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 are Leading

Heating, ventilation, air conditioning, and refrigeration (HVACR) consume over 25% of the world's
electrical energy resources. Within this space, commercial / industrial chillers, and air handling systems cover the
majority of applications. Along with its global leadership in the chemical process industries and in the IT industries,
Taiwan is also the home of innovation and a complete supply chain for HVACR. We are leading the pack in achieving
the lowest life-cycle-cost (LCC) for comfort, cold chain, and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We are L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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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Engineering
Delivering the lowest life cycle cost (LCC) is about design and engineering expertise. It's about
integrating the critical mechanical and control features into a single system; from mechanical design criteria that include
safety, performance, and reliability; to controls design criteria that include intelligent algorithms, user friendly interface,
performance monitoring, predictive maintenance data collection, and remote monitoring. We are lead the pack in design
and engineering.
We are Leading.

新 北 市 汐 止 區 茄 安 路 176 號
TEL:(02)8648-3001 FAX:(02)8648-2729

國
內
郵資已付
板橋郵局許可證
板橋字第816號
中華郵政板橋誌字第74號
報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無法投遞時請免退回

雜

封面A3正反_Esco會訊53期.indd 1

誌

2018/10/23 上午 10:04:59

全球性的冰機製造商
全球磁浮無油冰機領導者



2002年率先製造全球第一台磁浮無油冰水主機
最大的磁浮無油冰機安裝實績(超過7000台)，眾多國際頂尖公司信賴SMARDT



提供最廣系列的磁浮無油冰機(60 – 2500噸)，每台冰機1~8顆壓縮機，全系列AHRI認證

SMARDT 磁懸浮無油變頻離心機優勢：

 使用年限實績最長：從第一台磁懸浮冰機製造銷售安裝至今已超過15年，是磁浮冰機製造廠
中的全球領導品牌。
 實績最多：最先進國家德國、美國、澳洲等國皆廣為使用，與我國氣候相當的東南亞及香港
國家也都使用，連中國大陸都使用。全球超過7000台實績：包括傳統與科技工業、商業大樓、
飯店、賣場、醫院、資料中心、學校、機場、船舶軍艦等國際知名企業採用。
 更高能效：較傳統冰機高出30 -50%，也比變頻離心機高出10-15%
 環保友善環境： 最低噪音、無震動
 降低運轉成本：無油技術；運轉維護更簡易
 確保持續供冷不中斷：多台壓縮機備援系統與不停電維修設計，增加客戶滿意度
 安裝空間更小、更有彈性：重量體積更輕巧、可直立或臥躺；可分體進場
 冰機使用壽命更長：無油設計，30年
 維修成本更節省：以同樣壞一顆壓縮機作比較，磁浮無油冰機壓縮機相較於一般傳統油式冰
機單壓縮或雙壓縮機，壓縮機損壞更換成本更低。
 停電後復電快速恢復供冷：冰機壓縮機只要20秒時間即可啟動。
 售服保養免煩惱：SMARDT亞太區總部設在新加坡，有6組服務人員隨時待命支援各國售服，
也設有價值200萬美金的庫存以就近即時服務客戶。台灣承隆也有備品及0800客服專線24小
時服務中心及售服團隊直接第一線服務客戶。
 冰水主機效率 : 氣冷式冰水主機 IPLVCOP>6.5，水冷式冰水主機 IPLVCOP>10.8
台灣獨家代理商
承隆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連絡電話: (02)8751-9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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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足智慧零售 從「節能」角度
出發+「消費者行為」分析
 黃英展專案工程師
亞迪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產品F.A.E

根

據全球化網路購物趨勢的興起 ，擠壓到造

強調智慧零售的基礎即建立在「 大數據分析 +

成傳統零售業者的生存空間 ，儘管全球經

預測 」更智慧的空調節能系統對於零售業者而

濟景氣暫無不良的前景 ，但包含北美與歐洲的傳

言 ，是有相當迫切的需求 。根據經濟部能源局

統連鎖零售業者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衰退潮 。據

2017 非生產性質行業能源查核年報資料顯示 ，

彭博社今年 4 月初美國零售業的數據 ，2017 年

批發零售業能源占比達 15。89%，是非生產性質

至 2018 年 ，美國已經有 8600 家零售商鋪關閉 。

行業中 ，能源占比第二多的而 。而批發零售業

網路購物如今的盛行因為包含了許多傳統零售賣

是電力佔營業成本比重較高的行業之一 ，其電力

場的優勢如：商品多元化 ，價格透明 ，付款方式

流向分析如下圖 ( 資料來源 : 經濟部能源局 2017

多元便利等 ，而結合物流業的“ 快速到貨 ”的優

年非生產性質行業能源查核年報 ，由圖表中可明

勢 ，使得全球的人們正默默的改變以往 ”出門逛

顯看出 ，空調設備是批發零售業支出佔比例最多

街 ”的消費習慣 。於是百貨公司的櫃位招商越來

的項目 。。

越困難 ，餐飲業櫃位的比列逐年升高 。或是願

有鑑於零售業對空調設備的依賴性 ，目前已

意施行百元促銷活動的店家越來越多 。無一不是

有許多零售業者自行添購具備節能效益的空調設

再因應實體店面經營困境的措施 。因此最近全球

備 ，例如變頻冷氣 。亦有許多空調業者發展出

都在提倡物聯網智慧零售（ IoT)，希望藉由網路

多種節能控制的智慧空調系統 ，其係以電腦為主

快狠準的優勢 ，能夠為傳統零售賣場與潛在消費

控制端 ，結合電腦程式與各式設備如感測器用以

者接軌 ，提升經營效率 。

監控 ，訊號轉換 ，通知 ，執行運作等方式 ，由

目前 ，透過攝影機影像進行監控服務的 VSaaS 正

電腦程式調整空調系統運作時間 ，溫度及風量

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其可以投過雲端服務

等 ，以達到節能之目的 。然而此等節能設備 ，

進行影像數據分析 ，儲存備份並管理監控攝影機

往往限制用於新形式且售價不斐的空調主機 ，對

所拍攝的影像內容 。如此強大的工具 ，可以用

於業主賣場中既有的舊空調系統適配性並不高 ，

於預防犯罪活動或調查各種場所發生事態 ，包含

而往往購買此等設備會造成業主額外的支出負

公共交通領域 ，機場 ，銀行 ，公園 ，購物中心

擔。

等 ，而對零售業而言 ，既有的監控賣場安全的

概觀目前零售業者普遍缺乏一套更有效率且價

畫面資源 ，可以結合各種圖形演算法的應用而增

格合理的能源管理 & 智慧空調節能系統 ，以致

加其附加價值 ，不乏為智慧零售與 VSaaS 市場擴

持續存在能源浪費的情況 。且空調電力消耗占營

展的未來基石 。

業成本比重最高 ，遂實在有必要發展一套針對零
售業場域開發的智慧空調節能控制系統
而「 消費者選購行為分析 」，概括的 6W6O 為

跨足智慧零售:從「節能」角度出發+「消
費者行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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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各行業之能源消費占比

表二  各行業之電力流向

調查等機制達成 。而隨著科技發展至今 ，已能

應該要具備學習功能 ，能精準預測目前賣場環境

透過影像圖形演算法進行大數據分析 ，以往店舖

各種變因而提前預設下一個時段的空間溫度及早

門市影像監控畫面 ，不在只是單純的防盜防竊為

介入調控 ，才不會有種「 忽冷忽熱 」的感覺 。即

目的 ，透過人形演算法進行來店人潮的定位與追

是「 未來溫度預測 」。而未來溫度的預測依據 ，

蹤 ，即掌握客流數目與移動 / 停駐分布的檢測紀

是以人工智慧中深度學習 (AI-deep learning) 核心

錄 ，並以跨店 ，跨區 ，誇時間交叉比較分析 ，

技術為基礎 。亞迪電子以下技術基礎開發智慧空

即可讓業者進一步了解顧客的選購傾向 ，暴露出

調節能控制器 :

各店面營銷的優點與缺失 ，即時採取宜時宜地的

控制空調機制的室內溫度感測方面 ，一方面接
收既有的迴風口溫度 sensor，另一方面接受各區

銷售促進的具體行動 。
因應現今零售業面臨的營業瓶頸與節能需求 ，

域內的熱成像感知裝置的溫度資訊 ，告別單純只

市場巳完成開發結合熱像感知 + 智慧節能 + 雲端

接收單一點溫度的誤差 ，導入可以偵測人潮為基

服務的智慧零售監控服務 :ifancy 愛分析 ，此服務

礎的溫度資訊 ，以網路控制方式取代溫度感測

整合多項獨家專利技術 ，為「 智慧零售 」一詞 ，

器 ，進而自動降載或關閉 。以達到省能的目的 。

界定新的里程碑

如此 ，即可針對人潮較多的區域加強調控 ，而
人潮稀少甚至無人的區域 ，主動關閉調控來達成
分區分時的節能目標 。

能預測未來的智慧空調節能控制器
「 能預測未來 ，才是真正的智慧 」，目前業主

內 建 之 回 饋 式 類 神 經 網 路 (recurrent neural

在控制冷房時 ，皆以現今法規規定營業場所室溫

network) 可預測未來 15 分鐘後之室內溫度 。作為

須在 26°C 以上為基準 ，故傳統冷氣壓縮機介入

空調主機或冷氣機之控制依據 ，其仰賴各項數據

室溫調控時溫度勢必會隨著人潮多寡 ，大門開啟

的累積 ，如 : 天氣預報 ，大門啟閉次數 ，是否為

次數等變因而忽上忽下 。而真正智慧的空調系統

人潮高峰時間等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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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模糊法則 (fuzzy rule) 控制器 ，能使一方面

偵測與計數準確率 。
以此熱成像裝置應用於零售業賣場可得知二維

達到節能成效 ，另一方面將節能控制對於空調環
境中空調舒適度之影響降至對低 。

空間的室溫與影像與並追蹤任何消費者在商店

1. 安裝方便，價格低廉且適用於各型中央空調

中的位置 ，透過分析營業空間的熱流分佈與結
合智慧智慧節能控制器進而調變分區冷氣強度 ，

主機或中小型冷氣機。
2. 通常節能效率與空調舒適度有著對比關係，

使得店內溫度達到節能而舒適的均衡溫度 ，舉

而此智慧節能控制器能夠透過遠端調整節能

例來說 ，在人潮聚集的區域加強該區的溫度調

效率，達到業主真正的節能/舒適度需求。。

控 ，反之 ，在人潮較少或沒有人的區域可以降

3. 納入電表耗能統計系統於雲端呈現報表以評

低溫度調控需求 。
而透過視覺深度演算法等技術 + 熱成像感知器

估節能成效。
此 節 能 控 制 器 透 過 區 域 網 路 (Local Aera

亦可分析各產品櫃區前的顧客停駐情況 ，顧客

Network，LAN) 與各空調主機 ，熱成像感知裝置

位於哪一列貨架前等追蹤紀錄消費者選購行為 ，

連接 ，此區域網路可接受 RS-485 有線網路 ，電

業者可依據各項數據構成的資料庫產生報表 ，

力線載波網路 (PoE)，或乙太網路 (Etherent) 等 ，

篩選條件以建立個別門市 ，商品 ，時段等情境

再經由網際網路 (internet) 進行雙向控制與擷取各

下的展銷策略 。
各產品櫃區的感知器檢測數據以 Metadata 方式

項數據的紀錄

傳送至雲端商業訊息平台 ，通過平台資料庫提
供業者即時統計 ，狀態通報 ，與歷史報表服務 ，

熱成像裝置取代傳統監視

同時可加入外部數據 (external data)，如 POS 銷售

首先透過自主研發專用熱成像裝置

數據等 ，提供業者行銷決策參考 。

HeatFinder，其內建雙感知器 ，一為熱成像感知

目前由於生鮮超市類商品網購比例仍舊不高 ，

器 ，一為視覺感知器 ，此熱成像裝置能檢測人眼
不能感知的電磁波 : 紅外線熱輻射 ，自然界中 ，

大多數消費者依然習慣直接到實體商店親自挑選

一切物體都能散發紅外線熱輻射 ，因此利用感知

購買 ，目前 iFancy 智慧零售雲端服務 ，已實驗性

器測定目標物本身和背景之間的紅外線輻射差可

導入頂好超市分店 ，希望能從節費空間與業主

以得到不同的熱成像 ，熱成像和可見光圖像不

導入設備所需花費中的成本找出平衡點 ，也就

同 ，它不是人眼所能看到的目標顏色 ，而是目

是說 ，讓業者可以用節費換設備 ，以達到無痛

標表面溫度分佈圖像 ，換一句話說 ，紅外線熱

導入之效 。
未來採用 iFancy 服務的店家 ，一 方 面 將 達 到

成像能使人眼直接可以看到的是目標表面溫度分

節能節費的目的 ，另一方面亦可提供消費者舒

佈的熱圖像 。
此專業涵蓋熱成像 / 熱像融合技術與影像數據

適的購物環境 ，本系統即透過熱成像感知與物

分析演算法等技術 ，遂開發多系列熱像感知設備

聯網分析技術 ，可取代 / 新增現有的賣場監控設

兼具備以下特色 :

備 ，經由實驗場域的驗證得知可節省 25% 以上

1. 獨家雙頻段雙鏡頭偵測攝影，結合熱成像模

的電力支出 。這套系統能使得商店業主可對其店
面場域進行全面性的安全監控與高效能的節能調

組與全彩光學攝影模組

控 ，並透過雲端平台的大數據分析產生具備商

2. 智慧熱成像技術，讓攝影機可以主動發現熱

業價值的決策報表管理 。以提升業者在智慧空

目標並追蹤。

調 ，安全監控 ，精準行銷與增加顧客滿意度的

3. 自主熱輻射演算法，分析目標絕對溫度並持

營運績效為目標

續記錄。
結合熱目標追蹤與光學人形演算法 ，提升人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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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熱成像感知攝影機HeatFinder

圖二  使用HeatFinder熱成像感知攝影機布置零售賣場示意圖

圖三  透過ifancy熱區分析功能即可得知商品熱門程度

圖四  ifancy雲端客流分析圖表

圖五  熱成像檢知設備使用情境示意圖

圖六  ifancy智慧零售雲端服務三大功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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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空調新趨勢-磁浮無油冰水機

全球空調新趨勢-磁浮無油冰水機
 林美真副總經理
承隆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 創造一個與眾不同的世界 引領效能
新紀元
•

年能源使用量比傳統壓縮機低30％至50％，
此卓越的能源效率可降低運營預算並縮小
設施的碳足跡。在美國，此高效率有助於
USGBC LEED®的得分

•

因為無摩擦磁浮軸承技術沒有機械磨損表面,
出色的持續性和長更長的使用壽命。無油，
高效率和低重量也有助於實現更可永續的系
統解決方案

•

促進符合國家能源法規，例如ASHRAE標準
下方面具有優勢：

90.1和歐洲指令2002/91/EC，並有助於滿足
日益嚴格的當地法規，例如加州Title 24住宅
•

和非住宅建築能效標準

二、利用先進技術提升性能

通過在許多應用中，超過33％的部分負載值

•

使用變頻器（VFD）減少高達50％的能耗

（IPLV）改善來降低用電度數，從而減少二

•

卓越的部份負載值（IPLV）從100％到20％

氧化碳排放
•
•

的整個工作範圍內，達到最佳能效。

全球被視為對氟氯烴的環保替代品，HFC-

•

134a製冷劑的臭氧消耗潛能值（ODP）為零

降低壓縮機速度，並在冷凝溫度和/或熱負荷

極其緊湊的尺寸和重量輕，使製造商和統包

降低時最大限度地節省能源成本。

商能夠經濟高效地安裝無摩擦的雙級離心式

使用磁力軸承100％無油運行

壓縮機，其所占面積比傳統壓縮機小得多
•

•

72 dBA（TT300）的聲音等級無需耳罩保

冰水機組，會損失9％的效率。（圖1）

不到其他聲音，與同等大小的螺桿和往復式

•

壓縮機相比，它們更安靜

•

修，大大降低維護成本。

無摩擦磁浮軸承免除了這些低效率的成本以
及與油服務相關的維護成本。

今天 ，全世界都在尋找能夠在效率 ，永續性

•

和應用性相較於過去的冷暖空調技術有所不同

一個運動部件（電機轉子軸和葉輪組件）在
旋轉過程中通過由一個軸向和兩個徑向軸承

的新技術 。對於商業和工業冷暖空調系統以及

組成的數控磁浮軸承系統，這完全消除了任

其售後汰舊換新 ，DanfossTurbocor® 壓縮機在以

Esco會訊53期.indd 6

許多冰水機組都是用油過量充電（圖2），
導致實際能效遠低於設備的額定值。

通過免除使用冷凍機油及免除潤滑油系統維

台灣ESCO會訊 第五十三期

傳統的壓縮機和冷卻器由於存在阻礙熱傳遞
的潤滑油而消耗更多能量。含油量為4％的

護。在典型的機械室中，這些壓縮機通常聽

•

DanfossTurbocor®壓縮機採用變頻驅動器，可

何金屬與金屬的接觸和磨損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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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磁浮軸承上的傳感器每秒監測軸位置
100,000次，確保精確定位。

通過100％數位控制獲得更智能化控制
•

作為第一真正的“智能”壓縮機設計，
DanfossTurbocor®壓縮機使用板載數位控制電
子設備主動管理壓縮機運行以優化性能，同
時通過BAS或EMS提供外部控制和基於Web
的監控，以實現最佳節能效果。

磁力軸承和軸承傳感器
•

由永久磁鐵和電磁鐵組成，採用獨特的專利
設計，尺寸緊湊，性能可靠

•

在懸浮的磁墊上實現精確控制的無摩擦壓縮
機軸旋轉

•

軸承傳感器位於每個磁力軸承上，即時向軸
承控制器反饋轉子軌道和推力/軸向訊息

永磁同步電動馬達
•

由PWM（脈衝寬度調製）電源供電

•

高速變頻操作可提供高效率，緊湊性和緩啟

•

來自馬達/軸承控制器的訊號確定變頻器輸出
頻率，電壓和相位，從而調節馬達速度

•

動優勢

將機械能轉換回電能。在電源故障的情況
下，該專利控制方案允許正常的去除和關閉

觸地軸承
•

緩啟動模組

當壓縮機未通電時，徑向和軸向定位的軸承

•

支撐轉子
•

系統提供優勢，並降低定子上的熱應力

提供備用，防止轉子/葉輪組件與其他金屬表

•

面接觸

只有一個主要的移動壓縮機組件

•

作為永磁同步馬達的轉子

•

葉輪直接鎖定在軸上

啟動電流僅為2安培，而傳統壓縮機在此噸
位範圍內通常高達250-350安培 - 真正重新定

軸和葉輪
•

顯著降低啟動時的高突波電流，為線路電源

義緩啟動
機電
•

單點連接到主電源

•

整流器將交流線路電源轉換為高壓直流電源

變頻驅動

•

用於平滑直流電壓供應的電容器

•

•

DC-DC直流-直流轉換器，用於提供高低直

IGBT（絕緣柵雙極晶體管）是一種將直流電
壓轉換為可調節三相交流電壓的逆變器

流電壓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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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空調新趨勢-磁浮無油冰水機

•

用於外部控制和監控的網路連接

•

PWM放大器，用於電磁軸承的電源

•

壓縮機軸承和電機控制器微處理器

設計便於應用和可靠運轉
•

適用於中型冰水機組或DX系統的簡便和最佳解決方
案

•

專為冷暖空調應用而設計。為空調應用提供製冷，蒸
發器溫度最低可降至15至20ºF/-9至-6.6ºC（取決於系
統壓力比）。適用於舒適或過程冷卻應用中的冷卻器
維護簡易

或直接膨脹空氣系統。

•
簡易通用
•

無需使用冷凍油也無潤滑油系統，機械零組件無
磨損，只需簡單的預防性維護。

所有DanfossTurbocor®型號都具有相同的物理尺寸和
操作簡易

相同的連接位置，並以相同的標準方式使用相同的控

•

制和監控接口模組和安裝。

採用HFC -134a冷媒，臭氧消耗為零。壓縮機重量
不到300磅（136千克），是傳統壓縮機重量的一

有益於產品和運轉成本
•

小部分，佔用面積減少約50％，易於操作。

無摩擦磁軸承設計無需油管理系統。油不能附著在傳

•

熱表面，因此整個生命週期的效率維持最佳，為客戶

一台磁浮冰機問世至今已經運轉超過15年；技術

提供最高效率/最低排放，並且在噸位範圍內具有最

成熟可靠；所製造出的冰機機組從60噸到2500噸

具成本效益的性能。

滿足全世界不同產業能源用戶的需求；成為能源
用戶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節能減碳的最佳選擇；

控制簡易
•

磁浮無油變頻離心冰水機組，從2002年Smardt的第

板載數位電子設備是“大腦內部”，它使Turbocor®壓

同時幫助眾多的能源用戶在新建築中取得各國綠

縮機完全自我管理，同時實現複雜的自我診斷，監控

建築或美國LEED綠建築標章。歐、美、亞太諸

和控制。這種智能易於各種控制輸出 - 包括ModBus

國的國際知名與跨國企業(橫跨資料中心、商業
大樓、學校、傳統及高科技工業產業、醫院、飯

和基於Web的監控和控制。

店、賣場、機場、船舶軍艦)皆已廣為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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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地圖技術應用於太陽能發電
潛能熱區劃設－以新竹市為例
 鄧緯傑經理
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

一、前言

國

際 能 源 總 署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譜變化 、日照量變化 、陽光蔭影 。茲將本文所

IEA) 近 十 年 來 ，伴 隨 能 源 網 際 網 路 的 建

採用資料及方法說明如下 ，

設 ，能源大數據及雲端演算能力的長足發展 ，國

1.地形及地貌數據

內外諸多專家和組織陸續開始討論「 能源地圖 」

全市範圍地形資料乃採用民國 106 年新竹市區

的深化應用 。在再生能源領域 ，繪製一套再生能

1

域數值地表模型 (Digital Surface Model，DSM) 資

源可視化地理圖輯 。本質上 ，能源地圖既是經濟

料 ，空間解析度 5m×5m。

地圖的一部分 ，除了可以是反應一定地域範圍內

個別案場區域建築物資料乃採用民國 100 ∼

能源的發展條件及其水準地區差異的主題地圖 ，

106 年 建 置 的 航 空 測 量 地 形 圖 ，製 圖 比 例 尺

又 可 以 全 面 、系 統 地 表 達 資 源 、生 產 、輸 送 、

1/1,000，誤差範圍 50cm。

消費 4 方面的內容 ，有助於對能源分析及決策的

2.「太陽輻射量」模擬技術

制訂 。
目前我國在推估太陽能蘊藏量上的計畫 ，幾乎

地球表面所接收的太陽輻射有三種形式：直接

是以評估案場用地或屋頂面積反推 ( 一般太陽能

輻射 、散射輻射和反射輻射 。直接輻射是地面

模組： 10 ㎡ =1 kW；高效能太陽能模組： 5.42 ㎡

所接收到的沒有改變方向的太陽輻射 ，是總輻射

=1 kW)，得到僅是太陽能模組的裝置容量數據 。

中最重要的部分 。它不僅在能量的平衡中起了最

除無法得知實際發電量外 ，而且沒有考量到設置

重要的作用 ，而且總輻射中其它輻射成分都依賴

案場所在區域的日照條件及周邊地形 、地貌所造

於它 [1]。正是由於直接輻射的重要性 ，許多領

成的遮蔽影響 。因此本文將直接從太陽光電系統

域的研究都需要直接輻射的資料 。要取得實驗區

發電的來源－太陽輻射著手 ，嘗試以新竹市為範

合理準確的輻射通量 ，一種手段是用直接輻射儀

圍 ，建立我國太陽輻射量發電推估模式 ，期望有

來收集各個網站的資料資料 ，另一種手段即建立

助於我國政策及公私部門未來於評估太陽光電系

太陽輻射模型 。基於 GIS 的太陽輻射模型國外從

統設置時的參考 。

20 世紀 90 年代開始進行了理論的探討和實踐 ，
國內在這方面的研究剛剛起步 ，僅在理論上有一
些探討 ，還沒有成型的模型 。本文對基於 GIS 的

二、使用資料及研究方法
依據行政院「 陽光屋頂百萬座 」網站所提供民

太陽輻射模型進行了研究與實踐 。運用地理資訊

眾之裝設太陽光電系統評估資訊中有關案場周邊

系統獲取地理座標 、地形地貌與太陽運動之間的

日照條件的評估原則包括：太陽光電之裝設地點

關係建立太陽直接輻射模型 ，從而得到太陽直接

應避免周圍建築物遮蔽 ，電池模板宜面向南方 ，

輻射及相關資訊的空間格局 。

傾斜角度約為 22-25±10 度 。一般來說 ，空曠無

本 文 乃 應 用 ArcGIS Desktop 10.4 之 Solar

遮蔽的大樓頂樓 、南向無遮蔽的斜屋頂 ，都是可

Radiation tools。模 擬 技 術 係 透 過 ArcGIS Spatial

以考慮的設置地點 。而當中會影響太陽光電系統

Analyst 擴展模組中的太陽輻射分析工具以針對特

發電效率的案場週邊環境因素則是包括：陽光光

1

DSM (Digital Surface Model) 指的是地表上所有地物，包含人工構

造物或自然森林或人工作物覆蓋地面的高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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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地圖技術應用於太陽能發電潛能熱區劃設－以新竹市為例

定時間段太陽對某地理區域的影響進行製圖和
分析 。演算時會考慮大氣效應 、地點的經緯度
和高程 、陡度 ( 坡度 ) 和羅盤方向 ( 方位 )、太陽
角度的日變化和季節性變化以及周圍地形投射
的陰影所帶來的影響 。
太 陽 輻 射 分 析 工 具 乃 依 據 Rich 等 人 (Rich
1990，Rich 等人 1994)[2][3] 創立並進一步由 Fu
和 Rich(2000，2002)[4][5] 發展的半球視域演算
法中的方法 ，計算某研究區域範圍內或特定位
置的日照 。
所計算的輻射總量將以總輻射量形式輸出 。
並針對每個要素位置或每個地形面中的位置重
複計算直射日照量 、散射日照量 、總日照量 ，
以便生成整個地理區域的日照地圖 。

三、太陽能發電量推估及驗證
1.測試案場太陽光電發電量模擬比對
經檢視新竹市 23 所學校 107 年 1 月 ∼4 月之太陽
光電系統實際發電量數據中 ，僅在 107 年 4 月屬於
滿載發電數據 ( 比對台電公司公布之 106 年 DMY 數
據 3.22 kWh/d /kWp，須相接近或大於 )，因此本文
僅採用 107 年 4 月的太陽光電系統實際發電量數據
作為測試案場 (23 所學校 ) 太陽光電發電量模擬 。
接續利用新竹市 23 所學校校區範圍之 DSM 數據
模 擬 出 107 年 4 月 1 日 ∼4 月 30 日 ，繪 製 出 107 年
4 月份測試案場的太陽輻射量分布地圖並計算各測
試案場模擬的 DMY 數據與實際發電量數據進行比
對 ( 表 1)。
表1、107年4月測試案場太陽光電發電量模擬精度

太陽輻射計算公式如下：
總輻射量 (Globaltot) 的計算方法是 ，直接分
別將所有太陽圖和星空圖磁區的直接輻射量
(Dirtot) 和散射輻射量 (Diftot) 相加 。

內○國中 4.42 4.30352

3.驗證用實際太陽光電案場發電數據
共計取得新竹市 24 所學校 2107 年 1 月∼4 月
之太陽光電系統實際發電量數據 ，數據內容包
括：月發電量 (kWh) 及月 DMY(kWh/d/kWp)。
4.再生能源設置合法性數據
5

乃整合新竹市都計 、非都 、環境影響評估 等
分區地圖 ，以執行再生能源設置合法性的篩選
作業 。
2

新竹巿成德高中、三民國小、大庄國小、內湖國中、水源國小、育

賢國中、東門國小、東園國小、虎林國小、虎林國中、建功國小、建
華國中、香山高中、香山國小、高峰國小、培英國中、富禮國中、朝
山國小、港南國小、新竹國小、載熙國小、龍山國小、關東國小。
3

○德高中 4.60 4.29437

大○國小 4.62 4.63869

總輻射量單位： watt*hr/ ㎡

4

水○國小 4.51 3.83460
○賢國中 4.54 3.88699
東○國小 4.55 4.01108
○園國小 4.69 4.18823
○林國小 4.56 4.67471
虎○國中 4.47 4.54338
建○國小 4.59 3.71730
○華國中 4.63 3.91265
平均精度

都市計畫區可合法設置再生能源使用分區[6]：住宅區、商業區、
非都市土地可合法設置再生能源用地編定[7]：

a.甲種建築用地、乙種建築用地、丙種建築用地、丁種建築用地、交

精度
比較

實際
DMY

精度
比較

4.42183

99.0%

4.43900

98.4%

100.3% 高○國小 4.85

4.17633

86.0%

97.3%

4.06699

90.1%

4.13289

89.2%

4.03469

97.9%

4.28150

89.7%

4.11140

89.1%

4.51729

99.7%

101.6% 龍○國小 4.52

3.89883

86.2%

80.9%

4.22228

94.3%

93.4%
95.0%

85.1%
85.6%
88.1%
89.3%

模擬
DMY

案場名稱

香○高中 4.47
○山國小 4.51

培○國中 4.51
○禮國中 4.63
朝○國小 4.12
○南國小 4.77
新○國小 4.62

102.4% ○熙國小 4.53

84.5%

關○國小 4.48
92.3%

從 表 1 得 知 ，各 案 場 之 模 擬 精 度 從 80.9%∼

乙種工業區、甲種工業區、特種工業區、農業區、保護區。
4

實際
DMY

○民國小 4.52 4.28928

Globaltot = Dirtot + Diftot

3

比較表
模擬
案場名稱
DMY

102.4%，而 總 體 平 均 精 度 則 是 在 92.3%。因 此 初

通用地，以上五種土地使用分區，開發規模小於2公頃，設置逕為容

步 認 定 本 計 畫 應 用 ArcGIS Desktop 10.4 之 Solar

許，且無使用面積限制。

Radiation tools 模擬結果可被採用 。

b.農牧用地、林業用地、養殖用地、鹽業用地、礦業用地、窯業用
地、水利用地、遊憩用地、國土保安用地，以上八種土地使用分區，
開發規模小於2公頃，設置逕為容許，點狀設置之限制：以一宗土地做

2.模擬產製新竹市全市太陽輻射量地圖

為管制點狀使用面積不得超過660平方公尺。

基於上述模擬演算成果的基礎 ，本文乃進一步利

c.特定農業區之農業用地不得申請變更編定。

用新竹市全市之 DSM 數據 ，推估模擬繪製出 107 年

5

環境影響評估限制[8]：經檢視新竹市轄區範圍內僅有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國家重要濕地、保安林地；等環境影響評估限制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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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新竹市107年全年太陽輻射量分布地圖

圖3、新竹市套疊環評限制及都計無法設置區域太陽
輻射量分布圖

1 月 1 日 ∼12 月 31 日 ，共 計 365 天 的 太 陽 輻 射
量地圖 ( 圖 2)。
從圖 2 可概略看出在新竹市西邊沿海區域愈空
曠地區 ，所模擬出太陽輻射量數值愈高且分布愈
均勻 ，而建築物密集或地形起伏大之地區 ，則
日照情形容易受到遮蔽的影響 ，以致太陽輻射量
數據下降且分布愈零碎 。
據此 ，得知太陽輻射量數值高且分布均勻的地
區主要分布在西濱道路以西及東西向快速道路以
北 ，還有空軍基地所處等區域 。

N
圖4、3D太陽輻射量分布圖

四、太陽能發電潛能熱區劃設
2.繪製個別案場太陽能發電熱區地圖

1.繪製全市太陽能發電熱區地圖

以新竹市香山區「 ○園社區 」為案例探討 。○

依據現行「 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 非

園社區建立於民國 82 年 ，占地面積約二萬三千

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及「 開發行為應實施環

餘坪 ，該社區建築物配置為雙拼 2 ∼3 樓之透天

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
；等法令規定 ，

別墅 ，全區住戶僅 130 戶 ，建築物位處非都市土

再生能源的設置行為必須考量其適法性 。因此 ，

地之山坡地保育區的丙種及丁種建築用地編定 ，

本計畫乃進一步整理新竹市都計及非都土地區域

為早期台積電安家計畫之社區 。本社區四面小山

公私有不得設置再生能源地籍 ( 計 16,784 筆 ) 圖

環繞 ，花草扶疏 。社區有一中央大草坪 ，草坪

及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國家重要濕地 、保

兩旁有兩條主要道路並交會於近入口處 ，社區北

安林地；等環境影響評估限制區域地圖 ，作為排

方設置如溜冰場 ，網球場以及籃球場多項運動設

除區域後套疊前述 107 年全市太陽輻射量地圖 ，

施。

得知剩餘可設置再生能源面積比例約 76％，並繪

經 由 上 述 3D 太 陽 輻 射 量 分 布 圖 ( 圖 4) 得 知 ，

製成新竹市太陽能發電熱區地圖 ( 圖 3)。

整個社區周邊山坡地日照條件最佳 ，建築群屋頂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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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地圖技術應用於太陽能發電潛能熱區劃設－以新竹市為例

N

圖6、太陽能發電模組配置圖

圖5、建築物屋頂結構分布圖

的日照條件次之 ，而且個別建築結構間有產生明

仍有提升的空間 。後續研究將朝向增加驗證數量

顯 遮 蔽 現 象 ，屋 頂 DMY 最 高 處 為 3.27 kWh/d /

及擴及新竹市以外縣市區域來進行探討 。

kWp。另外透過該社區之建物圖得知該社區建築
物屋頂結構包含磚造 、鋼筋混凝土 、鐵皮；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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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 ( 圖 5)，因此為了符合設置太陽光電系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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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並進一步假設 70％設置率的前提下推估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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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行性評估 ，相當耗費時間及成本 。若能透

1. 任職於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經理 。

過本文技術及評估方法 ，則除了可以快速評估大

2. 專長再生能源潛能調查與評估 、節能策略評估及推動 、區

範圍以至全市或全國的太陽能發電潛能外 ，更可

域能源規劃 、能資源地圖 、智慧節能診斷系統 、地理資訊系統

以結合高精度 (10cm∼1m) 數值地形與建物地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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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個別單一案場的擬真 3D 太陽能發電量的演

本文所引用之新竹市 23 所學校 107 年 1 月 ∼4 月之太陽光電系

算評估 。如此將能大幅縮減案場設置的評估時間

統實際發電量數據及晶園社區區域建築物資料 ，係執行「 107 年

及成本 。

新竹市再生能源資源調查及整體策略規劃執行計畫 」期間 ，由新

3. 雖然本文驗證平均模擬精度可達 92.3%，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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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能源技術應用
 謝元晟 承隆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加值管理部
前言

近

幾十年來 ，全球氣候變遷與溫室效應日益
顯著 ，對人類生活環境造成嚴重威脅 。因

此 ，世界各國透過全球協議與政策措施 ，致力
發展前瞻能源技術 ，期許在兼顧能源安全 、經
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情況下 ，能減少溫室氣體
排放 ，以維繫能源安全與環境永續發展的目標 。
改善能源效率通常被視為節能減碳最具成本有效
性方法 ，可同時增加經濟成長與能源安全 。為
擴大國內工業 、住商及運輸節能潛力 ，針對老
舊設備與耗能產品 ，建議透過示範獎勵 、法規 、
融資 ，使得成熟技術快速產業化 ，取得實績 ，

圖1 AI智慧能源管理系統

擴大產業推動 。

能力 ，同時克服人類極限 ，將這些優勢與當前

現場監控設備資料透過網路連結同步至雲端 ，

的計算機大規模而且迅速的數據處理功能結合起

雲端收集的大量 Big Data 除了作為一般紀錄與儲

來 。在節能產業上的應用 ，可以依照過去從監

存 ，並可進一步發展 AI 智慧能源管理系統 。因

控系統收集而來的大量數據 ，經由大數據分析技

此如何運用分析如此大量的資訊 ，作為系統最佳

術搭配專家經驗結合成人工智慧控制系統 ，代替

化控制決策分析 ，為系統最佳化分析與管理之重

人類做全時段精準化的控制 ，達到自動化控制及

要的工作 。透過專家雲端節能診斷分析以實現節

再節能的功效 。

能減碳的目標外 ，AI 智慧能源管理系統更可實
現系統最佳化管理與提前預防設備故障 。

三、AI智慧能源管理系統
傳統的能源控管方式通常以人為監督 ，不但需

二、能源生產的商業和供應智能化

要大量人力且在操作上總是無法避免疏漏 。在人

能源行業未來的發展主要在於優化和預測 ，而

力精簡與節能減碳的目標下 ，AI 智慧能源管理系

人工智慧正好能針對能源生產 ，能源電網平衡

統的輔助是改善管控疏漏的快速方法 。為了提供

和消費習慣等方面提供獨特的解決方案 。不難

用戶高效率的能源管理方式 ，AI 智慧能源管理

預測 ，人工智慧將成為能源行業的重要組成部

系統搭配即時資通訊整合系統 ，可將學校 、醫

分 ，應用於生產方 、傳送方和消費方上 。人工

院 、工廠 、住辦大樓 、飯店 、大型超市等建築

智慧是一個自我學習和演算的應用過程 ，而非模

物或建築群內的電力設備 、照明設備 、空調系

仿人類工作的編程方式 ，即其能夠集合人類擅長

統 、空壓系統 、熱水系統利用節能關鍵指標 ( 能

的 ，例如視覺感知 、理解 、溝通 、隨機應變等

源指標 、系統指標 、設備指標 、M&V 指標 、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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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指標 、專家指標 、能源流向指標 、IOS50001
指標及碳盤查指標 ) 來分析系統能源使用狀況 、
故障預防 、系統效率 、節能績效 、量測驗證及
節能控管實行集中管理分析 。
AI 智慧能源管理系統 ，可讓企業主透過電腦 、
手機與平板電腦連線至雲端能源管理平台 。利用
儀表數據視窗指針管理及各類型報表趨勢圖 ，即
時瞭解公司各能源系統的 KPI、節能狀況及能耗
效率等相關訊息 ，並提供用設備及系統的專家分
析報表曲線 ，讓企業主能了解自身企業節能成
效 、設備效率及系統效率等資訊 ，進行針對問
題進行預防性改善及找出再節能的機會 。

四、AI智慧診斷分析系統
AI 智慧診斷分析系統就像醫生一樣 ，當病人

圖2 AI智慧能源管理系統架構圖

( 系統 ) 生病 ( 故障 ) 時 ，醫生 ( 智慧分析系統 ) 會
應用各種儀器來診斷 ( 量測 ) 各項數據 ，依據儀

大的效益 ，在應用上利用有效的雲端控制除了將

表數據報告來分析病因 ( 問題 )。依經驗及相關佐

耗能集中管理上的方便外 ，透過系統最佳化能

證數據來對症下藥 ( 維修 )，最後病人 ( 系統 ) 就

夠為客戶節省年平均超過 15% 以上的管理效益 ，

能恢復健康 。

利用數據分析比對 ，還能提供未來改善建議 ，

一般系統在發現問題時才去收集分析數據 ，已

而達到再節能的後續效益 。

經是很嚴重且明顯的噪音或發燙情況才會被發
現 。而 AI 智慧診斷分析系統 ，最大的優點是能

五、AI智慧再節能控制系統

夠即時分析相關儀表數據 ，在系統設備發生初期
就會發現資料數據差異 ，並提供相關預警警示 ，
在還沒發生問題時就提早防範未然 。

在建物或廠區行政類大樓裡冷熱系統常造成極
大用電需求 ，因此空調系統與熱泵系統節能技術
受到高度重視 ，最常使用的方式為更換高效率設

設備在故障初期只要有充足的資料數據 (Big

備或加裝變頻器 ，國內外業者也有自家的自動

Data) 且利用專家系統的分析比對 ，在預防故障

控制技術 ，多朝單一對象 ( 如水塔 、水泵 ) 進行

的第一時間即可比對歷史資料庫及相關經驗法

控制 ，如採用 PID 控制 、固定控制參數目標等 。

則 ，通知相關人員系統設備數據差異並且告知問

透過系統累積之巨量運轉資料找出會隨變動因素

題發生原因及處理方式 。在設備系統發生故障

( 如氣候 、區域 ) 之控制目標 ，使系統具備自動

初期只需要花費較少的金錢就可以將其修復；

演算及最佳化控制功能 ，且同時具有雲端監控特

但如果等到設備系統中 、後期故障才發現並進行

性 ，對於擁有多廠區或多建物的用戶有更顯著管

修復 ，就會比初期維護花費還要更加巨大的修復

理效益 。

費用 ，而且最後有可能演變為更嚴重的工安事件

(1) 熱泵再節能控制系統

( 燒毀 )。
AI 智慧能源管理系統最大的效益在於除了能夠

過去在設計熱泵熱水系統時 ，多關注於各個部

正確了解能源系統內部耗能設備之能源消耗情況

件間的匹配關係 ，對於整體系統優化的部分則

外 ，並且讓耗能設備在操作上更有效率而發揮最

鮮少也不易事前考量 ，目前運作中的熱泵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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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AI智慧診斷分析系統流程圖

運作流暢
初期故障訊號
資料數據異常

中期故障訊號
明顯噪音
晚期故障訊號
燙手

AI 智慧管理-系統故障預防

燒毀

末期故障訊號
燒毀

圖4 P-F Curve 曲線圖

圖4 P-F Curve 曲線圖
系統 ，大多採用熱水儲存桶槽的恆溫控制器來

產生極大的浪費 ，因此 ，在熱水控溫方面存在

實現簡單的壓縮機起停控制 ，對用戶而言 ，熱

值得優化再節能的空間 。藉由外氣溫度及客戶的

水需求其實與氣候條件和個人用水習慣關係非常

用水習性變化 ，預測客戶在不同外氣溫度及時段

密切 ，這樣的恆溫設定在熱負荷較小的時候勢必

下的熱負荷量 ，根據熱泵的製熱效率 ，調整桶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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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能源技術應用

槽的設定溫度及熱泵的起停時間 ，並透過設備運
轉資料 ，深入分析系統的結構參數 、環境參數 、
運行參數與熱力性能參數之間的互相關係 ，找出
最佳化控制點 ，科學化的調適出系統的最佳運轉
模式 ，達到二次節能效果 。
(2) 空調再節能控制系統
傳統空調水系統的節能控制主要是採用 PID 控
制法則針對水泵進行壓差控制或是溫差控制 ，雖
可達到一定的節能成效但對整體水系統而言無法
達到空調全系統能耗最低的效果 。空調再節能
控制系統使用冰機及水泵的歷史資訊進行耗能建
模 ，進而找出空調水系統運轉參數（ 冰水出水

圖5 REnergy再節能控制系統效益分析圖

溫 、冰水入水溫 、冷卻水出水溫 、冷卻水入水
溫 、冰水流量及冷卻水流量 ）對冰機耗電 kW 之
關聯性模型 ，找出在相同場域冷凍噸需求下之整
體冰機 、冰水泵及冷卻水泵最小耗能操作點 。

六、利用AI技術創立新的商業模式
台 灣 節 能 技 術 服 務 企 業 (Energy Service
Company, 簡稱 ESCO) 產業涵蓋「 節能績效保證
專案 」、
「 節能改善工程 」、
「 節能支援性工作 」
與「 節能設備或技術銷售 」等四大領域 。運用數
據分析前 ，ESCO 產業的創值基礎 ，為奠基於能
源審計下設計裝置的有形設備與工程 ，未來進

圖6 進階ESCO節能改善合作模式經費與利益分配示意圖

階 ESCO 產業創值的商業模式 ，則是以系統匯流
的海量數據為本 ，由 AI 人工智慧下循環精進產
生的節能價值為核心 ，屬於無設備成本 ，零耗

趨勢 ，以及再節能商機 。再多的資料如果不去

能零碳排的最佳節能手段 ，在不衍伸用戶經費支

使用它分析它了解它 ，Big Data 只不過是一連串

出下 ，達到節能減碳的效能 ，創造兩造分享的

的數字排列組合 ，無法從中的了解其中奧妙之

利益；設備運轉後 ，為驗證節能績效所累積之實

處 。利用 AI 智慧能源管理系統是改良現場監控

際資料 ，若能透過數據分析再發掘出節能空間 ，

系統數據分析能力不足的缺失衍生而來的商品 。

建立互利雙贏的進階 ESCO 商業模式 ，不但能為

因此如何將如此龐大的垃圾資訊變成人人愛的黃

業主再精省能源費用 ，更能為設備廠商 ，在系

金珠寶 。將數據可視化透明化並且做更深入分

統建置外另闢一個動態節能系統的商機 。

析計算 ，可以預測系統的能耗變化 、性能趨勢 、
系統最佳化以及故障預防的一大得力助手 。針對
節能減碳訴求 ，以往僅強調單一裝置的省電已不

七、結果與討論

足夠 ，需以系統角度切入衡量 ，透過各項 AI 技

資料其重要性不在於數據資料有多少 ，而是
人們如何應用軟硬體 ，從各種數據中找出線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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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STEP up與瑞士ProKilowatt
節能補助競標制度之比較研析
 葉長城1

鄭睿合1

1. 中華經濟研究院

汪哲仁1

郭家瑾1

謝宗准２

2.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基於經濟利益考量 ，採用具有較佳成本效益之方

摘要
能源政策中 ，
「 市場工具型政策 」
（ Market-

式達成節能目標 ，因而較能達到市場最佳配置效

Based Policies, MBIs）具有較高的分配效率 ，

率 ，例如：競標制度（ Auction Mechanisms）。

在

賦予市場參與者自由選擇最適合自身的措施和交

相較於管制工具（ Regulatory Tools），「 市場工

付方式（ measures and delivery routes），並透過市

具型政策 」
（ MBIs）具 有 較 高 的 分 配 效 率 ，賦

場機制降低社會達到節能目標的總體成本 ，是

予市場參與者自由選擇最適合自身的措施和交

目前對於能源政策制定者最具成本效益之重要

付方式（ measures and delivery routes），並透過市

方式 。本文首先概要檢視及界定國際間主要能

場機制降低社會達到節能目標的總體成本 ，是

源效率政策類型 ，並以德國「 STEP up」和瑞士

目前對於能源政策制定者最具成本效益之重要

「 ProKilowatt」計畫為例 ，說明彙整「 市場工具型

方式 。爰本文在概要檢視及界定國際間主要能

政策 」
（ Market-Based Policies, MBIs）中之節能競

源效率政策類型後 ，以德國「 STEP up」和瑞士

標制度之運作機制 ，藉由檢視兩國之政策經驗 ，

「 ProKilowatt」計畫為例 ，說明彙整「 市場工具型
政策 」中之節能競標制度 ，並分別從德 、瑞兩

給予臺灣 ESCO 市場發展相關借鏡 。

國實施計畫之背景 、申請對象與競價依據 、補
助之主要類型及補助額度說明 、補助款支用範

一、前言

疇 、申請及審核流程 、績效確認制度及罰則等

能 源 效 率 政 策 一 般 可 分 為「 管 制 型 政 策 」

面向切入 ，彙整兩國計畫之相關細節 ，並於結

（ Command and Control Policies）、「 支 援 型 政

論說明德 、瑞兩國制度給予臺灣 ESCO 市場發展

策」
（ Supportive Policies）和「 市場工具型政策 」

之借鏡 。

（ Market-Based Policies, MBIs）。其中 ，所謂「 管
制型政策 」係政府透過明訂目標 、標準和技術 ，

二、德國STEP up之節能補助競標制度

以法規促使廠商遵守和依循 ，倘違反者施以處

近年來德國政府為減少對石油 、天然氣 、煤

罰 ，例如： 設備效率規定 、製程效率規定等；
「 支援型政策 」則係政府經由輔導 、合作或能力

炭及核能的依賴 ，增加乾淨能源供給與安全 ，

建置等方式 ，引導廠商進行節能 ，例如： 諮詢

降低氣候變遷威脅 ，並達成強化產業競爭力等多

服務 、診斷服務 、教育訓練等 。「 市場工具型政

元目標 ，於 2010 年提出《 能源概念法 》，設定

策 」則係在一政策架構下 ，透過市場力量使廠商

其短 、中 、長期能源政策的發展目標 。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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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STEP up與瑞士ProKilowatt節能補助競標制度之比較研析

德國加速推動節能補助 ，分別發布「 能源效率

標準還會參考當次公告之其他參數作為加權 ，以

國家行動計畫 」
（ National Action Plan on Energy

決定得標者 ，對於實施不同節能效率措施的計畫

Eﬃciency, NAPE）與「 第三次國家能源效率行動

案 ，則採計平均成本效率值進行評比 。

計畫 」
（ 3rd National Energy Eﬃciency Action Plan,
NEEAP），不僅持續推動獎勵措施 ，針對建築 、
運輸等跨領域的能源效率提升措施訂出策略 ，更

(二) 補助之主要類型及補助額度說明
「 STEP up」競標計畫的主要類型有四 ，這四類
（ 如表 1 所示 ）計畫的競標模式採分開競標方式

將政策擴大至各類能源使用者 ，讓節能參與者均

進行 ，而其評選標準則以具備最低節電單位成本

可獲益 。2016 年推出「 STEP up 電力能源效率競
爭性招標計畫 」將競標機制首次導入節能領域 ，

之計畫優先給予補助 。
表1  「STEP up」競標計畫種類說明表

提高節能補助經費的補助成本效率 。茲具體說明
「 STEP up」競標制度之主要重點如下：
類型

(一) 申請對象與競價依據
在申請對象方面 ，
「 STEP up」之合格申請者 ，
必須是在德國有永久地址的私人企業或分公司 、
市營企業與執行節能設備施做的承包商 。而具

說明

下列情況者不符合申請資格 ，包括：經營困難的
企業；申請人的資產已遭申請破產程序 ，或是破
產程序已啟動；申請人（ 若申請人是法人 ，則為
法人的所有權人 ）因德國民事訴訟法第 807 條或
稅法第 284 條而被聲請強制支付命令者；基金會
與協會；地方政府；僅用該公司自己產品與技術

補助額度

者。
「 STEP up」補助係採競標模式 ，補助上限為設
備投資成本的 3 成 ，補助設備之回收期至少需 3
年以上 ，補助成本效率值（ 補助金額

估計節電

量 ）必須低於 0.1 歐元 / 度（ 約新臺幣 3.5/ 度 ）。
補助上限

因該節電補助競標計畫係以成本效率值（ 歐元 /
度 ）作為主要選擇標準 ，在申請者用於節省電力
所需之補助款成本較低的情況下 ，促成補助款運
用及整體能耗效率的提升 。而其中補助成本效率

集群型計畫
（collection
projects）
公開競標 限制競標
（Open
（Closed
tender） tender）
指僅聚焦
於已知具
有高度潛
指對所有
能或可解
節能技術
決某些節
與部門公
能障礙之
開，且屬
特定部門
於整合多
或技術，
用戶之節
且屬於整
能方案。
合多用戶
之節能方
案。

個體型計畫（individual
projects）
公開競標
（Open
tender）

指對所有
節能技術
與部門公
開，由單
一節能用
戶提出。

限制競標
（Closed
tender）

指僅聚焦於
已知具有高
度潛能或可
解決某些節
能障礙之特
定部門或技
術，且由單
一節能用戶
提出。

小型：
2萬到25萬歐元
(約新臺幣70萬元~875萬
10萬歐元~100萬歐元
元)
(約新臺幣350萬元
大型：
~3,500萬元)
25萬~150萬歐元
(新臺幣875萬元~5,250
萬元)
根據「一般集體豁免規則」（Allgemeine
Gruppenfreistellungsverordnung, AGVO）第38
條「能源效率設備投資」（Investment aid for
energy efficiency measures）下第四款規範，
補助比例最高不得超過30%。故最高可獲得30%
的管理費用及設備補助。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自德國STEP up網站，Projektideen，https://stepup-

值係指在特定測量期間 ，每節省一度電政府所需

energieeffizienz.de/step-up/projekte (accessed on June 21, 2018).

補助的費用 ，以歐元 / 度表示之 ，其公式為：
補助成本效率值 =

補助金額（歐元）

(三) 補助款支用範疇

估計節電量（度）

由於「 STEP up」的評判標準以節能效果為主 ，

申請者每節省一度電所需的補助金額越低 ，即

加上鼓勵節能創新精神 ，因此對於申請人所使

補助成本效率值越低 ，其補助款的使用效率越

用的節能技術並沒有特殊限制 ，惟限制型的計

佳 ，最具補助成本效率（ 即歐元 / 度的值越低 ）

畫則須符合當次招標所補助的特定技術或部門 。

之計畫 ，將有機會獲得政府補助 。此外 ，評選

此外 ，非屬補助範疇包含：透過替代能源和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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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能量（ 如減少 、搬遷或解體生產過程 ）以
實現節電之措施；研究和開發計畫；購買舊設備
或大量使用舊零件的新設備； 申請人自己製造
的技術和產品；引入和擴大能源管理系統（ ISO
50001）
；對於能源數據收集和處理的計量技術和
軟體的獨家投資；智慧電表；提高電力生產 、輸
送和配電效率的措施 ，但不包含已批准之可顯著
使最終消費者能耗減少之適當措施；儲能 、降壓
與創能技術；在集群計畫中推廣 LED 燈泡 。
補助款主要是希望透過節能投資計畫以提升
企業或家戶能源效率進而降低能源消耗 。節能
資料來源：本文繪製。

工 程 可 能 牽 涉 三 種 投 資 成 本 ，分 別 是 更 新 投

圖1 STEP up競爭性招標之流程圖

資（ Renewal Investment）、提前更換投資（ Early
Replacement Investment）與額外投資（ Additional

員在其應用量測前以及執行量測後 ，驗證其節約

Investment）。更新投資是指以高效率設備替換現

成效；在集群型計畫下 ，由於集群型計畫常常涉

有設備 ，現有設備可能因為缺陷或是已過一般使

及數千個家用電器的更換 ，驗證每一項措施將會

用年限導致效率較低 。提早更換投資則是指還沒

非常複雜 ，且其成本甚至可能高於補助款 。因

達到一般使用壽命之前就以高效率設備來更換當

此 ，計畫申請者必須在申請補助時就證明其每一

前設備 。額外投資則是指為了讓現有系統能更有

項節能措施之預期節能量皆可實現 ，在申請成功

效率所添置的高效能設備 ，這三種投資中 ，只

後 ，計畫申請者只需要證明節能措施皆已實施 ，

有「 額外投資 」可獲補助 。另外為達成額外投資

並將補助款轉移給能源用戶即可 。
補助金額與預計節能量的證明息息相關 ，若

所必須的工程費用和集群型計畫中的行政成本亦

未達成預計節能量 ，則補助金額將等比例下降 。

可獲得補助 。

若節能量超過預期 ，則補助金額不變（ 意即不會
(四) 申請及審核流程

因此增加 ）。個別型計畫可按已發生的成本於每

「 STEP up」計 畫 由 德 國 聯 邦 經 濟 與 能 源 部

季請領補助款 ，但最多只到五成的補助款 ，剩

（ BMWi）委託研究諮詢公司 VDI/VDE Innovation

下的補助款須提供節電證明方可領取；集群型計

+ Technik GmbH（ 以下簡稱 VDI）作為專案計畫

畫的補助款則採計畫補助款與計畫管理費用合併

的管理人 ，以監督計畫實施情況 。
「 STEP up」

支付的形式 ，補助款核發可根據第三方預定要安

每年舉辦兩輪競標活動 ，分別係在春季與秋季舉

裝的節能設備清單與實際施做設備的比例逐季要

行 。每一輪競標 ，最多可有四種不同的競標類

求提撥補助款 。

型並行運作 。關於「 STEP up」之申請流程如圖 1
所示：

三、瑞士ProKilowatt之節能補助競標制度

(五) 績效確認制度及罰則

瑞士政府在 2011 年日本福島核災事故後 ，決

在個體型計畫下 ，補助金額低於 25 萬歐元的

定 採 取 不 再 興 建 新 的 核 電 廠 ，並 增 加 再 生 能

計畫 ，可由申請人自行執行節能量測 ，其所採

源供電的政策 ，瑞士聯邦委員會（ Swiss Federal

取之量測與驗證方式必須在應用前進行描述 ，並

Council）制 定「 2050 年 能 源 戰 略 」
（ Energy

必須事先獲得 VDI 之批准； 補助金額高於 25 萬

Strategy 2050），希望藉由此能源政策倡導替代能

歐元（ 含 ）之計畫 ，則需要透過外部能源審計人

源取代新核電廠 ，以及透過法規和獎勵計畫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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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STEP up與瑞士ProKilowatt節能補助競標制度之比較研析

提高用電效率 、減少能源消耗量 。其實 ，早在

ProKilowatt 競標計畫的主要類型有二（ 如表 2

2010 年瑞士聯邦能源辦公室（ Swiss Federal Oﬃce

所示 ），2010 年至 2014 年 ，個體型與集群型計

of Energy, SFOE）即 提 出 ProKilowatt 計 畫 ，該 計

畫之競爭性投標皆為一年舉行一次 ，然於 2015

畫透過辦理競爭性補助招標 ，鼓勵工業 、服務

年開始 ，瑞士聯邦能源辦公室決定在個體型計畫

業與住宅部門更有效率使用能源 ，以達到降低能

引進第二輪的競標 ，且自 2016 年開始 ，個體型

源消耗量目標並提升節能措施應用 ，因此其推動

計畫一年舉行兩次競標 ，而集群型計畫則持續維

目的係與其「 2050 年能源戰略 」目標一致 。此

持一年一次競標 。

外 ，ProKilowatt 為自願性質 ，透過競爭性招標 ，
讓具有節能意願的能源用戶主動參與競標 ，而不

表2「ProKilowatt」競標計畫種類說明表
個體型計畫

最低補助
2萬瑞士法郎
額度
（約62萬新臺幣）

同的節能改善措施所需的補助金額亦不同 ，此亦
有助於瑞士政府提高補助資源的有效配置 ，極小

集群型計畫

15萬瑞士法郎
（約468萬新臺幣）

200萬瑞士法郎
300萬瑞士法郎
（約6,246萬新臺
（約9,369萬新臺
幣）
幣）
在ProKilowatt申請案之總成本為管理費用
和能效設備及安裝之總和，計畫業主可獲
補助上限 得100%管理費用之補助，最高30%之能效
裝置及安裝之補助（此點與德國不同，德
國含管理費用之補助最高為30%）

最高補助
額度

化節能所需的補助資金 。茲具體說明 ProKilowatt
競標制度之主要重點如下：
(一) 申請對象與競價依據
ProKilowatt 可區分成個體型計畫（ 瑞士原申請
名稱為專案 ，Project）及集群型計畫（ 瑞士原申

資料來源：Swiss Federal Office of Energy (SFOE), Bedingungen für die

請名稱為計畫 ，Program）兩種招標類別 ，其補

Einreichung von Projekten 2018; Bedingungen für die Einreichung von

助對象分別如下：個體型計畫係指工業及服務業

Programmen 2018.

中 ，單一企業欲針對自身進行節能措施所提出

(三) 補助款支用範疇

的標案 ，公部門或私部門皆可提交個體型計畫 ，

關於個體型和集群型計畫之補助款支用範圍 ，

亦即專案業主可以是公司 、公部門 、或幾個組

以使用年限加以區分 。15 年使用年限適用於所

織（ 須有法人身分 ）所組成 。集群型計畫係經由

有設備 、系統 、車輛和建築物； 25 年使用年限

協同組織或其他營運單位共同結合數個個體型計

則適用於室外照明（ 道路和交通區 ）、功率等於

畫提出的標案 。公部門或私部門皆可提交計畫 ，

或大於 20 kW 的電動機 、電力驅動系統 、功率

亦即計畫業主可以是公司 、公部門 、行業協會

等於 50 kW 的工業用整流器系統 、工業天然氣

或由幾個組織（ 須有法人身分）組成的工作團體 。

廠 ，用於天然氣減排站的壓降發電設備 。

ProKilowatt 係透過競標過程 ，聚焦在申請案件

然而 ，無法獲得競標資格之節能措施如下：

所創造之補助成本效率值 ，並限制補助成本效率

(1) 興建新廠房 、車輛和建築物的節能措施； (2)

值須低於 8 瑞士拉彭 / 度（ 新臺幣 2.43 元 / 度 ）。

能源和製程管理系統（ ISO 50001）的節能措施 ，

補助成本效率值之定義為補助金額與估計節電量

包括相關研究和模型開發； (3) 以創能方式取代

（ Creditable Electricity Savings）之比率 ，節省一度

原有電力的節能措施（ 但廢熱與廢冷利用措施仍

電所需的補助成本越低 ，即補助成本效率值越

可申請 ）
； (4) 提高量測效率措施（ 包括智慧電

低 ，其補助成本效率越佳 ，最具補助成本效率

表 ），以及公共供電網絡之輸配電； (5) 降低電

的個體與集群型計畫 ，將有機會獲得政府補助 。

壓或穩定電壓的節能措施； (6) 只更換街道和廣

其公式為：

場的外部照明而未同時安裝控制系統； (7) 更換

補助成本效率值 =

補助金額（瑞士拉彭）

沒有變頻器的 IE3 電動馬達 、功率小於 125W 的

估計節電量（度）

風扇或交流風扇； (8) 採用減少能源用戶利益的
節能措施 。例如：部分或全部消除滿足基本需求

(二) 補助之主要類型及補助額度說明

台灣ESCO會訊 第五十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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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對 。

轉的耗電量；減少建築物的照明需求以降低耗電
量； (9) 建築物採用結構性的節能措施 ，以減少

2

在個體型計畫方面 ，若未提供契約所約定之節

房間熱能需求 ，如結構型改善措施（ 例如窗戶更

能績效 ，或未於約定期限內完成節能改善工程 ，

換 ）或額外設備（ 包括智慧熱能控制系統 ）
； (10)

SFOE 得以撤銷補助金額 。而若未達成約定的補

更換家用電器以及家用電熱水器的個體型 / 集群

助成本效率值或節約量 ，則補助金額將相對應地

型計畫； (11) 已經開始執行的節能措施 。

減少 ，所減少的補助金額將依未達成之節電量比
例而定 。此外 ，個體型計畫實際執行成本低於

(四) 申請及審核流程

原訂規畫所編列的成本 ，則補助金額亦將相對應

瑞士聯邦能源辦公室（ SFOE）為 ProKilowatt 競

地減少 。若較低的執行成本或較高的節電量導致

爭性投標的招標機關 ，負責收受投標文件以及

回收期低於規定門檻（ 投資回收期少於 4 年 ），

針對個體型或集群型計畫投標書進行評估與審

則補助金額將全部被刪除；在集群型計畫方面 ，

核 。其中 ，
「 KEV 基金會 」
（ Foundation for Cost-

若未提供契約所約定之節能績效 ，或未於約定

cover Feed-in Compensation，德 文 Kostendeckende

期限內完成節能改善工程 ，SFOE 可能要求提前

Einspeisevergütung, KEV）為 瑞 士 國 家 電 網 公 司

終止該計畫 。而

（ Swissgrid）所成立 ，KEV 基金會之經費來源為高

若未達成約定的補助成本

效率值或減少電力使用量 ，則補助金額將相對應

壓電網稅捐 ，而 ProKilowatt 補助經費來自此基金

地降低 ，減幅依減少電力耗用量之比例而定 。

會撥款 。ProKilowatt 之申請流程圖如下所示：

四、 德國與瑞士兩國節能補助競標制度之
比較
本文根據前述德國 STEP up 及瑞士 ProKilowatt
競標計畫之相關細節 ，根據兩國之電價 、補助
金額 、推動期程 、計畫管理人 、招標時間 、模
式差異 、申請對象等項目 ，彙整比較兩國節能
補助競標制度如下表 3 所示：

五、結論
根 據 前 述 瑞 士「 ProKilowatt」計 畫 與 德 國
「 STEP up」計畫之比較分析可發現 ，歐洲當前發
資料來源：本文繪製。

展 ESCO 產業的新趨勢是結合市場機制並集合較

圖2 ProKilowatt競爭性節能補助招標之流程圖

小規模專案 ，將之轉變成為較大專案 。這類集

(五) 績效確認制度及罰則

群型補助措施的推動在瑞士的 ProKilowatt 中稱為

在 ProKilowatt 個 體 型 和 集 群 型 計 畫 之 管 理 方

「 計畫 」
（ Programs），在德國的「 STEP up」中則

面 ，瑞士聯邦能源辦公室（ SFOE）可會同第三

稱之為「 集群型計畫 」
（ Collection Projects）。由

方進行審計 。審計主要集中四個部分：組織面 、

於規模小的節能專案常無法創造相當誘因與經濟

技術面 、財務面和節能成果 。關於績效之計算

規模來推動專案的進行 ，透過一個協同組織或其

（ Calculation）和量測（ Measurement）是由申請者

他營運單位 ，將數個類似的節能專案整併成一個

完成 ，SFOE、CimArk SA 和獨立專家會確認其

計畫 ，不僅可以增加專案的規模與利潤 ，更能

準確性 ，例如確認申請者使用的方法 ，並評估

簡化補助計畫的行政成本與時間 。

其是否可信 ，以及與其他申請者的計算進行交叉

該補助型態的執行模式有助於推動 Super ESCO

2 CimArk SA是私人股份公司，主要為公共部門工作。CimArk SA是瑞士實施ProKilowatt的分包商。它是在遵守WTO標準之下的通常採購程序中贏得此項授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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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STEP up與瑞士ProKilowatt節能補助競標制度之比較研析

表3 德國「STEP up」與瑞士「ProKilowatt」競標計畫之比較表

瑞士
住宅用電：新臺幣6.5696元 /度
工業用電：新臺幣4.3148元/度

德國
住宅用電：新臺幣10.6556元 /度
工業用電：新臺幣4.5643元/度

2010年開始至今

2016年至2018年

每節電1度補助金
低於8瑞士拉彭/度（新臺幣2.43元/度）
額上限
推動期程

計畫管理人
招標時間
模式差異
申請對象
補助金額上限
回收期

成效

低於0.1歐元/度（約新臺幣3.5/度）

瑞士聯邦能源辦公室（SFOE）為ProKilowatt
競爭性投標的招標機關，負責收受投標文件以
及針對專案或計畫投標書進行評估與審核。

自2016年開始，個體型計畫一年舉行2次競
標，而集群型計畫則持續維持一年1次競標。
分為個體型計畫（瑞士原申請名稱為專案,
Project）及集群型計畫（瑞士原申請名稱為計
畫, Program）兩種招標類別。
公部門或私部門（法人）皆可提交個體型和集
群型計畫。

德國聯邦經濟與能源部（BMWi）委託研究諮
詢公司VDI/VDE Innovation + Technik GmbH
（VDI）作為專案計畫的管理人，以監督計畫實
施。

每年舉辦兩輪競標活動，每輪競標最多可有4種
不同的競標類型並行運作。
分為個體型計畫和集群型計畫，並可再細分為
公開競標和限制競標。
在德國有永久登記地址的公司皆可申請，但限
制型的計畫須符合當次招標所補助的特定技術
或部門。

管理費用可獲得100%補助、能效設備及安裝費
不得超過30%（含管理費用）
用可獲得最高30%補助。
4年以上
3年以上
歷年獲補助之專案與計畫的補助成本效率值
區間，有逐漸縮小的趨勢。此外，總節能量
從2010年推出時的570 GWh增加到2015年的
1,488 GWh、2016年的1,555 GWh和2017年的
1,106 GWh。能源效率競標制度協助政府找到
最合適之補助成本效率值區間，以確保補助預
算可達到最佳節能效益，另外隨著補助預算額
度的逐年攀升，總節能量亦持續累積增加。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由於「STEP up」計畫尚屬執行階段，但由該
計畫過去得標案例成果可彙整出下列主要特
點：廠商申請及參與興趣高；計畫規模與產業
類別廣泛；集中在冷卻設施、工業耗熱與熱回
收、高效能電器、空壓設備等；獲得資助的節
能計畫比例高，達到85%。
此外，德國政府僅需補助0.009~0.042歐元（約
新臺幣0.315元~1.47元）即可節省一度電，成
效優於規定之0.1歐元（約新臺幣3.5元）/度，
大幅提升補助款之成本效益。

發展 ，並給予 ESCO 業者較具規模之案源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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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ür den EWR),” 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DE/
TXT/?uri=CELEX%3A32014R0651 (accessed on June 20,

件 、競標模式 、補助原則 、申請範疇 、申請及

2018).

審核流程 、成效認證 、撥款方式 、計畫變更條

Radgen, Peter, Ivan Koenig and Kurt Bisang, “Competitive Tenders

件與罰則等項目 ，並以申請者提出之競標案件的

for Energy efficiency- lessons learnt in Switzerland,” Eceee
Industrial Summer Study Proceedings, September 2016, pp.

節電補助成本效率值作為主要評判標準 ，以決定

81-89.

入選的補助案件 ，同時藉此提高我國節能補助之

Schweizerische Eidgenossenschaft, Bundesamt für Energie (BFE),

補助成本效率 。

“Swiss Federal Office of Energy SFOE,” http://www.bfe.
admin.ch/index.html?lang=en (accessed on June 21,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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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

國內外能源技術服務產
 徐偉倫工程師
業融資作法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一、前言

三、設備租賃

國自 2005 年底參考歐美成功經驗 ，引入能源技術服務產

資金需求業者在不考慮使用海外分公司或母公司的信用作為擔

業商業模式 ，其特色為提供能源用戶診斷諮詢 、改善方案

保 ，或排除海外金融中心之限制之情況下 ，可以考慮使用租賃

評估 、節能改善工程設計 、施工及資金籌集等一步到位之方式

公司進行融資 。租賃以『 融物代替融資 』之方式 ，專案施作期間

提供全方位服務 ，並透過節約能源之自償性 ，引導能源用戶投

設備及服務由租賃公司購置 ，藉由租賃行為協助用戶取得設備使

入節約能源改善 ，創造能源用戶及廠商雙贏之局面 。節能減碳

用權 ，合約期間業主則以按期繳付租金方式分期攤提專案費用 ，

我

支出租金亦是為營業支出可抵減稅務 。國內主要租賃機構較早投

已成為全球經濟的發展趨勢 ，提升能源使用效率為各國採行節能

入 ESCO 產業 ，目前都有針對 ESCO 專案之金融商品 。由租賃公

最有效之措施 。海外國家陸續訂定更嚴謹的節能減碳政策 ，間

司與能源用戶簽署合約 ( 一般為三方合約 )，於專案完工後租賃公

接帶動海外 ESCO 商機產業推動 。惟根據產業現況調查指出 ，我

司向 ESCO 業者進行工程買斷 ，並依一定期程向用戶收取租賃費

國高達 73.9% ESCO 業者實收資本額為 1 億元以下 ，反映出國內

用 ，當未達節能率時 ，由 ESCO 公司負責賠儐 。相較於一般銀行

ESCO 產業組成多屬中小企業且兼具新興產業之特性 ，因此推動

申貸流程以及額外申請信用保所需的時間 ，租賃模式撥款較快 ，

專案時常面臨資金不足等問題 ，因此如何縮短融資雙方認知差異

解決 ESCO 業者所需資金之需求 。業者信用額度不足 ，或由於

及降低融資方風險為重要課題 。根據本團隊研究及業界訪談結果

ESCO 專案資金需求較高而會消耗業者的信用額度 。

歸納分析 ，茲就現有的融資管道包含銀行機構融資 、設備租賃 、

其優點為租賃公司品牌較大 ，較易取得能源用戶之信任 ，同

政策性優惠貸款包含信用保證機制 、境外投資機構以及能源技術

時透過租賃公司所開之營業發票 ，可視為業務支出 ，具有抵稅

服務產業融資平台等五類融資管道進行探討 。

之功能 ，另外對於 ESCO 公司而言 ，其僅需負擔工程風險 ，財務
風險轉嫁予 ESCO 目前國內主要租賃公司皆有跨國放款業務 ，部
分國內銀行在國外亦有租賃業務 。在中小企業從銀行機構融資授

二、銀行機構融資
國內外銀行機構有多元化放貸方式可提供一般企業法人申貸服

信貸取資金不易的情況下 ，租賃公司為輔助 ESCO 企業取得所需

務 ，並有建全的申貸審核以及授信流程 。國內為因應企業國際

之設備重要管道 ，雖財務操作較為靈活 ，但相對專案費用將因

化潮流 ，滿足企業海外資金需求 ，提供其境外公司全面性 、完

租賃公司投入而增加 ，ESCO 業者仍需就專案收益及資金取得成
本詳細評估 。

整性之授信金融商品 ，逐漸開辦境外綜合融資業務 ，包括海外
分行或境外金融中心（ Oﬀshore Banking Unit, OBU）等融資管道 。

四、政策性優惠貸款

目前國內銀行放貸利率較國外銀行低 ，故境外金融中心 (OBU) 常

目前政府為強化產業取得資金 ，降低銀行授信風險 ，設有專

為跨國業者在資金需求及收入來源皆在海外時 ，選擇運用的融資

案優惠貸款 、信保等制度 ，以下就相關措施進行簡介：

管道 。境外金融中心 (OBU）是指在國內以外國貨幣為計算單位

1. 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直接信用保證： ESCO 業者執行節能

而開立的帳戶 ，並執行境外業務 ，意旨資金取之於境內 ，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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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境外之融資模式 ，因而可被視為是設置在國境內的海外分行 ，
不受匯率波動影響 ，亦不受外匯管理條例及利率管理條例管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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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銀行法及中央銀行法等限制 。境外金融中心 (OBU）評估核貸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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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則以國內企業主體及其境外公司中 ，選擇最具資力或主要財務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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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之公司或企業為本項額度申請人 ，並向往來之銀行營業單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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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融資 ，銀行以一般國內授信原則就申貸單位之融資目的及公司

組 ，分別為年利率 0.5~3.5%。
2. 協助中小企業赴新南向國家投資融資信用保證：配合政府推

營運狀況評估風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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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國內外能源技術服務產業融資作法

動新南向政策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 ，協助赴新南向國家投資之中

其他民間資金引入 ，並建置輔導機制 ，協助 ESCO 產業建立資金

小企業取得所需資金 ，用途為購買投資初期支應投資事業生產機

取得能力 ，解決產業資金問題 。產業融資輔導窗口已於 106 年轉

器設備等固定資產所需資本性支出 ，貸款額度為專案金額的 70%，

型為線上產業融資平台 ，由線上申請 、審核至媒合作業作業取代

最高不超過 5,000 萬元 ，信用保證最高為貸款額度 90%，保證手續

傳統文書作業 ，提供 ESCO 業者一步到位之管道 ，並減少 ESCO

費 0.1%~0.3%，由申貸企業自 行 負擔 ，申辦期間至 107 年 12 月 31

業者與金融單位之溝通作業時間 ，期給予國內 ESCO 相關產業參

日止 。

考採用以解決資金不足及風險評估能量不足之課題 ，主要特色如

3. 機器設備輸出 ( 第二期 ) 貸款：用途為爭取或承接國際採購標
案 、整廠建案或單體機器設備 、綠能產業設備 、提供節能服務
等所需相關軟硬體設備及系統 、智慧化系統整合等所需資金 ，貸

下：
1. 融 資 輔 導 諮 詢： 整 合 跨 單 位 資 源 ，協 助 ESCO 業 者 媒 合 具
ESCO 放款能量之銀行或租融機構並取得融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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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第三方量測與驗證服務：提供能源用戶 、金融業者及 ESCO 廠

華郵政 2 年期定期儲金機動利率加計年息 1.80% 機動計息 ( 目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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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5%)，申辦期間至 109 年 12 月止 。

戶導入 ESPC 專案信心 ，同時藉由第三方驗證導入 ，提升金融業

4. 海外投資融資 ( 第九期 ) 貸款：用途為企業購置 1. 適用對象包
括有助於建立海外據點 、拓展全球市場及佈建國際產銷網者；
2. 取得環境保護 、生態平衡與公害防治等有關科技者； 3. 其他有

者對專案融資信心 ，協助能源技術服務業者推展業務 。
詳細內容可參照能源技術服務業資訊網 - 產業融資平台 (https://
escoinfo.tgpf.org.tw/Page/FinancingIntroduction.aspx)

助於增進國際經濟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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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年 期定期儲 金 機動 利率 加計 年 息
1.80% 機動計息 ( 目前為 3.545%)。

六、結論與建議
能源技術服務產業商業模式主要為業者先行出資建置 ，透過未
來節省下來之能源費用逐年攤提專案經費 ，然而 ESCO 產業多屬
中小企業 ，自有資金有限且融資取得成本高 ，因此造成專案成案

五、境外投資機構
全球對於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及降低能源密集度等議題日趨重

量有限 。綜合上述融資資源 ，ESCO 業者尋求運用之申貸途徑時 ，

視 ，ESCO 產業所建立出的能源優化市場也逐漸熱絡 ，除了政府

可試算自身企業最近 12 個月營授比 ( 中長期週轉授信總餘額占近 1

資金的挹注外 ，國際上許多投資機構亦瞄準此趨勢 ，導入民間

年營收比例 ) 輔助判斷 ，如下圖所示：

資本並積極推出融資方案 。其中 ”第三方資產負債表外融資 (Oﬀbalance sheet capitol)”，針對案件需求彈性地提供資金 ，其授信風
險評估包含業主財務狀況 、業者執行節能績效保證專案技術能力
與量測驗證計畫可行性等 。不同於一般金融單位評估申貸企業之
財務結構包含營授比 、抵押品或信用保證額度等 ，除對體質較差
的能源用戶要求提出信用擔保外 ，亦會要求 ESCO 業者提供節能
績效保證額度 ”Performance Guarantee”，意指 ESCO 業者需證明有
財務能力連續償還六個月以上未達保證節能率時之差額 。透過此
第三方融資模式有助於解決當地資金取得不易的問題 ，第三方資

綜合本研究所盤點之上述融資資源 ，無論由任何洽詢融資管

產負債表外融資 (Oﬀ-balance sheet capitol) 模式 ，可協助我國 ESCO

道 ，金融業者仍為最後出資及風險承擔方 ，風險評估重點著重於

業者海外輸出時 ，解決海外資金需求問題 。

與申貸企業往來狀況以 、申貸企業營運狀況以及借款用途做 ，由
於資金使用於海外 ，故金融業者審核過程較為謹慎 。因此 ESCO
業者在尋求融資時 ，為降低對金融業者的授信風險 ，先就金融業

五、能源技術服務產業融資平台
ESCO 業者於融資困難時 ，可洽 ESCO 推動辦公室提供之產業融

者授信原則包括自身企業與負責人資歷 、借款資金用途 、還款來

資輔導窗口協助媒合具 ESCO 放款能量之銀行或租融機構 。產業

源 、債權抵押品及產業展望說明等事宜做好詳盡規劃 ，並輔以詳

融資輔導窗口成立於 103 年 ，結合「 第三方技術審查 」以及「 能源

細 ESCO 專案技術層面 ，包括銷售對象 、公司經營能力 、計畫執

技術服務業者直接信保推薦 」機制 ，透過政策引導銀行 、租賃及

行能力 、融資比率及貸款周期以及還款來源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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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的冰機製造商
全球磁浮無油冰機領導者



2002年率先製造全球第一台磁浮無油冰水主機
最大的磁浮無油冰機安裝實績(超過7000台)，眾多國際頂尖公司信賴SMARDT



提供最廣系列的磁浮無油冰機(60 – 2500噸)，每台冰機1~8顆壓縮機，全系列AHRI認證

SMARDT 磁懸浮無油變頻離心機優勢：

 使用年限實績最長：從第一台磁懸浮冰機製造銷售安裝至今已超過15年，是磁浮冰機製造廠
中的全球領導品牌。
 實績最多：最先進國家德國、美國、澳洲等國皆廣為使用，與我國氣候相當的東南亞及香港
國家也都使用，連中國大陸都使用。全球超過7000台實績：包括傳統與科技工業、商業大樓、
飯店、賣場、醫院、資料中心、學校、機場、船舶軍艦等國際知名企業採用。
 更高能效：較傳統冰機高出30 -50%，也比變頻離心機高出10-15%
 環保友善環境： 最低噪音、無震動
 降低運轉成本：無油技術；運轉維護更簡易
 確保持續供冷不中斷：多台壓縮機備援系統與不停電維修設計，增加客戶滿意度
 安裝空間更小、更有彈性：重量體積更輕巧、可直立或臥躺；可分體進場
 冰機使用壽命更長：無油設計，30年
 維修成本更節省：以同樣壞一顆壓縮機作比較，磁浮無油冰機壓縮機相較於一般傳統油式冰
機單壓縮或雙壓縮機，壓縮機損壞更換成本更低。
 停電後復電快速恢復供冷：冰機壓縮機只要20秒時間即可啟動。
 售服保養免煩惱：SMARDT亞太區總部設在新加坡，有6組服務人員隨時待命支援各國售服，
也設有價值200萬美金的庫存以就近即時服務客戶。台灣承隆也有備品及0800客服專線24小
時服務中心及售服團隊直接第一線服務客戶。
 冰水主機效率 : 氣冷式冰水主機 IPLVCOP>6.5，水冷式冰水主機 IPLVCOP>10.8
台灣獨家代理商
承隆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連絡電話: (02)8751-9512

封面A3正反_Esco會訊53期.indd 2

聯絡人: 章宜珊 分機711 信箱：monika@clcc.com.tw

2018/10/23 上午 10:05:02

We are Leading

Heating, ventilation, air conditioning, and refrigeration (HVACR) consume over 25% of the world's
electrical energy resources. Within this space, commercial / industrial chillers, and air handling systems cover the
majority of applications. Along with its global leadership in the chemical process industries and in the IT industries,
Taiwan is also the home of innovation and a complete supply chain for HVACR. We are leading the pack in achieving
the lowest life-cycle-cost (LCC) for comfort, cold chain, and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We are Leading.

Oil Free Centrifugal
Chiller Unit

會訊

Air-Cooled Chiller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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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ifugal Chiller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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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nic Rankine Cycle

Air-Cooled Package Unit

Commercial Type AHU

Design and Engineering
Delivering the lowest life cycle cost (LCC) is about design and engineering expertise. It's about
integrating the critical mechanical and control features into a single system; from mechanical design criteria that include
safety, performance, and reliability; to controls design criteria that include intelligent algorithms, user friendly interface,
performance monitoring, predictive maintenance data collection, and remote monitoring. We are lead the pack in design
and engineering.
We are L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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