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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執行流程

一、前言

能減碳之永續目標 ，持續改善節能績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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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 年聯合國永續發展大會提出永續發展目標 ，其
中第七項核心目標： 確保人人都能享有可負擔 、

二、能源管理系統輔導服務推動架構

穩定 、永續且現代的能源 ，顯示能源對於永續發展的

能源管理系統旨在協助組織建立能源基線及能源績

高度重要性 。現今全球面 臨 氣候變遷與極端氣候之衝

效指標 ，並透過高層宣示及系統 P-D-C-A 循環機制持

擊 ，各國政府致力於研擬各項溫室氣體管理並擬定節

續改善 ，達成系統化能源管理之目標 。

能減碳措施 。為因應溫室氣體減量政策 ，如何管理溫

依據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的各項要求 ，工廠將

室氣體排放 ，已成為全球企業邁向永續發展之必要策

能源管理系統導入整體企業體制 ，組織發展並實行政

略 。因此各企業紛紛著手進行能源管理 ，可望降低能

策 ，由最高管理階層身體力行 ，實施工廠各項耗能設

源使用成本 ，提升能源效率 ，做為最具能源成本效益

備審查 ，鑑別工廠重大耗能設備 ，找出重大的能源消

之管理手段 。國際標準化組織（ ISO）順應此項趨勢 ，

耗領域 ，針對該重大耗能設備建立能源績效指標 、能

推 廣 一 套 具 系 統 化 管 理 模 式 的 能 源 管 理 標 準 － ISO

源基線 ，並研擬節能改善的行動計畫以及員工教育訓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 ，經濟部工業局為了落實製造業

練 ，使節能的相關知識以及精神內化到員工身上 ，執

進行實質減量 ，透過能源局經費支持 ，推動「 製造業

行流程如圖 1 所示 。

能源管理示範輔導計畫 」，依據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

能源管理系統各階段的輔導工作說明如下：

統 ，結合管理系統輔導能量和節能技術服務 ，協助製

1. 先期成立推行組織(增加組織處境)

造業建立自我持續改善的機制與動力 ，降低企業能源
成本 ，提升競爭力 ，期盼我國工業部門透過能源管理

協助廠商成立適當的推行委員會 ，說明能源管理系

系統提供的系統化 、標準化及資訊化的概念 ，落實節

統觀念與內部權責分工建議 ，並透過起始會議展現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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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能源管理系統推行組織架構示意圖

4. 建立能源管理制度和實施管理制度

階主管推動能源管理系統的決心能源管理系統推行組

本階段工作依據 ISO 50001 標準建立符合能源管理需

織架構如示意圖 2 所示 。建立能源管理推行組織後 ，
應決定直接或間接影響組織達成能源管理系統或改善

求的標準化文件管制系統 ，包括：建立能源管理手冊 ，

能源績效之外部 、內部議題 ，並鑑別利害相關者之需

制定能源管理系統程序文件（ 含作業指導書 、操作規

求及期望 ，評估其風險與機會 ，找出重大性議題後 ，

範 、檢驗標準及紀錄表單 ）。並依工廠辨識重大能源

針對重大性議題擬定行動計畫 ，提出因應風險之預防

管理議題之結果 ，能源管理團隊應討論後續行動計畫

措施採取行動 ，並在管理審查階段進行計畫有效性之

與作業管制之需求 ，再找出節能改善空間 ，工廠應針

評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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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執行能源規劃

5. 實施監督與量測

本階段為確認能源管理組織架構及現場作業流程 ，
主要重點為發掘內部重大能源使用及確認符合能源管

本階段將針對重大能源使用找出相關變數及靜態因

理法規狀態 ，並透過辦理教育訓練方式 ，讓工廠內各

子 ，決定需要監測 、量測及分析能源績效之關鍵特

單位人員參與鑑別內部重大能源使用 ，並據以作為後

性 ，並訂定長期監督量測計畫 ，使得能源績效指標得

續改善規劃的基礎 。

以有效管理 ，並與能源基線對應比較 ，呈現落實節能
改善方案後之節能效益 ，促使邁向工廠設定之能源管

3. 推行能源管理計畫

理政策和目標 。

本階段工作基於工廠實施能源審查結果建立能源基

6. 系統內部稽核、教育訓練及管理審查

線資料 ，並據以擬訂能源管理績效指標 ，以作為後續

本階段工作透過實施教育訓練過程 ，協助人員熟悉

監測與管理能源績效的依據 ，並依重大能源使用評估
結果 ，討論後續改善方案與作業管制之需求 ，依實施

內部稽核的執行方式 ，並藉由改善稽核缺失的過程 ，

能源管理系統的需求 ，擬訂符合組織營運型態的能源

修改文件管制內容與加強相關能源管制措施 。當所有

政策 。經鑑別重大能源使用設備 ，透過能源管理團隊

稽核缺失獲得改善後 ，召開能源管理審查會議 ，邀請

討論並結合能源診斷方式找出可改善空間 ，提出節能

高階主管主持會議 ，擬訂後續改善行動 。

方案 ，著手規劃適當的能源管理目標 、標的及行動計

7. 外部驗證

畫 。為有效控制能源管理成效 ，開始討論文件化的作

本階段工作為配合第三者驗證工作之實施 ，協助企

業管制架構 ，編訂符合現場需求的作業管制文件 。

業負責人員向國際驗證單位提出驗證申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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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源管理系統示範推廣成效
於 102 年至 107 年間 ，經濟部工業局推動「 製造業能
源管理系統示範輔導計畫 」，共計輔導 202 家製造業
廠商通過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國際驗證 ，如表 1 所
示。
表1 製造業輔導廠商建置能源管理系統家數統計
年份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合計

製造業
40
45
34
30
29
24
202

圖4

102-107年度廠商逐年累積節能量

改善提案件數 549 件 ，改善類別主要以汰舊換新為主 ，
投資經費為 107,330 萬元 。其次為造紙業 ，節能量為
25,591 kLOE，行動改善提案件數共 286 件 ，投資經費

導入 ISO 50001 之預期節電率為 1.5%，根據能源管

為 199,698 萬元 ，由於造紙業廠商多為十年以上之工

理系統之特性 ，輔導工廠於第一年過後 ，工廠每年需

廠 ，改善類別多以汰換設備為主 ，多為製程及公用設

持續執行節能工作 ，彙整統計 102 年至 107 年受輔導

備之汰換 ，又因其行業之特殊性 ，故造紙業占所有行

工廠歷年度提出之改善行動計畫 ，發現利用制度面確

業別投資經費最大宗 ( 多為製程設備 )。

實持續引導工廠落實節能減碳 ，工廠皆有每年平均節
能率約 1.68 %、節電率約 1.91 %，如圖 3 所示 。

圖5

圖3 102-107年度廠商每年節電率

統計 102 至 107 年製造業各受輔導能源用戶實施能源

依節能類別分析製造業受輔導能源用戶的改善行動

管理改善行動計畫之節能成果 ，共約節省用電 542,519

計畫 ，製造業之節能改善行動以製程為主 ，高達 741

千度 、總節省用能量 159,051kLOE、減少 288,063 公噸

項； 節能量亦以製程為大宗 ，共為 53,106 kLOE( 如圖

CO2e，共計節省能源成本 288,090 萬元 ，促進節能投

6)，共占總節能量 42.8%( 如圖 7)，顯示製程節能是工

資金額 583,729 元 。102 年至 107 年廠商逐年節能量如

廠節能重要的方向 。空調類別以 321 項 ，排名第二 ，

圖 4 所示 ，工廠第一年受輔導過後 ，逐年仍會自主轉

節能量則約占總節能量之 13.8%。

型節能計畫 ，在廠商自行提出節能改善方案後 ，節能

依節能方法分析製造業受輔導廠商改善行動計畫 ，

量甚至超越第一年剛輔導完的節能量 ，表示受輔導工

如圖 8 所示 ，顯示歷年製造業受輔導能源用戶之節能

廠自我節能的能力 ，有持續提升的趨勢 。

方法以汰舊換新為最多 ，共 543 項 (27%)，節能效益為

製造業受輔導廠商之節能量 、投資經費情形以及節

22,877 kLOE，占總節能量之 18%( 如圖 9)。其次為能源

能改善提案數量整體情形如圖 5，所有行業類別中 ，以

管理 530 項 (26%)，其節能效益為 39,445 kLOE(32%)，

電機電子業之節能量為 31,371 kLOE 為最大宗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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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102-107年度廠商改善類別情況

圖8 102-107年度廠商改善方法、投資情況與節能量比較

圖7

102-107年度廠商改善類別節能量占比

圖9

102-107年度廠商改善方法節能量占比

設 備 改 善 則 為 517 項 (26%)，節 能 效 益 為 28,709

源管理的方法 ，設備汰舊換新及設備改善 ，亦是廠商

kLOE(23%)。

提升能源使用效率的好方法之一 ，但這類的節能方法

進一步分析製造業節能方法累積案件數前三名之單

必須面對較高的投資金額 ，廠商運行能源管理系統之

位節能量的投資成本 ，如表 2 所示 ，提案件數最多的

後 ，將定期依標準要求 ，進行重大能源使用設備的

節能方式為汰舊換新 ，543 件 ，其單位節能績效投資

監督與量測 ，並可訓練員工分析數據的能力 ，逐步強

成本為 10.7 萬元 /kLOE，因汰舊換新之投資方向多為

化自行發掘此類節能改善機會的能力 。可停電力亦是

購買新設備 ，因此單位節能績效投資成本偏高 。其次 ，

一項單位節能績效投資成本較低之節能改善方式 ，此

能源管理系統之節能改善提案件數共 530 件 ，單位節

種方式多為將公用系統（ 照明 、空調 、空壓及蒸汽鍋

能績效投資成本為 1.44 萬元 /kLOE，藉由能源管理的

爐 ）、製程設備等進行暫態量測 ，由量化數據及操作

方式可讓廠商以較低的投資成本獲得節能成效 ，而廠

運轉模式分析最適運轉模式 ，在兼顧工廠生產需求及

商導入能源管理系統可提升廠內的能源管理體質 ，並

經濟效益情況下 ，評估可停止運轉之設備或時數 。此

可藉由重大能源的鑑別 、作業管制 、基線與績效指標

種節能方式並不需要過多投資成本 ，因此平均回收年

訂定 、以及重大能源設備操作人員的標準作業程序制

限為 0.38 年 ，廠商亦可配合台電需量反應用電措施 ，

訂過程中 ，發掘更多能源管理的節能機會 。相對於能

有利於台電電力供應困難或供應系統高載時 ，達到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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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02~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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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回收

1

2.76

1,000

362

22,877

245,006

1,792

5,846

可停電力

100

12,826

其他節能
措施

142

6,102

汰舊換新

保養維修

能源管理

設備改善

新設或增
設
廢棄物利
用
熱回收
合計

543
52

530

39,445

86

6,477

517
2

36

2,009

2,337

0.18

14,175

2.32

56,853

28,709

207,286

119

5

5,856

124,206

53,635

53,396

639,539

遁
測

10.7

3.26

1.44

7.22

8.28

0.04
9.12

404.6

緩的效果進而提升備轉容量率 ，進而降低工廠用電需
量 ，降低能源成本 ，躉售台電公司 ，製造利潤 ，同時
舒緩目前政府電力吃緊壓力 ，創造台電及工廠雙贏局
面。

四、結論
企業導入能源管理系統 ，是邁向智慧生產的第一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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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能源管理系統中能源績效指標與能源
基線的要求 ，培訓工廠人員數據蒐集分析與控制管理
的能力 ，瞭解智慧化生產及管理的實際應用作法 ，提
供企業高層作為實施矯正措施決策依據 。本文分析歷
年能源管理系統示範廠商節能改善方案 ，製程改善有
最多的提案數量 、最高的投資金額且更有最高節能改
善成效 。因此 ，推動能源管理制度 ，確實可以有效
引導廠商發掘更多製程改善技術並落實製程改善 ，促
進產業的升級 ，經濟部工業局希望從頭幫助工廠做得
對之外 ，更要做得好 ，成為產業製程改善的助力與推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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