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STEP up與瑞士ProKilowatt
節能補助競標制度之比較研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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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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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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co會訊53期.indd 20

的電力節約； 減少工業生產量 ，以降低機械運

20

2018/10/19 下午 15: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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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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項目

電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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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