESCO之

部分，包含能源合理使用貸款、再生能源使用貸款、

圖1.　能源效率循環基金與ESCO循環基金之架構

威爾斯議會和蘇格蘭政府等（透過「碳信託」間接提

供資助）單位共同提供資金，成立Salix財務有限公司 ( 

Salix Finance Ltd.)，該公司為獨立公司且不以盈利為目

的，更與英國高等教育大學綠色基金理事會建立夥伴

關係。該基金主要是提供特定計畫所需經費之貸款，

計畫完成後，則從節能省下之成本回饋予基金，以支

持其他更多計畫（具永續自償能力）。自2004年起至

2014年12月31日止，該基金已幫助超過14,436個項

目，價值為4.6億英鎊（約新台幣199億元）。

Salix財務有限公司係採行「有條件之專案補助」

（Conditional Grant）模式，向SEERF申請補助的機關，

必須先提出「節能減碳計畫」，經核可補助後，地方

機關必須簽署「接受補助同意書」，並在收到頭期款後

20天內提撥配合款，共同存入由地方所設置之「地方

節能基金」帳戶，專款專用。地方機關在請領其餘各

期款項時，必須填報申請單，並證明有足夠配合款，

且承諾地方基金的80%均用以支持相關計畫的推動。

「地方節能基金」旨為推動節能減碳的計畫，可行

的計畫項目如：牆壁絕緣、門窗隔熱、照明、提高熱

能效率、資訊技術改善、降低電壓負荷量、游泳池加

蓋、採用較佳的煱爐等。能產生較長期減碳效益的計

畫將可獲得優先貸款，所有貸款均為零利率，但取得

貸款的計畫必須通過下列準則之一：

(1)計畫期限內之減碳成本平均每公噸須低於100英

磅（約新台幣5,010元），且貸款金額的回收期限不超

過5年。

(2)計畫期限內之減碳成本平均每公噸須低於50英磅

（約新台幣2,505元），且貸款金額的回收期限不超過

7.5年。

(二)國際間低利貸款推動概況

1.泰國ESCO低利貸款制度

2003年為帶動商業投資並增進貸款機會，泰國替

代能源發展暨能源效率局（ Department of Alternative 

Energy Development and E�ciency, DEDE）於節能促進

計畫及節能促進基金之框架下增設立子基金「能源效

率循環基金」（Energy E�ciency Revolving Fund,EERF），

提供低率貸款給13家民間商業銀行（如Commerce 

International Merchant Bankers（ CIMB）、SME、T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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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技術支援、政策性補貼等項目。

三、我國產業融資可引用資源簡介

目前政府為強化產業取得資金，降低銀行授信風險，

設有專案優惠貸款、信保等制度，另經濟部能源局亦成

立ESCO推動辦公室協助提供ESCO專案直接信保審查、

第三方量測與驗證服務及提供融資輔導，以下就相關措

施進行簡介：

(一)信保資源：

1. 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直接信用保證： ESCO業

者執行節能績效保證合約時，在擔保品不足情況下，可

檢附直接信用保證推薦申請書、廠商登記或設立證明文

件、貸款計畫書等文件，向ESCO推動辦公室辦理直接

保證申請，經辦公室審查通過後，直接推薦予中小企業

信用保證基金，協助ESCO業者取得直接信用保證函，

信保額度同一企業最高不超過1億元，保證成數最高

90%，手續費則依申貸企業之信用狀況等風險高低分A、

B、C三組，分別為年利率0.5~3.5%。

2.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低碳永續家園專案貸款信用保

證：用途為購買空氣污染防制、空氣品質改善、兼具減

少空氣污染之高效 節能等設備，及其相關之周邊設備與

維護管 專案等所須支出，貸款額度以同一企業最高不超

過5,000萬元，利率以中華郵政2  期定期儲 機動  加計

 息1.625%機動計息 (目前為2.72%)，其中信用保證最高

為專案金額90%，保證手續費0.5%，由申貸企業自 負

擔，申辦期間至104年12月31日止。

(二)低利融資

1. 促進服務業發展優惠貸款：用途為 (1)研究發展、

培訓人才、品牌、後勤支援、廣告、行銷等計畫； (2)

無形資產（指從事投資或創業活動必要取得之智慧財產

權）之投資計畫； (3)購置土地、營業場所 (房屋 )、機

器設備及營運所需之資金，貸款額度以計畫實際需要之

80%，最高不得超過1億元，利率以中華郵政2  期定期

儲 機動  加計 息1.75%機動計息 (目前為2.845%)，申辦

期間至105年10月止。

2. 購置節約能源設備優惠第2期貸款 (適用能源用

戶 )：用途為企業購置 (1)省能製程設備； (2)省能公用設

備； (3)能源回收設備； (4)省能監控設備； (5)移轉尖峰

用電設備； (6)其他經認定之節約能源設備及省能製程系

統，貸款額度為計畫成本之80%，最高不得超過4億元

利率以中華郵政2  期定期儲 機動  加計 息2.45%機動計

息 (目前為3.545%)。

(三)其他相關輔導資源：

1. 融資輔導諮詢： ESCO業者於融資困難時，可洽

ESCO推動辦公室提供融資輔導或由輔導窗口協助媒合

具ESCO放款能量之銀行或租融機構。

2. 第三方量測與驗證服務：提供能源用戶、金融業

者及ESCO廠商等節能績效計畫書可行性評估及節能績

效確認等服務，促進用戶導入ESPC專案信心，同時藉

由第三方驗證導入，提升金融業者對專案融資信心，協

助能源技術服務業者推展業務。

四. 結論與建議

綜觀本研究於泰、韓、及英國等循環基金資料蒐集，

可發現在國外於循環基金建置上，均具明確的法源及資

金來源，另外於管理機構上，多由政府委由專責單位進

行管理，相關作法上，大多委由非營利公司協助進行基

金管理、審查及發放，僅英國綠色投資銀行為執行成立

銀行法人公司直接執行。泰國的ESCO基金與英國的節

能基金均引入民間資金，韓國亦積極引導民間資本投資

綠色產業，廣邀投資銀行協助韓國綠色產業的發展，例

如摩根大通集團（ JP Morgan Chase）即在韓國設立資金規

模高達10億美元的「韓國綠色基金」，該資金的投資標

的聚焦在韓國的綠色產業，投資領域包括太陽能、風力

等新能源和再生能源領域、LED製造領域、生物燃料，

以及家用充電型的混合動力車等綠色汽車領域。

我國目前於推動循環基金，需透過修法或立法等程

序，由母法授權制定循環基金管理運用辦法，且需設置

相關管理機構，推動上較為不易，且若以股權投資或專

案投資等循環方式，較不符合業者目前需求，因此推動

作上，短期可朝向如推動「文化創意產業優惠貸款」(補

助5年2%利息 )、「中小企業創新發展優惠貸款專案」(補

助2年1%利息 )等，由政府特種基金逐年編列預算，針

對產業融資予以利息補貼，降低業者資金取得利率，同

時逐步培訓銀行具有承作ESCO專案合約融資能量，長

期可視產業需求，逐步建立循環基金法源及專責管理機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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