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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推動服務業節能減碳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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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服務業部門能源消費占我國能源總消費量達

11.03%，85~94年之間能源需求量呈現持續成長

現象，惟自94年後期成長速度已經趨緩。由近

14年（ 90∼104年）之能源密集度變化，94年

以前呈現逐年遞增的現象，惟在94年以後，有

逐漸脫鉤的現象，能源密集度由94年1.56公升

油當量 /千元產值 (新臺幣 )下降至104年1.27公

升油當量 /千元產值 (新臺幣 )，共下降18.54%，

能源效率平均每年提升約2.03%，符合節能減碳

行動方案中能源效率每年提高2%以上之政策目

標。本文旨就政府推動之「節能減碳行動方案」

中有關提高服務業部門能源效率之策略，包含強

制性節能規定、能源用戶節能輔導、提供節能

獎勵補助等三大構面介紹相關節能措施。

二、節能減碳政策及目標

我國進口能源依存度高達97.53%，在過去

二十年間能源需求成長十分快速，國內能源消

費自民國84年6,611萬公秉油當量增至104年

11,503萬公秉油當量，年平均成長率為2.81%，

服務業部門年平均成長率為3.14%，高於整體消

費之年平均成長率。

為因應全球氣候暖化衝擊及減少溫室氣體排

放，我國於97年6月核定「永續能源政策綱領」，

確定永續能源發展目標，同年9月通過「永續能

源政策綱領 -節能減碳行動方案」，以具體落實

推動國家之節能減碳政策，其中「提高能源效

率」部分，以未來8年 (97年起 )每年提高能源

效率2％以上，使能源密集度於104年較94年下

降20%以上，另藉由技術突破及配套措施，114

年較94年下降50%以上為節能減碳目標。

三、服務業部門能源消費趨勢分析

104年國內能源消費量中，服務業部門能源消

費占比11.0%，85~94年之能源需求量呈持續成長

的現象，惟自94年後期成長速度已經趨緩 (如圖

一 )。

圖一、服務業部門能源需求量與經濟指標變化趨勢圖

資料來源：能源平衡表、主計總處國內各業實質生產毛額。

分析服務業能源消費和實質GDP成長率關係，

可發現85∼94年期間，能源消費成長率高達

62.78%，但於94∼104年期間，能源消費成長率

則降至3.89%；服務業實質GDP在85∼94年期間

成長率為49.70%，94∼104年雖然未如前期，但

仍達27.53%，所得彈性係數已由1.26降至0.14，

代表服務業部門能源消費與經濟成長之間長期具

有相關性，但近期已呈現脫鉤現象 (如表一 )。

彙整分析服務業近14年（ 90∼104年）之能源

密集度變化，94年以前呈現逐年遞增的現象，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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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4年以後明顯改善，由1.56公升油當量 /千元

產值 (新臺幣 )下降至1.27公升油當量 /千元產值

(新臺幣 )，共下降18.54%，能源效率平均每年提

升約2.03%（如圖二）。對照我國節能減碳總目

標「每年提高能源效率2%以上，使能源密集度

於104年較94年下降20%以上之目標」，就服

務業部門而言，尚可符合國家規劃之節能減碳目

標預期進度。

四、	我國與國際服務業部門之能源效率比較

依據WEC（ 2015）資料，2014年我國服務業之能源

密集度及電力密集度皆低於法國、中國、澳洲、日本、

美國、加拿大、韓國等國家。此外，檢視2005∼2014

年各國服務業電力密集度變化程度，台灣服務業電力密

集度改善幅度僅次於英國；在能源密集度方面，改善幅

度則大於法國、美國、日本。由上述資訊可見現階段我

國服務業於電力使用效率及能源使用效率相對較佳，且

亦持續努力提升能源及電力使用效率 (如圖三與圖四 )。

五、我國服務業部門節能減碳推動措施

為達成永續能源政策綱領設定之節能減碳目標，分別

於法制面、輔導面及獎勵面等三個構面推動相關節能措

施，如法制面制定器具設備耗用能源基準、推動大用戶

能源查核制度與年均節電1%規定及實施節約能源規定

等，輔導面以輔導用戶推動節能減碳，獎勵面以提供節

能獎勵及補助方案，激勵能源用戶落實節能減碳。主要

之節能減碳措施說明如下： 

1.器具設備能源效率管理

(1)容許耗能基準（MEPS）：已公告產品的最低能源效

率標準，以禁止高耗能產品在國內市場銷售，如：無風

管空調機 (包含：窗型冷氣機與箱型冷氣機 )、感應電動

機、空調系統冰水主機、鍋爐、螢光燈管用安定器、

安定器內藏式螢光燈泡、緊密型螢光燈管⋯等20項產

品。

(2)自願性節能標章產品：以簡易圖示標示能效前

20~30%之產品，供消費者選購產品時之參考，引導消

費者選用並鼓勵廠商生產高效率產品，目前已開放48項

節能標章產品能源效率基準供廠商申請驗證。

圖二、服務業部門近14年能源密集度變化趨勢圖

資料來源：能源平衡表、主計總處國內各業實質生產毛額。

說明：本圖係根據資料來源自行計算及繪製而成。

圖三、服務業部門電力密集度及年均變化率跨國比較圖

資料來源：World Energy Council(2015)。

說明：本圖係根據資料來源自行計算及繪製而成。

圖四、服務業部門能源密集度及年均變化率跨國比

較圖

資料來源：World Energy Council(2015)。

說明：本圖係根據資料來源自行計算及繪製而成。

1.50 
1.52 

1.55  1.54  1.56  1.54 

1.46  1.46 
1.43 

1.38 

1.32 
1.30 

1.28  1.26  1.27 

1.20 
1.25 
1.30 
1.35 
1.40 
1.45 
1.50 
1.55 
1.60 
1.65 
1.70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LOE/千元

能源密集度（公升油當量/千元）

節
能
目
標
基
準
年

104年服務業能源密集度較 94
年降低 18.54%；自 94 年起每
年提升約 2.03%

表一、服務業部門重要指標年平均成長率

期間 能源使用量
成長率(%)

GDP成長率
(%) 所得彈性

85〜94
年 62.78 49.70 1.26

94〜104
年 3.89 27.53 0.14

註：彈性=能源需求量成長率/GDP成長率；成長率=(94年數值-85年數

值)/85年數值*100%。

資料來源：能源平衡表、主計總處國內各業實質生產毛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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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能源效率分級標示制度：揭露產品能源效率比較資

訊，供消費者選購產品時之參考，已實施冷氣機、安定

器內藏式螢光燈泡、貯備型電熱水器、開飲機⋯等12項

耗能器具能源效率標示。

2.實施能源查核制度及年均節電1%規定

(1)實施能源查核制度及「能源用戶訂定節約能源目標

及執行計畫」規定：每年辦理約1,400家住商大用戶能源

查核申報、建立能源查核制度及節能計畫，103年8月1

日並規範於104∼108年之執行計畫，其平均年節電率應

達1%以上，能源用戶當年度平均年節電率未達1%者，

應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說明及改善計畫，經中央主管機

關核定後執行之，統計104年申報落實節電率達1.73%。

(2)臨場查核：每年臨場查核250∼300家能源大用戶

能源查核制度及節電1%規定落實情形，以督促大用戶持

續落實節能計畫及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3.推動節約能源管理規定

依能源管理法第八條規範觀光旅館、百貨公司、零售

式量販店⋯等20類服務業22.4萬家特定營業場所適用冷

氣不外洩、禁用25W以上之白熾燈及室內冷氣溫度不得

低於攝氏26℃等3項規定。每年透過專業機構、大專院

校及各縣市政府臨場宣導及稽查列管用戶，並針對未符

規定用戶要求限期改善。

4. 推動「政府機關及學校四省(省電、省水、省油、省

紙)專案計畫」

自95年起推動「加強政府機關及學校節能減碳措施」

訂定節電、節油目標，於100年加入水、紙，並訂定

「政府機關及學校四省專案計畫」，以104年總體節約用

電10％、用油14％、用水12％及公文線上簽核績效指標

達40％為目標。

5.推動集團企業自願性節能

為強化企業節電觀念，並轉化為實際節電行動，邀請

企業參與自願節能宣示，設定3年5%之積極節能目標，

鼓勵企業自發性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及節約用電，自95年

起已推動便利商店、量販店等17類服務業217家集團企

業參與自願性節能活動，累計至104年實際節電量高達

16.5億度。

6.推動能源管理系統(ISO 50001)示範案例

依 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標準，於100∼104年累計

輔導服務業74家能源大用戶及企業集團用戶建置能源管

理系統，透過能源管理系統引導能源用戶持續改善能源

績效，並透過第三者查證制度，每年提出節能改善行動

計畫，以達成所訂定之節能目標。

7.節能獎勵及示範補助

(1)推動水銀路燈落日計畫：自101年起陸續推動「擴

大設置LED路燈專案計畫」、「LED路燈示範城市計畫」

及「LED路燈節能示範計畫」等3項計畫，至103年止總

計換裝約28.4萬盞LED路燈。另於103年實施水銀路燈

落日計畫，全面淘汰傳統水銀路燈，各地方政府將所轄

69.2萬盞水銀路燈汰換為LED路燈，以節省電費及維護

費。

(2)節能績效保證示範補助：為推動能源技術服務產業

發展，公告「節能績效保證項目示範推廣補助要點」，專

案補助服務業及公部門能源用戶最高1/3改善費用，95

至104年完成140個成功案例，平均節能率達49.49%。

六、結語

透過前述節能管理法規制定、實施能源查核制度及推

動一系列之示範獎勵補助方案，已有效提升服務業部門

之能源使用效率，並創造節能減碳成效及節能市場發展，

未來仍需持續研發先進節能技術、持續檢討及提升節能

設備產品之能源效率基準，及透過擴大訂定節約能源管

理規範，搭配示範補助獎勵方案，以持續精進服務業部

門之能源效率，並達成我國設定之節能減碳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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