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鈞元能源技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JUN YUAN ENERGYTECH ENG  CO  LTD

基本資料

JUN YUAN ENERGYTECH ENG. CO., LTD.
桃園市龜山區忠義路二段638巷16號 TEL: (03)328‐3693 FAX: (03)328‐3697                          http://junyuanet.com/

基本資料
1. 成立於2007年7月，實收資本額1000萬
2 2014年榮獲經濟部能源局頒給「能源技術服務業績優廠商獎2. 2014年榮獲經濟部能源局頒給「能源技術服務業績優廠商獎」
3. 中華民國能源技術服務商業同業公會
 創始會員
 常務理事(2011~2020)

4. 台灣能源技術服務產業發展協會會員
 理事/常務理事(2011~2020) 理事/常務理事(2011 2020)

5. 台灣區冷凍空調工程工業同業公會 甲級會員
6. 中華民國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會員
7 位全職冷凍空調工程技師7. 4位全職冷凍空調工程技師
8. 4位全職美國節能績效驗證專業工程師(CMVP)

鈞元能源技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JUN YUAN ENERGYTECH ENG. CO., LTD.

桃園市龜山區忠義路二段638巷16號 TEL: (03)328‐3693 FAX: (03)328‐3697                          http://junyuanet.com/

主要服務項目
 空調系統設計規劃、監造管理委託技術服務

政府機構空調工程實績
 空調系統設計規劃、監造管理委託技術服務
 節能改造顧問、診斷評估與工程承攬
 節能績效保證統包工程(ESPC)
 節能績效量測驗證(M&V)規劃
 能源管理系統(EMS)規劃設計與工程承攬 能源管理系統(EMS)規劃設計與工程承攬
 中央空調冰水機房汰換與效能提升專案
 熱泵熱水系統工程
 配管與機電整合系統(MEP System)

ESPC I (合約期: 101~108年)
某政府機關大樓，執行節能改善措施如下：
1) 汰換一台老舊冰水機及附屬冰水泵及冷卻水泵

汰換冷卻水塔為方形直交流式變頻水塔

ESPC II (合約期: 102~105年)
某大專院校 執行節能改善措施如下2) 汰換冷卻水塔為方形直交流式變頻水塔

3) 變更定水量冰水系統為變水量
4) 增設冰水機房能源管理系統
5) 汰換部分燈具為LED燈具
6) 汰換溫控器與控制閥為聯網型溫控器與控制閥

某大專院校，執行節能改善措施如下：
1) 增設學生男女宿舍各1組熱泵熱水系統。
2) 增設溫水游泳池1組熱泵熱水系統。
3) 汰換圖書館及宿舍燈具為T5燈具。
4) 汰換體育館燈具為LED燈具。)

7) 調降電力契約容量(480kW350kW)
105年相對於99年節省303,360kWh，節電率約33.1%。

)
5) 設置遠端能源管理系統。
逐年驗證，皆能達成合約節能率45.1%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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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氣機、電冰箱、洗衣機、微波爐等家用電器產品 

‧各種家用電器產品、冷凍空調產品、醫療產品等

‧大小型家電用品、螢光燈管、安定器及其他電子產品等

‧太陽光電模組及電池、太陽光電變流器、電動車充電樁、風

力發電設備、氫能燃料電池等

‧防爆馬達、燈具、開關箱等

‧高壓避雷器、電力及配電變壓器、比壓器、比流器、熔絲、

氣體絕緣開關設備(GIS)、高壓斷路器、高壓配電盤、高壓匯

流排等

‧低壓空氣斷路器(ACB)、低壓無熔線斷路器(MCCB)、低壓漏

電斷路器(ELB)、低壓配電盤、低壓匯流排等

‧冷氣機、除濕機、電冰箱等家用電器產品 ‧照明光源、LED
燈泡、燈具、路燈、照明器具等

‧洗衣機、馬桶、水龍頭等用水器具

電器產品安規及性能測試

電器產品電磁相容(EMC)測試

電器產品限制有害物質(RoHS)測試

再生能源產品測試 

電氣防爆產品測試 

高低壓電力產品測試

節能標章／環保標章產品測試

省水標章產品測試

‧冷氣機、電冰箱、洗衣機、微波爐等家用電器產品 

‧各種家用電器產品、冷凍空調產品、醫療產品等

‧大小型家電用品、螢光燈管、安定器及其他電子產品等

電器產品安規及性能測試

電器產品電磁相容(EMC)測試

電器產品限制有害物質(RoHS)測試

專業檢測 品質保證

研究   試驗   驗證   培訓   檢定   校正

財團法人台灣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
TAIWAN ELECTRIC RESEARCH & TESTING CENTER

竭誠歡迎聯絡我們：

電話：03-4839090   E-mail：customer_service@ms.tertec.org.tw

地址：32849 桃園市觀音區草漯里榮工南路6-6號 大電力官方網站

Testing Laboratory
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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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能源工程師協會世界能源會議暨博覽會

參訪暨美國ESCO產業發展趨勢摘要說明

一、	前言—關於美國ESCO產業及相關組織

美
國ESCO產業年產值約80億美元，主要客戶

(75%)集中在公家機關及所屬公立醫院及學校

等，回收年限約9-13年。常用的節能改善範疇包含照

明、智慧控制以及室內空氣品質監控 (由偵測二氧化碳

濃度控制外氣風門 )、空調系統汰換、熱能系統汰換以

及節水技術。相較於我國發展，ESCO產業在當地定

位為自償性財務操作工具 (Finance Vehicle)，不受限於設

備汰換。近10年間，不少能源用戶因應執行各地電力

公司需量反應 (Demand Response)獎勵計畫而以ESCO

模式新購置自有發電系統 (例如緊急發電機或汽電共生

系統 )。另整合再生能源及新興雲端大數據分析技術，

因此ESCO總體推動方向逐漸由設備汰換擴大至建立

智慧微電網系統，並引進電力系統業者投入ESCO產

業。

美國主要推動ESCO產業發展組織包含美國國家

能源服務協會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nergy Service 

Company,  簡稱NAESCO)及美國能源工程師協

會 (Association of Energy Engineer, 簡稱AEE)。前者

NAESCO成立於 1983 年，目前有 97 家 ESCO相

關會員廠商，透過辦理研討會 (Seminars)、講習營

(Workshops)、培訓計劃 (Training Programs)、會議

(Conference)，並發行期刊、推廣手冊、成功案例手

冊推廣予能源用戶，並與貿易團體與政策遊說團體合

作提升市場發展潛力，協助會員開拓市場。後者AEE

成立於1977年，成立宗旨在藉由培養能源相關領域

從業人員專業知識來推動永續環境。透過辦理訓練

課程等辦理節能相關專業人員認證，包含國內ESCO

業者較熟悉之能源管理師 (Certified Energy Manager, 簡

稱CEM)、能源查核人員 (Certified Energy Auditor, 簡稱

CEA)以及量測驗證專業人員 (Certified Measurement & 

Verification Professional, 簡稱CMVP)證照。AEE另定期

發行”能源工程”(Energy Engineering)等期刊，並定期

辦理大型會議提供專業人員技術分享交流。

二、	關於美國能源工程師協會世界能源會議

暨博覽會

美國能源工程師協會世界能源會議暨博覽會 (AEE 

World Energy Conference & Expo, 簡稱AEE World)為美

國國內能源相關產業最大型的博覽會，自1977年首

次舉辦以來即將邁入第43屆，集合各領域專家參與，

藉由節能產品展覽以及專題研討會，提供能源用戶完

整的能源效率、廠務管理及環境永續等相關知識。筆

者日前於2019年9月25日至27日前往美國華盛頓

哥倫比亞特區參與第42屆AEE World，蒐集先進國家

ESCO產業發展趨勢及重點應用技術，並研析先進國

家ESCO應用技術及商業模式，探討引進至我國推廣

之可行性。

本屆AEE World為期3天 (9/25~9/27)，共吸引62家

美國及加拿大當地設備或系統廠商、專業工程顧問公

司以及測量儀器元件廠商設攤位參展。同時並辦理專

題研討會，共有包含節能技術、再生能源、智慧城

市、物聯網與大數據分析、能源管理、推動政策等14

主題 (Track)同步舉行共計56場次 (Session)專題研討會，

每場研討會分為4節專題演講，學員自由參與各節次

專題演講。筆者共參與其中「FED Energy Works (聯邦

能源推動工作 )」、「Energy Manager Summits (能源管理

師高峰會 )」、「Energy Service(能源服務 )」、「 Industrial 

Energy Management (製造業能源管理 )」、「 Emerging 

Energy Trends (新興能源趨勢 )」、「Big Data and IoT(大

數據與物聯網 )」等8主題共計16節次專題演講。經

由所參與之主題了解當地節能產業之趨勢及應用節能

  徐偉倫 工程師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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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並比較比較國內現有之節能推動作法與當地之差

異。此次考察行程蒐集包含「大數據分析、物聯網

與能源管理 (AIM)」以及「以租代購能源服務商業模

式 (Energy-as-a-service, EAAS)」等資料，作為後續我國

ESCO產業推動發展之參考。 

三、美國重點ESCO產業發展趨勢

1) 結合物聯網與雲端大數據分析之能源管理 

(The AIM of Energy, 簡稱AIM)

運用物聯網技術蒐集並傳輸能源數據至雲端及用戶

可視化界面，雲端大數據分析則依用戶需求運算數據

(如能源模型、基準線、節能潛力等 )並回傳訊息或

指令至用戶操作界面，達到能源端、用戶端及業者端

(雲端大數據分析 )三向即時溝通。大數據分析、物聯

網與能源管理之特點如下：

a. 即時性、連續性管理作業系統取代週期性管理作業

系統，提高精確度並節省業者及客戶之人力成本，

尤其是專案建置後援週期性之管理作業，例如系統

效能調校(Commissioning)、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

或改善後節能績效量測驗證作業等。

b. 數據透明化即時呈現，意旨用戶端可透過可視化界

面即時掌握現場能源使用狀況，並由雲端大數據分

析後回報之分析結果並及時排除異常狀況。

c. 軟硬體系統由單一數據收集並即時監控功能擴充性

整合多樣功能或目的，根據研討會專題演講之案例

分析，常見之複合式功能，例如改善前節能診斷同

時兼具需量反應之評估工具；改善後節能績效量測

驗證功能亦可兼具系統效能調校(Commissioning)及

ISO 50001能源管理之多重功能。

d. 無論各種型式能源管理需求， AIM之概念除可節省

人力成本，也可增加數據完整度及可靠度，更可增

加用戶、業者、投資方之間信任度。

2) 能源彈性調度系統 (Energy Resilience)

能源彈性調度系統之定義為在不可預期之天災或人

為因素 (戰爭、恐怖攻擊、駭客攻擊、操作失誤等 )發

生時，可在短時間內恢復供電並確保長時間電力供應

不間斷。此概念起源如下：

a. 2011年日本福島核災，導致該區域之美軍基地面臨

長時間斷電之困境，故在減少用電之同時，著手研

擬引進微電網概念；

b. 自2000年起，美國各地電力公司逐漸針對能源大用

戶於提尖峰用電時段提供需量抑低之獎勵，購置自

有發電設備用於尖峰用電時段逐漸成為ESCO專案範

疇之一；

c. 與國內發展狀況相似，太陽光電系統逐漸普及化，

獎勵措施與節電量足以自償專案效益。

d. 大數據分析、物聯網與能源管理(AIM)技術逐漸普及

化，除監測管理電力需量及電力來源以外，進而實

際控制調度供電。

建立能源彈性調度系統成為ESCO產業升級趨勢之

一，其建置步驟在改善能源用戶既有能源效率之後，

盤點不得斷電之重要用電，例如醫療設備、精密製程

設備、Data Center、民生用電等，並盤點除了公用電

力以外可運用發電來源，如緊急發電機、再生能源、

汽電 共生或儲能，電源不足時採用ESCO模式予以建

置補齊。能源彈性調度系統通常引進安裝再生能源系

統或汽電共生系統，收益來源包含節省能源費用 (自身

節能效率提升以及來自發電機之廢熱回收 )、抑低尖峰

獎勵以及再生能源補助。

3) 創新服務型以租代購商業模式

美國當地ESCO專案主要來自公部門，由於公家機

關能源法規較嚴謹，同時可允許之專案回收期限較

長 (最高20年，相當於空調主機使用年限 )，故採用

ESCO商業模式符合公部門之營運需求。若ESCO業

者符合條件進入全國性合格採購名單內 (Schedule 84)，

ESCO成案時間可大幅縮短。民間企業客戶傾向3年以

內回收之專案，大型ESCO統包模式較不易成案，以

小型專案為主。為突破此瓶頸，ESCO業者逐漸開發

創新之能源服務型 (Energy-as-a Service, 簡稱EAAS) 之商

業模式。EAAS商業模式改良傳統托管型商業模式整合

節能績效保證合約、設備維護代操作、財務管理等3

要素而成。由ESCO業者單一窗口根據用戶需求整合

技術、軟硬體設備及資金，出資建置於用戶端，並負

擔後續營運維護之人力及費用 (包含電費及用戶場地使

用租金 )，用戶僅需定期支付服務費用即能享用全新設

備及節能技術，當合約到期時可選擇無償轉移設備予

用戶或重啟合約。此作法解決能源用戶人力與資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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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商業建築能源審 查程序介紹

  李浩銓1 余培煜1 趙宏耀2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所1 
鈞元能源技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

關鍵字：商業建築；能源審查；建築節能改善

摘要

節
能減碳已成為國際趨勢，在先進國家建築節能多成為政府的施

政重點。美國ASHRAE因應美國國內執行能源審查工作上的

需要，建立商業建築能源審查程序PCBEA，並於2018發展成為標準

(STANDARD 211)，解決了能源審查工作品質不一致的混亂現象，並且

提供標準程序作業環境，以利業主、合約商與使用者之間的溝通。

本文簡介ASHRAE的商業建築能源審查程序，ASHRAE將能源審查 (或

能源診斷 )程序分為3個階段，並規範各階段的工作內容與應產生的報

告。並介紹PCBEA執行使用的表單，執行PCBEA時搭配使用ASHRAE

製作的模板表單，可使執行工作更完整，並減少計算的工作量。

一、	背景說明

節能減碳已成為國際趨勢，又建築物的耗能占顯著的比例，因此先進

國家建築節能多成為政府重要的施政重點。國內在政府政策的主導下，

已建立良好的節能改善的基礎環境，例如耗能設備最低能效標準制定、

節能新技術開發、扶持ESCO節能服務產業、節能績優廠商表揚等等。

但商業建築多屬私部門企業所擁有或使用，而在進行商業建築節能改善

之初，需要進行現勘、量測、能源審查 (Energy Audit)1等前置作業，需

要投入人力與經費，國內業主、合約商往往對投入人力經費規模有不同

的見解，造成許多節能改善的機會消失，也易造成日後節能績效認知有

落差。綜觀上述國內存在的現象，國內需要建立商業建築節能改善的程

序與標準，讓業主、合約商、現場操作管理人員等在規範或標準的環境

中協商，透過詳細的投資回收率ROI分析，讓企業主將節能改善視為效

益良好的投資項目，並可增加企業的競爭力，塑造企業主動進行節能改

善的風氣，以此來活絡節能市場，帶動經濟與產業的發展。

美國ASHRAE編寫商業建築能源審查程序 (Procedures for Commercial 

Building Energy Audits, PCBEA，以下簡稱PCBEA)，又稱為「 GREEN 
1　Energy Audit 中譯有能源審查、能源診斷、能源查核、能源審計等等。意指為了促成建築物或廠
區節約能源的目的，對於能源使用流向所進行的調查與分析，可協助辨認節能改善的機會。

足之問題，可運用於照明、中央

空調及供暖等公用設備汰換並整

合能源管理、需量反應 (Demand 

Response)等代操作服務，並逐漸

運用於再生能源系統以及微電網

等大型公共設施。

四、結論

茲就整體美國ESCO產業考察

之見聞，歸納以下心得及建議事

項：

1) 美國當地ESCO產業發展情

況與國內相似，面臨電價低、節

電效益不顯著，民間業務開發困

難，發展服務型商業模式，以節

省額外營運成本為誘因推廣予民

間企業用戶。

2) ESCO或節能專案建議逐漸

整合大數據分析、物聯網與能源

管理 (AIM)趨勢，透過即時、持

續性傳輸數據與大數據分析取代

傳統如節能績效量測驗證等周期

性檢核作業，逐漸取代人力作

業，除了減少業者營運成本外，

透過資訊透明化增加客戶信任度。

3) ESCO商業模式應定位為

自償性財務操作工具 (Finance 

Vehicle)，不應受限於設備汰換或

能源效率提升。ESCO商業模式

可運用於整合大數據分析、物

聯網與能源管理 (AIM)技術或由

建置能源彈性調度系統 (Energy 

Resi l ience)來執行未來國內將

推動之需量反應獎勵 (Demand 

Response)，並引進金融工具。參

考美國當地推動ESCO經驗，最

終擴大參與對象及技術領域，帶

動ESCO產業之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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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商業建築能源審 查程序介紹

  李浩銓1 余培煜1 趙宏耀2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所1 
鈞元能源技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

分析師蒐集並分析建築物的歷史公用事業能源的用途，

高峰需求和成本，計算建築物的能源成本指標 ( Energy 

Cost Index, ECI)，即單位面積每年的能源費用 (元 /m2

• yr); 以及建築物的能源使用密度指標（EUI）（以每年

kBtu / ft2 .y或MJ / m2.y表示）。 然後，分析師將該建築

物的EUI與類似建築物的EUI進行比較，以評估該建

築物進行節能改善提高建築物能源性能的潛力，並評

估是否可以進入進一步的工程和分析程序。

此項工作進行的步驟包含：

1. 蒐集建築物資料，例如樓地板面積等。

2. 蒐集歷史公用事業能源賬單，至少1年以上，2-3年

最佳。

3. 計算能源使用效率，產生EUI、ECI等指標，(參考

ASHRAE Standard 105)，可使用第三章之PEA分析模

板(ASHRAE-PEA-Template)。

4. 比較EUI及ECI，與周圍或同氣候區相類似的建築

EUIs、ECIs，類似建築資料庫ASHRAE建議使用U.S. 

E.I.A. Commercial Buildings Energy Consumption Survey 

(CBECS)資料庫[3]，國內則建議使用能源局能源查

核資料庫[4]。

5. 導出本商業建築能源需求、能源成本費用的目標。

6.  以目標EUI推算出合理能源消耗與成本費用，並決定

是否需要更進一步的調查分析項目。

第1階段—走動式現勘分析(Walk-Trough Analysis)

由能源賬單分析建築物能源耗用與能源效率，並依

據PEA確定需要更進一步的調查分析項目來進行第1

階段的現勘分析，透過現勘來確認免費或低成本的節

能方案，並提供有潛力的資本門設備能效提升清單，

BOOK」[1]，此程序在2018年已發展成為美國國家

標準，即ANSI/ASHRAE/ACCA Standard 211-2018 ” 

Standard for Commercial Building Energy Audits[2]”。

ASHRAE建立PCBEA的主要的目的在於： 1.定義能源

審查1、2、3階段執行的工作內容，2.提供建築物業主、

政府以及建築物使用者進行節能評估與能源審查時的

實務與必須準備並交付的相關文件的參考，3.提供能

源審查員作為能源審查實務的參考。此審查程序是給

商業建築節能使用，但部分也可應用到工業或家庭。

美國商業建築能源審查程序PCBEA或可供國內建立商

業建築節能改善能源審查與現勘等程序與標準之參考。

二、	美國ASHRAE能源審查程序3階段定義

ASHRAE商業建築能源審查程序 PCBEA包含 3

個階段，另外，還有第 0階段初步能源使用分析

(Preliminary Energy-use Analysis, PEA，以下簡稱PEA)，

PEA是在執行3個階段前的準備工作，3個階段分別為：

第1階段—走動式現勘分析 (Walk-Trough Analysis)

第2階段—能源調查分析 (Energy Survey Analysis)

第3階段—高資本改善深度分析 (Detail Analysis of 

Capital intensive Modification)

此3階段的工作並沒有明顯的界線，主要還是在蒐

集分析的工作是否可以產生出各階段所要的結果，依

據執行的規模不同，此3階段有逐步擴展的關係，如

圖1所示。另表1則彙整列出1、2、3階段主要工作項

目與對應產生的報告。

以下為第0、1、2、3階段的摘要介紹。

第0階段 - 初步能源使用分析(PEA)

初步能源使用分析PEA定義為建築物進行1、2、3

階段能源審查程序之前的準備程序。 在PEA進行期間，

圖1…美國能源審查程序PCBEA…3階段相互之間的關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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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階段不需要 (或少量 )做計算分析，因此節能量及

其成本費用都是概估的，進行的方式包含5步驟：

1. 至建築物現場現勘，以了解建築結構、使用設備

(系統)、運轉情形、維護狀態等。

2. 與建築物的所有人/管理人、使用者碰面交談，了

解是否有特殊問題以及其心中的能源改善計畫。

3. 調查建築物空間及其使用型態，可使用第三章之現

勘調查表格(ASHRAE-PCBEA-Sample-Forms)。

4. 確認免費或低成本的設定參數改變方案，以及方案

對建築物運轉與維護的影響，並估計可能的節能

量。

5. 確認有潛力的資本門設備改善計畫，決定是否需要

進一步量測分析，並提供初步概估的節能量與成本

費用。

第2階段—能源調查分析(Energy Survey Analysis)

階段2進行更進一步的建築物能源使用調查，包含

能源終端使用結構、最高需量等分析。在這階段應產

生細部能源使用結構，以及所有滿足業主經濟考量的

能源效率方案 (Energy Efficiency Measures, EEMs)包含

節能量與成本費用。實施階段2的步驟包含：

1. 檢視建築物之機械與電子的設計、安裝狀態、維護

情形以及運轉情形。

2. 現場以計算、量測、觀測等手段得到建築物的耗

能結構，可使用第三章之現勘調查表格(ASHRAE-

PCBEA-Sample-Forms)，詳加記錄建築物中的各系

統，例如：建築外殼、照明系統、插座系統、冷凍

空調HVAC、熱水系統、洗衣房、食物準備室、冷

凍冷藏冰箱、傳送系統、泳池/桑拿/SPAs、製程負

載及其他。

3. 尋找存在的運轉/維護問題，檢視建築物可能的改

善計畫以及其成本費用。

4. 安裝量測建築物系統或設備運轉參數，並與設計值

比較。

5. 將全年能源耗用拆解為系統或設備的能源耗用，並

製作終端能源使用結構圖表，可使用第三章之終端

能源使用結構分析模板(ASHRAE-Sample-End-Use-

Breakdown)。

6. 列出建築物設備或其運轉之所有可能的節能改善，

及其初步的節能量與成本費用。

表1…美國能源審查程序PCBEA…3階段工作與對應產生報

告[1]

程序
階段

1 2 3

進行初級能源診斷(PEA) √ √ √

進行現勘 √ √ √

確認免費或低成本的方案 √ √ √

確認資本門設備改善後之能效提升 √ √ √

檢視機械與電子設計、運轉與工況實
務 √ √

重要參數量測 √ √

分析資本門設備能效提升方案 √ √

與業主討論確認節能方案 √ √

進行更多細部的量測或監測 √

進行詳細系統建模 √

提供推薦的高成本設備節能方案說明 √

產生報告
階段

1 2 3

概估節省電費   

類似建築EUIs的比較報告   

彙整公用事業費率資料   

節能後EUI是否達成目標的評估   

概估免費或低成本的節能改善方案  

耗能結構詳細分析  

概估資本門設備能效提升的節能量與
成本費用  

完整的建築物描述與設備清單  

考慮中方案描述文件化  

建議的效益驗證(M&V)方法  

推薦的節能方案(EEMs)的財務分析  

推薦的高成本設備節能方案的詳細描
述 

詳細高成本設備節能方案成本效益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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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與業主討論實用的節能改善方案，列出優先順序。

8. 對有顯著交互作用的地方，產生整體的節能方案。

9. 對每個實用的方案，評估其節能量、成本費用以及

對EUI的影響。

10. 估計施行方案的成本費用。

11. 評估方案對建築物運轉、維護保養費用、以及與能

源無關的成本費用的影響。

12. 估算整體節能方案的節能量，與階段1的估算做比

較，以確保所有的節能方案實施節能量都被包含在

內。

13. 一併考慮業主選擇的技術與標準，提出整體投資

方案，準備財務評估，可參考使用第三章之節能

方案與財務分析彙整模板(ASHRAE-EEM-Summary-

Table)。

14. 依據階段2所建立的資料與報告，與業主討論節能

方案實施的優先順序，以及該進一步分析的地方。

第3階段—高資本改善深度分析  

(Detail Analysis of Capital intensive Modification)

第3階段重點在確認有潛力的高資本能效提升計畫，

比階段2需要蒐集更多的現場資料以及經濟上的分析，

通常包含建模與模擬全年能源的耗用，第3階段實施

的步驟包含：

1. 增加改善方案的分析深度，例如考量系統間交互作

用，而提出整體的節能方案。

2. 檢視績效驗證方法，是否需要額外的測試/監視系

統。

3. 建模並校準，模擬所構想的節能方案。

4. 對每個節能改善方案提出概要說明。

5. 估算每個節能改善方案的節能量以及成本費用，並

彙整在一起，形成彙整節能改善方案表，以協助決

策。

6. 最後與業主討論並產生實施節能方案的決議。

「GREEN BOOK」另外有各階段實施的實務，待後

續文章來深入探討其內容。

三、美國能源審查程序使用表格

以適當的詳細程度收集正確的數據，是從能源審查

中實現最大節能量的關鍵。但是，現勘過程有時可

能會忽略重要數據，或者詳細程度可能不足以支持能

源和財務分析。為了解決這些問題，ASHRAE建立

模板數據收集表格。美國能源審查程序提供幾種以

Excel建立的模板 (template)與表格，包含：現勘調查

表格 (ASHRAE-PCBEA-Sample-Forms)、PEA分析模板

(ASHRAE-PEA-Template)、節能方案與財務分析彙整模

板 (ASHRAE-EEM-Summary-Table)、能源結構分析模板

(ASHRAE-Sample-End-Use-Breakdown)、逐時模擬輸入

檢查表 (ASHRAE-Hourly-Simulation-Checklist)以及英制

單轉換表 (ASHRAE-Formulas-and-Unit-Conversions)等，

可協助能源審查0階段至3階段的進行，簡要說明如

下。

(1) 現勘調查表格(ASHRAE-PCBEA-Sample-Forms)

現勘調查表格的目的是為了幫助建築能源審查人員

收集完成對建築節能改善的全部能耗和財務分析所需

的數據。現勘調查表格適合2級和3級能源審查使用。

現勘調查模板目錄如表2，共包含37種表格，分別對

應建築物的外牆、照明⋯等系統與使用時程，可依需

要選擇使用。

(2) PEA分析模板(ASHRAE-PEA-Template)

PEA分析模板可協助0階段能源使用調查，由蒐集

到的各類能源使用數據，直接產生EUI指標與ECI指

標，如圖2。

圖2…ASHRAE…PEA分析模板

(3)  節能方案與財務分析彙整模板 (ASHRAE-EEM-

Summary-Table)

ASHRAE設計節能方案與財務分析彙整模板

(ASHRAE-EEM-Summary-Table)可協助分析師藉由階段

1與階段2所產生節能方案之節能量評估與成本評估得

到最終的財務評估，如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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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ASHRAE現勘調查表格目錄

圖3…ASHRAE節能方案節能量評估與成本評估模板

(4)  終端能源使用結構分析模板(ASHRAE-Sample-End-

Use-Breakdown)

對於執行第1階段分析，建築物的終端能源使用估

計值可由預期的設備密度概估或套用類似建築物的耗

能比例。對於執行第2階段或第3階段程序而言，建

築物的終端能源使用的分析資料可由下列4種來源取

得： 1.全年詳細的量測資料 (監控系統 )，2.藉由現場

掛表取得逐時資料，推算全年耗能結構，3.由設備廠

商型錄資料以及逐時運轉資料來推估全年耗能結構，

4.由類似典型建築案例假設得來。ASHRAE提供的模

板如圖4。

圖4…ASHRAE終端能源使用結構分析模板之耗能結構…

分析圖

(5) 逐時模擬輸出/入檢查表(ASHRAE-Hourly-Simulation-

Checklist)

逐時模擬分析輸出入檢查表可逐項檢查模擬輸入參

數是否有遺漏，以及輸出報告是否切合第3階段審查

分析之需求。逐時模擬分析輸入檢查表如表3所示。

四、	結論

美國ASHRAE因應美國國內執行能源審查工作上的

需要，建立商業建築能源審查程序PCBEA，解決了

能源審查工作品質不一致的混亂現象，並且規範標準

程序作業環境，以利業主、合約商與使用者之間的溝

通。由於成效良好，也發展成為能源審查作業的美

國國家標準 (Standard 211)。國內在執行能源查核以及

節能改善作業也遇到同樣的問題，但由於國情不同，

ASHRAE的PCBEA以及標準211是否能適用到國內，

還待審慎的評估，綜合本文介紹的重點如下：

1. ASHRAE將能源審查(或能源診斷)程序依照規模(範

圍)的不同，由小到大分為3個階段，階段1規模最

小，當然執行所需經費也最少，所需時間短；階段

3由於牽涉高成本設備經費投入，必須詳盡的了解

其節能效果與財務考量，因此必須執行建築能源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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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所需的經費最高，時間也最常。

2. 能源審查與節能改善的終點不同，能源審查類似節

能改善前的評估，並沒有包含實際改善工程與改善

後績效驗證(M&V)的程序。

3. 執行PCBEA時搭配使用ASHRAE製作的模板表單，

可使執行工作完整，並減少計算的工作量，例如現

勘調查表格(ASHRAE-PCBEA-Sample-Forms)，但表

格是涵蓋所有建築物系統設備與時程，使用時應選

擇被審查建築相關的系統設備表單來進行即可。

並應注意版權屬美國ASHRAE所有，使用前應先洽

詢ASHRAE，網址：https://www.ashrae.org/technical-

resources/bookstore/procedures-for-commercial-building-

energy-audits。

4. 後續將進行國內節能改善案例之適用性的評估，並

報告其適用成效或建議修改處。

五、	參考文獻

1. “Procedures for Commercial Building Energy Audits”, 

Second Edition, © 2011 ASHRAE ISBN 978-1-936504-

09-1

2. ANSI/ASHRAE/ACCA Standard 211-2018” Standard 

for Commercial Building Energy Audits” ,  2018 

ASHRAE and ACCA® ISSN 1041-2336

3. U.S. E.I.A. Commercial Buildings Energy Consumption 

Survey (CBECS), https://www.eia.gov/consumption/

commercial/reports/

4. 2018年非生產性質行業能源查核年報，p24

表3…ASHRAE逐時模擬輸入檢查表

https://www.ashrae.org/technical-resources/bookstore/procedures-for-commercial-building-energy-audits
https://www.ashrae.org/technical-resources/bookstore/procedures-for-commercial-building-energy-audits
https://www.ashrae.org/technical-resources/bookstore/procedures-for-commercial-building-energy-aud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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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間氫氟碳化物（HFCs）管制與

其替代品發展趨勢

摘要

蒙
特婁議定書自 1996 年起開始管制氟氯烴

（ HCFCs），主要推動的替代品是氫氟碳化物

（HFCs），包括R134a、R410A、R404A等；這些替代

品雖無破壞臭氧層潛勢值（ODP值），但具有高溫暖

化潛勢值（GWP值），排放到大氣之後會加劇全球暖

化與氣候變遷問題，間接減緩臭氧層恢復的速度。歐

盟、美國、日本等先進國家自2014年起陸續公告禁止

使用高GWP值替代品於特定類型之空調及冷凍冷藏設

備；蒙特婁議定書更於2016年通過「吉佳利修正案」

（Kigali Agreement），將HFCs納入管制物質並訂定削減

時程，期望以蒙特婁議定書的管制模式再次成功削減

溫室氣體HFCs，避免抹煞蒙特婁議定書多年來的貢獻

與成就。

我國依循蒙特婁議定書的管制規範逐步削減CFCs與

HCFCs，現階段市場上冷凍空調設備使用之替代冷媒

大部分以HFCs混合冷媒為主，為此本文旨在研析國際

間HFCs管制策略及替代品發展趨勢，以作為我國冷凍

空調業未來推動低GWP值替代品之參考。

一、前言

國際間因應臭氧層破洞的問題，已於1987年通過蒙

特婁議定書，藉由源頭（生產與進口）逐步管制氟氯

碳化物（CFCs）與氟氯烴（HCFCs）等臭氧層破壞物質

之消費量（即生產+進口 -出口）與生產量，迄今蒙特

婁議定書已成功讓全球各國淘汰CFCs，且已開發國家

已削減90%之HCFCs消費量與生產量，大幅減緩臭氧

層破洞的問題。

HCFCs替代品以HFCs為主，包括R134a、R410A、

R404A等，但因其具高溫暖化潛勢（GWP）值，排放

到大氣後會加劇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問題，因此歐

盟、美國、日本等先進國家自2014年起陸續公告禁

止使用高GWP值替代品於空調及冷凍冷藏設備；蒙

特婁議定書更於2016年通過「吉佳利修正案」（Kigali 

Agreement），將HFCs納入管制物質並訂定削減時程，

管制削減的方式如同CFCs與HCFCs削減模式，從源

頭逐步削減HFCs的消費量與生產量。

我國非蒙特婁議定書締約方，然而為保護國內產業

免受議定書的貿易限制條款制裁，政府於1992年即達

成遵守蒙特婁議定書規定的共識。另，我國冷凍空調

生產廠商與進口廠商過去為因應蒙特婁議定書的管制，

生產與進口之設備已全面轉為使用HFCs類冷媒，對於

是否仍有足夠能力因應吉佳利修正案管制規範，目前

是產官學研各界再次積極投入合作的時機。

二、國際HFCs管制動態

(1) 吉佳利修正案

蒙特婁議定書已於2016年通過「吉佳利修正案」，

將HFCs納入管制並訂定各締約方之HFCs年消費量上

限值，且基於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HFCs管制時

程如同管制CFCs、HCFCs一樣區分為已開發（簡稱A2

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簡稱A5國家）外，另考量部分

國家（如印度、中東國家）因替代困難，允許其有稍

晚的管制時程。

以已開發國家為例，A2國家第一階段管制目標為

2019年削減至基準量的90%，後續2024年、2029年、

2034年與2036年則依序削減至基準量的60%、30%、

20%、15%；以開發中國家為例，中國、泰國、新加

坡、韓國等A5國家採A5 GI的管制時程，自2024年

凍結基準量，後續2029年、2035年、2040與2045年

則依序削減至基準量的90%、70%、50%、20%，詳細

  徐麗瀅工程師 楊斐喬經理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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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減時程如表1。

A5 GI： 除A5 GII 10個國家以外的開發中國家

A5 GII： 巴林、印度、伊朗、伊拉克、科威特、阿曼王

國、巴基斯坦、卡達、沙烏地阿拉伯、阿拉

伯聯合大公國等共10個國家

A2： 除A2 Russia 5個國家以外的已開發國家

A2 Russia： 俄羅斯、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塔吉克

斯坦、烏茲別克等國家等共5個國家
圖1、吉佳利修正案削減時程圖

吉佳利修正案已於2019年1月1日正式生效，截至

2020年3月，全球已有歐盟、日本、加拿大、澳洲、

紐西蘭、墨西哥及非洲等93個締約方批准並履行吉佳

利修正案的管制時程，而美國、中國、韓國、新加

坡、馬來西亞、泰國 ...等皆尚未完成批准，僅開始進

行國內評估與規劃因應策略工作，期能達成吉佳利修

正案的管制目標。

(2) 歐盟

歐盟早於吉佳利修正案通過前已公告HFCs管制

措施，於 2014 年 5 月 20 日修正公告氟氣體法規

（ fluorinated greenhouse gases regulation，簡稱F-gas法

規），針對HFCs訂定逐步削減時程和核配方式，並訂

定不同冷凍空調設備、發泡與滅火器的禁用時程，以

下重點說明冷凍空調部分：

• 商用密閉冷凍冷藏系統：自2020年1月1日起，不得

含GWP值超過2,500的HFCs冷媒（例如R404A），並

自2022年1月1日起不得含GWP值超過150的HFCs冷

媒

• 固定式冷凍冷藏系統：自2020年1月1日起，不得含

GWP值超過2,500以上的HFCs冷媒，但冷凍功能達

攝氏零下50℃的設備除外

• 移動式家用密閉空調設備：自2020年1月1日起，不

得含GWP值超過150的HFCs冷媒

• 單一分離式空調系統（HFCs充填量低於3公斤）：

自2025年1月1日起，不得使用GWP值超過750的

HFCs冷媒

F-gas法規已自2015年開始凍結並逐年削減所有含氟

氣體（包括HFCs、PFCs、SF6），期望至2030年達成

削減至2014年之79%。

(3) 美國

為遵循蒙特婁議定書管制規範，美國於1990年修正

空氣清淨法（Clean Air Act，CAA）訂定第六章臭氧層

保護管制規範（ 601-618），據此要求美國環保署審查

列管破壞臭氧層物質（ODS）之替代品，並針對不同

用途別公告可接受、不可接受、或有條件接受、或限

特定用途接受的替代品名單，因此訂定特定新替代政

策（Significant New Alternatives Policy，SNAP）不定期審

查與公告可接受與不可接受替代品 1，詳如表 1，重點說

明如下：

• 零售食品業遠程冷凝機組（例如超商超市冷凍冷藏

設備）：自2018年1月1日起新設備禁止使用R404A、

R507、 R421B、R422A、R422C、R422D等HFCs冷

媒

• 冷凍冷藏食品加工業：自2021年1月1日起新設備禁

止使用R404A、R507A、R407A、R407C、R407F等

HFCs冷媒

• 冷凍庫房：自2 0 2 3年1月1日起新設備禁止使用

R404A、R507A、R407A、R410A等HFCs冷媒

(4) 日本

因應蒙特婁議定書，日本制定「氟利昂類化學品使

用合理化與管理合適相關法規」（フロン類の使用の
合 理 化 及 び管 理 の適 正 化 に関 する法 律），簡稱氟
利昂排放抑制法（フロン排出抑制法），從源頭管制
ODS；另，為因應高GWP值的HFCs使用需求大幅增

加而造成的排放量增加，已於2013年6月修正公告氟

利昂排放抑制法，從源頭管制高GWP值的化學品，也

強化管制設備日常使用的定期檢定，以及強化管理充

填回收業者的操作，並於2019年再次修正公告強化違

1 美國SNAP Program審核通過的替代品名單https://www.epa.gov/snap/snap-
substitutes-s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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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歐盟、美國與日本之高GWP值替代品管制資訊

歐盟（F-gas） 美國（SNAP） 日本（氟利昂排放抑制法）
常用冷媒

種類 應用/設備 GWP
上限

禁用
日期 應用/設備 禁用冷媒種類 禁用

日期 指定產品 GWP 
上限 禁用日期

車用空調
R134a 車用空調 150 2017 輕型車用空調 HFC-134a 2021 車用空調 150 2023

固定式空調與冷凍冷藏

R134a 家用冷凍冷藏 150 2015 家用冷凍冷藏
R134a、R404A、
R507A、R407C、

R407F及其他
2021

R134a
R404A

商業用冷凍冷
藏(密閉)

2500 2020

獨立低溫機組

R134a、R404A、
R407A、R407C、
R407F、R410A、

R507A及其他

2020

R134a
R404A

冷凍食品加工
R404A、R507A、

R407A、R407C
R407F及其他

2021

獨立機組
(中及低溫) R404A、R507A 2016.07

(R)

R134a 150 2022

獨立中溫機組

R134a、R404A、
R407A、R407C、
R407F、R410A、

R507A及其他

2019
(<2,200 Btu/hr)

2020
(≥2,200 Btu/hr)

自動販賣機

R134a、R404A、
R407C、R410A、

R507A及其他
2019

R404A、R507A 2016.07
(R)

R404A
R407A
R507

零售食品/超市
(40kW以上商

用系統)
150 2022

零售食品冷凍
冷藏(超商超

市)

R404A、R507、 
R421B、R422A、

R422C、R422D及其
他

2016.07
(R) 冷凍冷藏

(用於分離式
展示櫃)

1500 2025

R404A
零售食品/超市
(串聯系統製冷

劑迴路)
1500 2022

R404A、R507、 
R421B、R422A、

R422C、R422D及其
他

2018

冷凍庫房
R404A、R507A、

R407A、R410A及其
他

2023 冷凍庫房
(>50000m3) 100 2019

R134a
R407C
R410A

冰水機(包括
離心、往復、
螺旋、渦捲型

式)

R134a、R404A、
R507A、R407C、

R410A及其他
2024

商用空調
（<3RT） 750 2020

商用空調
（>3RT） 750 2023

商用空調（離
心式冰水機） 100 2023

R410A

可移動式家用
空調設備 150 2020

家用空調 750 2018單一分離式空
調且F-gas低於

3公斤
750 2025

R： Retrofit，即設備換裝 /改造

法處分內容。

該法規中依設備的替代可行性逐步訂定禁用時程，

重點說明如下：

• 家用空調：自2018年1月1日起禁用GWP值大於750的

冷媒（例如R410A）

• 冷凍庫（超過50,000立方公尺）：自2019年1月1日起

禁用GWP值高於100的冷媒（例如R404A）

• 辦公室或商店之商用空調（低於3RT）：自2020年1

月1日起禁用GWP值大於750的冷媒（例如R410A）

• 辦公室或商店之商用空調（大於3RT）：自2023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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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日起禁用GWP值大於750的冷媒（例如R410A）

• 辦公室或商店之商用空調（離心式冰水機）：自

2023年1月1日起禁用GWP值大於100的冷媒（例如

R134a、R245fa）

• 車用空調：自2023年1月1日起禁用GWP值高於150的

冷媒（例如R134a）

• 冷凝與冷藏機組（不包含額定輸出功率低於1.5kW的

壓縮機）：自2025年1月1日起禁用GWP值高於1,500

的冷媒（例如R404A、R407C、R410A）

三、替代品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蒙特婁議定書技術暨經濟評估

委員會（TEAP）每年會分析空調與冷凍冷藏、清洗、

發泡等用途之替代品與替代技術的發展趨勢，2019年

TEAP研析報告重點摘要如下：

1. 商業用冷凍冷藏之冷媒替代

商用冷凍冷藏設備主要功用為儲存或展示食品與飲

料，依其所需溫度可分為0~8℃（中溫），用於保存

食品與飲料，以及 -18℃（低溫），用於冷凍食品與

冰淇淋。其中，超市冷凍冷藏設備已大多由R404A

轉為使用R448A、R449A、R449B、R452A、R407H、

HFO450A及R513A，且使用量持續成長，此轉換趨勢

是由歐盟和美國開始。零組件製造商（如壓縮機、膨

脹閥、控制閥等）除研發新設備，亦研究既有設備直

接換充（drop in）前述替代冷媒。

獨立式冷凍冷藏設備部分，冷媒管路是完全密封

的，如果沒有發生嚴重洩漏，此類設備將依其壽命

而汰換冷媒。現階段以R448A、R449A或R452A替

代R404A，而R407系列的冷媒，如R407A、R407F

或R407H在各國已有大量替代R404A的應用案例；而

R134a則以R450A或R513A進行替代；國際間亦開始評

估使用HFO1234yf和HFO1234ze(E)的可行性。此外，

越來越多獨立式冷凍冷藏設備轉為使用HC290，但此

類產品的容量將因HC290的充填量而受到限制。

另自然冷媒部分，R744（二氧化碳）串聯系統

（ cascade systems，即使用R744串聯HFC134a、R450A、

R513A、R717）已廣泛使用於超商或超市的冷凍冷藏設

備，尤其是歐洲地區。

2. 運輸用冷凍冷藏之冷媒替代

R452A之冷凍能力、燃油效率、可靠性及冷媒充填

量與R404A相似，而GWP值約僅R404A的一半（約

2100），且R452A具不燃性與壓縮機排氣溫度低等特

性，故可作為冷凍卡車與冷凍拖車之替代品，在歐洲

已廣泛地使用，另R452A亦可直接換充於R404A的設

備。冷藏車或大型海運集裝箱（marine containers）部分

則持續評估使用R513A的可能性，而大規模的海運集

裝箱（數百箱以上）則以R744（二氧化碳）進行測試。

漁船部分，近年新建的冷藏船皆使用R717，在歐洲新

建的漁船是使用R717或R717/ R744。

3. 冰水機之冷媒替代

已陸續推出商業化的產品，包括HFO-1233zd（E）、

R-452B、R513A、R514A、HFO-1234yf及HFO-1234ze

（E）等，詳如表2。

4. 空調之冷媒替代

日本、東南亞和澳洲越來越多住宅與輕型商用空調

（< 8 kw）使用R32空調，且正逐步擴展至歐洲。中國

空調設備的生產線已轉為HC-290，不過由於易燃性問

題，除了小型攜帶型設備外市場有限。而印度HC-290

分離式空調已商業化，其他幾個高溫國家也正轉換

HC-290設備的生產線。

整體而言，為削減高GWP值冷媒替代品，國際間

陸續開發低GWP值替代品，純物質部分，開發的替

代品包括R1234yf、R1234ze及R1233zd等HFOs（不飽

和HFCs），前述HFOs皆屬於低密度的冷媒，即相同

管徑下通過的冷媒量較少；就安全性而言，除R1233zd

屬於不燃性冷媒外，其餘兩者具微燃性，故使用時須

限制冷媒充填量。混合物部分，為降低高GWP值的

HFCs，現階段開發的混合冷媒大多會摻配HFOs，故

相互間的化學特性相似，且大部分仍具微燃性，故

TEAP評估安全標準工作委員會近年刻正展開檢視與更

新冷媒安全標準規範，以確保具微燃性冷媒使用與設

備應用上之安全性。現階段開發的替代品之GWP值與

安全性如圖2。

四、	我國冷媒使用現況

我國自主遵守蒙特婁議定書規範，過去國內消防產

業、電子業、發泡產業、冷凍空調產業及其他相關產

業，為與政府共同保護臭氧層，積極測試與轉用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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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冰水機之替代品

設備 目前使用的冷媒 商業化替代冷媒

大型冰水機
• 離心式壓縮機
• 使用低壓冷媒

• R1231
• R245fa（不常見）
• R 7 1 8（水，不常
見）

• HFO-1233zd（E）
• R514A
• R718

大型冰水機
• 離心式壓縮機
• 使用中壓冷媒

• R134a

• R513A
• HFO-1234yf
• HFO-1234ze（E）
• HFO-1224yd（Z）

中型冰水機
• 螺旋式壓縮機

• R134a 
• HC-2903
• R7172

• R513A
• R450A
• HFO-1234yf2

• HFO-1234ze（E）2

• HC-2903

• R7172

小型冰水機
• 渦卷式或往復
式壓縮機

• R407C
• R410A

• R322

• R452B2

• R454B2

• HC2903

• R744

註1：  A2國家已於2020年禁用於新設備、A5國家為2030年
禁用

註2：屬於微燃性冷媒 
註3：屬於易燃性冷媒

圖…2、冷媒替代品發展現況

品，並遵循蒙特婁議定書管制時程，積極停止使用破壞臭氧層

物質，經統計32年來，我國從源頭削減已累積超過40萬公噸

的CFCs及HCFCs，相當於累積削減2,700百萬公噸CO2當量。

因應我國CFCs及HCFCs管制，國內廠商已陸續轉為使用

HFCs，主要應用是以冷凍冷藏與空調設備之冷媒為主，發泡

劑、滅火劑、噴霧罐與清洗劑等用途占少部分，重點說明如

下：

• 冷凍空調設備之冷媒：自1994年7月1日起實施

「國產 及國外進口 應全面改用非氟氯碳化物

（CFCs） 媒系統」、1996 1月1日起實施「國

內產製電冰箱及國外進口電冰箱應全面改用非

氟氯碳化物 媒系統」、自2011年禁止R22使用

於7.1 kW以下之窗型空調（含分離式）新生產

設備冷媒之填充，以及自2016年禁止R22使用

於冷凍冷藏、空調新生產設備及新建、工程之

冷媒填充等相關公告與規範，國內廠商陸續

將車用空調與電冰箱轉為使用R134a、空調與

冷凍冷藏設備轉為使用R410A、R32、R134a、

R404A、R407C與R507A等，另國內廠商近年也

積極嘗試低GWP值之HFCs冷媒，如R448A、

R449A與R427A等冷媒

• 發泡：自2016年1月1日起已全面禁止任何種類

HCFCs使用於發泡用途，故現今我國發泡以環

戊烷為主，極少部分使用R365mfc與R152a

• 滅火設備：作為滅火劑使用，如R227ea

• 噴霧罐：作為噴霧罐之推進劑，如R134a

• 清洗劑：作為設備之清洗溶劑，如R365mfc

有鑑於此，HFCs為現階段我國最廣泛使用的

替代品種類，且這些HFCs之GWP值大多超過

一千多，是國際間優先要停用的管制物質。因此

如何持續符合國際管制規範、協助產業轉換使用

低GWP值替代品，以避免設備產品出口至其他

國家時遭到阻礙，將是政府與產業的共同挑戰。

五、結論

作者研析國際HFCs管制策略與替代品趨勢後，

提出以下幾點淺見：

（1） 轉換使用低GWP值替代品已成趨勢，但

技術研究與發展仍是推動削減HFCs的重要關鍵

因子。但目前全球研發的替代品主要分為自然冷

媒類、HFOs類及混合的HFCs類，而這些冷媒性

質較有易燃性、高壓力或毒性。因此，產官學研

各界應共同合作，提供廠商使用這些冷媒時應如

何注意安全問題及解決方案。

（2） 冷凍空調設備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包括直

接的冷媒排放外，另有因使用能源造成的間接排

放，因此，設備在選擇低GWP值替代品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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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其能源效率的效益亦是關鍵

重點。

（3） 冷凍空調設備的安裝與

維修，因替代品性質具易燃性

或高壓力，將增加操作員工的

安全風險，且涉及建築既有規

範。因此建議政府與產業公會

應強化員工的教育訓練，並合

作研議相關法規修訂事宜。

（4） 全球資源有限且冷媒的

管制愈趨嚴格，強化冷媒的回

收再利用工作，以減少冷媒的

生產，亦是冷媒管理的重要一

環，因此建議產官學研各界可

強化回收冷媒品質的研發工作，

提升冷媒的再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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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績效量測驗證紛爭

案例研析

  趙宏耀技師1 楊蘭清技師2 
鈞元能源技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1 國慶工程顧問有限公司2 

摘要

本
案係甲乙雙方因為對「節能合作案」是否達成合約所要求之減少水、

電、瓦斯等費用支出之效益認知不同，因此至法院爭訟。法院將本

案委付台灣能源技術服務產業發展協會進行鑑定，經協會鑑定人員多次召

開會議，請雙方就事實說明，並提供佐證資料、工程圖說文件，經現場勘

查後，作成鑑定報告，提交法院仲裁。本案之所以產生爭訟，可以歸因於

雙方對節能績效的理解不同；乙方又未能熟悉「國際節能績效量測驗證協定

(IPMVP, International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and Verification Protocol)」，對

於整體節能率未達整體建築能源用量10%以上的改善措施，卻採用選項C 

(Option C)的方式進行績效驗證，節能量 (或節費金額 )自然不易彰顯。又加

上時空環境條件的變遷，對靜態因子 (Static Factors)的變動，改善前後缺乏

紀錄，也無事先約定處置方式。致使當雙方信任度降低時，對靜態因子變

動衍生的節能調整量 (Adjustment)要進行協商時，遂變得不可溝通了。

一、個案背景

甲方於營運初期因為能源費用偏高，乙方遂向甲方提議設置一套智慧冷

熱雙效節能系統，用1台製熱能力281.3kW之雙效熱泵代替瓦斯鍋爐產製熱

水供病房使用，冷水併入空調冰水系統，並將運轉資料及控制流程上傳雲

端。簡報規劃方案說明甲方一年瓦斯費用合計1,074.7萬元，估計未來保證

每月可節省70萬元；採10年租賃方式，前6年每月支付節省金額80%，計

56萬元；後4年每月支付節省金額30%，計21萬元。合計10年甲方預期收

益為3,360萬元。

最終簽訂ESPC合約內容，經雙方協議調整為改善前的每月能源費用採計

基準年 (base year)的天然瓦斯、柴油、電力及水費總和平均值，改善後的每

月能源費用為節能設備裝設正式運轉一個月後的天然瓦斯、柴油、電力及

水費實際總和。節能效益保證金額為改善前的費用減去改善後的能源費用，

須達每月70萬元以上。租賃合約期間計120月，前72個月的租賃費用為

節省金額之70%； 73個月至120個月的租賃費用為節省金額之25%。其次，

合約附件中所列之項目清單，與原先「計畫提案最終規劃建議書」內容比

較，至少增列了冷卻水塔熱源回收工程、高低壓電容器組及節能設備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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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等三項。此三項雖對達成節省能源費用的目標有

所助益，但已與原規劃方案之施作範圍有所不同。合

約記載預計施作設備項目清單的費用合計約3,200.4萬

元。

雙方完成合約簽訂後，乙方隨即施作項目中之高壓

電容器組、冷熱雙效熱泵、熱水櫃聯通管路等工程，

設備安裝後便進行熱水系統整合測試，並在運轉一個

月後提交「節能設備運轉報告」。然因雙方一開始便對

於節能效益計算分析方法無法建立共識，在一年期間

中持續召開至少8次協調會議商討。乙方自行認定在

次年某次之協調會決議計算公式之節能效益已獲雙方

所認同，並具以請求甲方支付款項。甲方自乙方開始

請款後，共支付乙方15次，合計約新台幣1,275.5萬

元。但乙方於第16次請款時，因甲方管理階層無法認

同節費之合理性而停止支付款項，雙方旋即展開新一

輪節能效益計算方式協調會議，半年期間計11次。

乙方因雙方遲遲無法建立共識，遂向法院提告要求

甲方支付款項。法院依甲方之聲請，委付台灣能源技

術服務發展協會進行鑑定。鑑定事項為：

1. 甲乙雙方所簽定之「冷熱雙效節能合作案」內，依

契約約定應建置之設備是否已經建置完成? 其項目為

何?

2. 在合約啟動後3年期間內，依上開已經建置完成之設

備甲方可否達成減少水、電、瓦斯等費用支出之效

益? 估計其效益為每月減少支出若干元? 其效益是否

已經達成雙方所定上開契約內約定之要求?

二、	案情研析

本案雙方之初始承辦人在開始鑑定前皆已離職，以

致於無法清楚得知初期的規劃背景與中間案情的轉折

過程。就雙方提供的資料，發現原始規劃改善方案內

容與合約簽訂之執行方案差距頗大，主要的節能效益

源自雙效熱泵系統，節能燈具及高低壓電容器組，合

約中追加了一些其他項目推測可能是後來為追求較多

的節能效益。但是後續僅有部分改善措施被執行，未

能執行的項目，乙方推託因為甲方無法提供合適之場

地或配合工作，故非乙方之責任。然而乙方從事節能

改造工程，理應事先對於標的物進行診斷評估，確認

其可行性。此外，相關改善項目的規格與數量乙方似

不願提出工程圖說，因此鑑定方也無從了解節能效益

的估算是否合理，更遑論確認改善項目之功能。

乙方在鑑定會議中，多次反應甲方的門診人數及病

床數增加，甲方也承認該事實。但甲方強調自合約簽

訂後，天然氣費用與用電契約容量、電費都是逐年遞

增，未見實質節省能源費用之成效，與合約要求不一

致，故不應支付費用。當鑑定方詢問是否曾有量測驗

證計畫書或報告時，乙方主張雙方合約中並未敘明須

提交量測驗證計畫與節能績效量測驗證報告，故無需

提交相關資料。但是雙方的確因為如何計算節能效益

而多次協商，卻沒有結果。然而，在某次承辦人員

的會議中，乙方自行認定雙方已有共識，遂向甲方請

款。但甲方認為該次會議僅在執行層次商議，尚未取

得管理階層認可。

協會鑑定人員在與雙方召開4次鑑定會議後，作成

以下說明。

1. 雙方對於合約工程項目範圍與工程詳細內容未能

明確界定，難以釐清合約項目是否已經建置完成。

從雙方合約附表之設備清單，共列出12項項目，但

欠缺詳盡之功能說明與規格、數量明細與節能量評估

等內容。實際現場勘查後發現仍有部分項目尚未施作。

即便雙方認可已施作的項目，因缺乏原建議規劃方案

及細部設計圖說，故未能逐一確認是否已按設計方案

施作。冷熱雙效節能機也是相同狀況，該設備僅為熱

泵熱水系統的一部份，其餘相關之附屬設備之規格數

量也無從釐清。

2. 乙方未能提供完整之竣工工程圖說，雙方未辦

理系統功能驗收程序，無法確知已建置之設備功能正

常，可達成節能效益。

會議中多次要求乙方補正資料，提供完整之竣工工

程圖說，但最終仍未能提供。竣工圖說的不完整，對

於判定合約應建置設備是否完成，認定確有其困難

處。其次，該系統如未能逐項確認功能是否正常，更

加無法認定其節能效益之產出是否符合預期。換言之，

不能認定設備安裝就一定會有節省能源費用的成果。

一般就工作程序而言，需先確認建置設備功能可符合

原規劃之目的，再來計算分析其運轉一段時間後之效

能，確認可符合原預期之節能效益。

3. 節能績效量測與驗證 (M&V)執行流程錯誤。

雙方未在計畫執行前先行討論制定節能績效量測與

驗證計畫 (Measurement and Verification Plan)，確認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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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計算分析方法。僅以合約承諾每月至少節省新台

幣70萬元，導致後續爭議不斷。顯見乙方似乎經驗不

足，對於ESPC執行流程也不熟悉，未能事前建立相

關績效量測驗證文書與計畫。即便雙方在改善措施執

行以後才來研商節能效益的達成與否的討論，固然因

認知不同而難以建立共識；但此時的環境狀況與原先

規劃啟動時的情境已有不同，難以恢復至計畫原來的

起始狀態。

4. 乙方對於節能績效量測與驗證 (M&V)的技術理解

不足。

首先，關於能源價格變動引起的節省效益或損失如

何處理 ? 是以甲方實際的支出能源價格計算 ? 或者是能

源價格是按雙方事先約定的固定價格計算，規避價格

變動引起之風險，僅考慮以實際節約或增加的用電度

數 (kWh)、天然瓦斯度數 (m3)、用水量 (m3)計算節約

或增加的費用 ? 採用何種方式計價未有定論。

其次，依據國際能源績效量測驗證協定 (IPMVP)的

說明，採用選項C(Option C, Whole Facility)，在一棟建

築物或是工廠廠區，假使全部實施的改善措施所預期

之節能效益不超過整棟建築物或是工廠廠區耗能量的

10%以上，不建議使用總電表、瓦斯表或水表等公用

設施計費表計來驗證節能效益。主要就是因為在整棟

建築物或是工廠廠區的作業活動如果有較大幅度的變

動時，其節能效益將難以彰顯。

乙方一開始採取的就是用這種方法，設法將耗能量

與病床數的變動關係作連接。但是除了前段說明的本

案實施的節能比例占比不高以外。耗能量的多寡除了

病床數以外，還有門診或住院人數、氣候條件、設

施運轉模式等其他靜態因子都有可能影響耗能量，需

要事先取得一段時間及一定的數據量，經迴歸分析確

認關聯性後，才能建立其關係式，作為能源基線方程

式。但這部分的評估也未進行。

第三，乙方後續的節能效益討論著重於個別改善措

施，分別計算其效益。這是採取 IPMVP 選項B (Option 

B) 的方法，也是較符合本案的作法。但是，此採取此

一方法仍需先研擬M&V計畫，實際檢測改善前後的

相關運轉數，方能計算分析個別措施的節能效益。

三、	建議的補救措施

為了解決本案紛爭釐清節能效益實質成效，可能的

補救方法建議說明如下。本案的節能效益主要來自於

設置冷熱雙效節能 (熱泵熱水 )系統、節能照明設備更

新及高壓電容器組等3項措施。特別是冷熱雙效節能

(熱泵熱水 )系統，係主要之節能效益來源。雙方可重

新協議量測驗證計畫 (M&V Plan)，採取選項B的方法，

逐項擬定建立能源基線的方法，節能效益分析計算與

報告結算方式。然後重新啟動量測驗證機制，以解決

爭議。

以冷熱雙效節能 (熱泵熱水 )系統為例，可設法先

將增設之冷熱雙效節能 (熱泵熱水 )系統暫時自蒸氣

鍋爐系統中分離，蒐集紀錄一段事先約定時間的運轉

數據，以充分掌握原有之蒸氣鍋爐系統在熱水系統的

能源成本，建立改善前能源基線 (baseline)的迴歸方程

式。在雙方認同能源基線，並同意預擬的節能效益分

析計算方式後，再將增設之冷熱雙效節能 (熱泵熱水 )

系統併入，繼續蒐集紀錄一定時間的運轉數據，逐月

(或逐季 )按雙方同意的節能效益分析計算方式，提交

報告，經甲方審查無誤後支付款項。

四、	結論

本案例的乙方不是台灣能源技術服務發展協會或中

華民國能源技術服務商業同業公會的會員，或許也

未參加相關的行業訓練課程。從個案的執行過程似

可主觀的認定，乙方對於能源效率改造工程 (energy 

efficiency retrofit projects)的執行流程及節能績效 (energy 

performance)的量測驗證缺乏基本理解。尤其在節能

績效量測驗證的部分，更是充分說明了能效評估組織

(Energy Valuation Organization)在國際能源績效量測驗

證協定 (IPMVP)訓練課程中一再強調的「Failing to plan 

is planning to fail.」，對應中國的古諺「凡事豫則立，不

豫則廢」。

未來，公協會應該擴大辦理相關的推廣訓練課

程，不僅僅是ESCO行業內的從業人員，也應納入

能源企業用戶。廣泛宣導能源績效保證工程 (ESPC, 

Energy Saving Performance Contract)與節能績效量測

驗證 (Measurement and Verification)概念，在能源企

業用戶與能源服務公司之間建立正確的觀念與作業

程序，以及共同語言，減少認知上的誤解，加速合

約的協議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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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個
案建築物空調設施已使用近20年，105年之單

位面積年用電量略低於同一類型建築平均值，

因此擬藉設施汰舊更新之際，一併提升空調機房整體

運轉效率與空調系統可靠性。本案經先期之能源診斷

(energy audit)後，提出初步改善意見報告。次年、考

慮可用經費、工程可行性及現場操作需要等因素，臚

列若干實施對策，經雙方討論評估後，篩選適合的改

善方案。最終選定的執行方案，包括汰換更新三台老

舊冰水機、更換冷卻水塔散熱材及風機馬達、增設冷

卻水塔風機與冷卻水泵浦變頻控制、能源管理監控系

統以及相關設備維護保養等。接著再根據選定方案進

行細部設計、發包施工。分析比較改善工程實施前後，

107年、108年全棟全年建築物總用電量節省近118.0

萬度，節電率10.3%；天然氣用量減少22.3萬度，節

約率50.5%。二者合計共節省費用707.5萬元。單位面

積年用電量減至98.7 kWh/m2/yr，符合設定目標。

一、	建築物背景

個案建築物位於台北市區，為地下5層及地上23樓

之建築物，地下室1樓至4樓為停車場，地上1至5樓

屬開放空間，地上6樓為業主自用資訊機房，地上7

至10樓為外租單位，地上11至23樓屬業主自用，副

樓為出租式大型國際會議廳。

整體大樓樓地板面積約 104,600m2，空調面積約

78,500 m2。以105年中央政府一般行政大樓，單位面

積年用電量平均值為107.0 kWh/m2/yr，本案為117.9 

kWh/m2/yr，略低於平均值。再者，本案之空調設備使

用近20年，設備妥善率及效能皆已轉劣，而設備也已

達需汰舊更新年限。

(1)  空調系統背景說明

商業辦公大樓空調機房改造

案例研討

  陳柏任 鄭喬鴻 鈞元能源技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 個案建築物中央空調系統主機房安裝於地下2樓，

儲冰槽設置於地下室筏基，整體為24HR連續運轉 (6

樓設置電腦伺服器機房，自中央冰水系統取冷 )供冷之

系統，以吸收式冰水機、螺旋式儲冰空調雙模式主機

及儲冰滷水系統三種設施交互搭配運轉，供應冷能予

全大樓使用。

2. 螺旋式儲冰空調雙模式主機為5台550RT(空調

模式 )定頻不可變容積比螺旋式壓縮機 (其中3台已切

換為空調專用、另2台為儲冰專用 )、2組板式熱交換

器及1台700RT天然氣 (LNG)直燃吸收式冰水主機。

空調現場採用變風量 (VAV)空調箱與小型風機盤管

組 (FCU)混合搭配區域供冷。儲冰槽採用滷水為25%

濃度乙二醇溶液，儲冰槽儲冷能力為總熱量17,960 

RTH，潛熱量14,531RTH。

3. 冰水系統採用一 /二次變水量設計，二次側分為5

個二次迴路管線輸送冰水至各樓層，二次冰水泵根據

現場實際水量需求設定供回水壓差，變頻控制二次冰

水泵轉速。

4. 空調設施運轉平日運轉吸收式冰水機與螺旋式

空調主機各1台，並視電力需量適時運轉儲冰系統融

冰；夏季尖峰負載時段往往會再多啟動1台螺旋式空調

主機運轉；夜間或假日時段主要採空調冰水機或融冰

供冷 (夜間僅有6樓設置電腦伺服器機房或是副樓配合

活動有空調需求 )，並停止吸收式冰水機運轉；夜間離

峰時段啟動1台儲冰主機製冰。

5. 整體而言，本大樓空調為國內少見之多型式主機

複合式中央冰水系統，此案空調改善具有指標性示範

意義。

(2)  能源使用狀況

1. 106年及107年的用電量明細詳如表1。106年總

用電量11,988,000度，107年為11,508,000度，較106



19 台灣ESCO會訊   第五十九期

年者減少4.0%，逐月用電趨勢如圖1。

2. 106年及107年吸收式冰水主機天然氣用量明細詳如表2，106年總用量404,749度，107年較106年者增加

約17.0%，達到473,606度，LNG逐月用量趨勢如圖2。

表1、106至107年全棟逐月電量 表2、106至107年空調LNG逐月用量

圖1、106, 107年全棟用電趨勢圖 圖2、106, 107年空調LNG用量趨勢圖

負載能力也顯得不足。

同樣的手法，當#5主機運轉在製冰模式，從短暫的

的檢測資料分析，分析其效能也低於新機約30%。故

建議應檢討汰換既有的空調主機。

(2)  檢討吸收式冰水機運轉對策

吸收式冰水機在檢視原廠的評估後，認為性能與原

始設計數值差異不大，無優先汰換的必要。然而，吸

收式冰水機在夏季尖峰時段運轉，雖然分擔空調負

載，同時也減少了夏季用電量與降低尖峰電力需量，

但是其運轉成本卻遠高於電力的空調主機。故仍有待

檢討調整其運轉方式。

二、	第一階段—能源診斷與發現

為了能了解現行空調系統的缺失與運轉效能，於

是在106年上半年先進行了初級能源診斷 (Preliminary 

Energy Audit)。診斷的範圍包含空調冰水機房 (含儲冰

系統與吸收式冰水機 )、冰水管路系統、冷卻水塔；以

及各樓層空調箱與現場環境，監控系統功能等。診斷

時發現以下較顯著的改善重點標的，重點節錄如下。

(1)  空調主機效能低下

經與操作人員協商後選擇效能相對較佳的#4 主機

進行短暫的性能檢測，檢測的資料分析平均運轉容量

381.7RT，COP為3.47(冰水出水溫度11.6℃，冷卻水

進水溫度26.7℃)。除運轉效率偏低外，能供應的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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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主要設備檢測結果如表3，除吸收式冰水機外，其

餘之螺旋式主機之性能皆已大幅下降。且空調模式的

運轉效能還低於儲冰模式，依操作人員之經驗冰水設

定溫度運轉在7.0℃有困難，且空調能力似已不足，無

法加載至應有之容量，常需較以往需多運轉1台主機。

比較檢測之能源效率相較於106年短暫檢測結果，有

明顯之差異，推測空調模式專用之螺旋式主機之損耗

較大。故建議應評估汰換更新換螺旋式主機。

(2)  以CFD軟體分析冷卻水塔流場

本案屋頂之冷卻水塔東西側被建築實體遮擋，南北

側為改善景觀被百頁立牆阻隔，為改善熱風迴流業主

已自行拆除部分立牆下緣百頁，但效果無法彰顯。其

次，受限於屋頂空間，二座水塔間距及水塔與立牆周

圍空間不足，導致進風流道受限。以計算流體力學

(CFD)軟體 (FDS, Fire Dynamics Simulator)，透過現場丈

量與建模，包括整體水塔系統與周圍障礙物 (立牆與百

葉 )，檢討現場冷卻水塔性能改善方案與其在不同條件

下之流場改善前、後差異，搭配本公司自行開發之冷

卻水塔性能分析軟體，計算冷卻水塔在不同負載與空

氣條件下之運轉耗能狀況，藉此提出有效之改善方法。

圖3、屋頂冷卻水塔群組實體外觀與CFD模型建模

(3)  建立建築物能源模型建構與耗能分析

1.本次分析模擬軟體採用Energy Plus，以現場訪談蒐

(3)  冷卻水塔有熱風短循環現象

冷卻水塔的運轉由操作人員手動起停控制風機運轉

台數，冷卻水溫採傳統定溫溫停控制。散水盤未加蓋，

須定時清潔；部分散熱材破損，青苔生長範圍大，有

灑水分佈不均等現象。且因安裝場域不佳 (冷卻水塔

長側進風處以百頁格柵改善景觀，短側受建築實體阻

隔 )，導致有熱風短循環現象。檢測之趨近溫度大於

6.0℃。

(4)  泵浦揚程過大設計

滷水泵、冷卻水泵及二次冰水泵等出口除了原設計

設置多功能平衡閥調整設定流量外，多數管路之維修

關斷閥還採用限制開度的方式調節水量。經檢討原泵

浦設計揚程，應是過大設計所致。需再行評估其實際

需求揚程，增設變頻器調節水量，或是更換為合適揚

程的新泵浦。

(5)  其他建議措施

1. 既有之監控系統無能源管理功能，無法得知系統運

轉能源效率。

2. 應調整排風機出口方向，引導排風至冷卻水塔，回

收冷能。

3. 強化設備保養。包括清洗Y型過濾器、冰水盤管等。

4. 進行設備檢修。包括空調箱、小型風機盤管、監控

系統(如控制閥、風門制動器、儀表校正)等。

三、第二階段—細部能源診斷

參考106年的初級能源診斷，經討論後107年的細

部能源診斷 (In-depth Energy Audit)著重在以下5項工

作，根據其結果研訂後續改造工程實施方案。

(1)  對各項主要設備進行性能量測

表3、空調主機運轉量測結果

設備編號 用途
冰/鹵水流量

(LPM)

蒸發器流體溫度
(℃)

冷凝器流體溫度
(℃) 耗電率 

(kW)
瓦斯用量 
(m3/min)

製冷/製冰能力
COP

出水 回水 出水 回水 (kW) (RT)

BCU-1(螺旋式) 空調用 5897 14.2 16 32.2 30.1 365.7 NA 740 211 2.0
BCU-2(螺旋式) 空調用 5616 14.2 16.1 32.8 30.3 367.7 NA 744 212 2.0
BCU-3(螺旋式) 儲冰用 7455 -2 0 32.7 30.3 378.8 NA 902 257 2.4
BCU-4(螺旋式) 空調用 4573 13.4 15.4 30.9 28.7 357.2 NA 638 181 1.8
BCU-5(螺旋式) 儲冰用 6998 -2.1 -0.1 32.9 30.1 378.6 NA 847 241 2.2
CH-1(吸收式) 空調用 6263 11 15.9 32.7 28.5 12.4 3.79 2141 609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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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之運轉模式、各區域空間使用特性調查、實際量測

之設備性能等為輸入參數，並以105年之電費單資料

為校正基準，建物模型如圖5所示，模擬結果如圖6

所示。

2.比較模擬結果與實際用電數據顯示，逐月結果誤

差在 -11.65%(十二月 )至5.61%(九月 )以內，全年統計

之誤差僅有 -1.83%，因此可知模型分析結果大致符合

要求，該模型將可供後續分析不同節能方案效益驗證

與執行優先排序之參考。

圖5、建築模型圖

圖6、建物實際用電與模擬用電結果比較圖

四、第三階段—實施改善工程

為達成降低單位面積年用電量目標，並考慮工程經

費、空調系統的可靠性，經前期之評估分析後，決定

先執行以下節能措施。泵浦、儲冰主機、儲冰槽等設

備及冰水管線修改等，待下期工程實施。

1. 汰換3台老舊之儲冰空調雙模式主機，改用1台

400RT磁懸浮變頻離心冰水機作為離峰時段運轉，

及2台550RT變頻離心冰水機作為尖峰時段運轉。吸

收式冰水機與儲冰系統再根據實際空調負載需要，

配合啟動運轉。

2. 拆除冷水塔立牆百頁，升高風筒高度以及設置。調

整屋頂排氣風機出口方向，回收室內冷能至冷卻水

塔。同時汰換冷卻水塔散熱材，以及汰換風機馬達

為IE3高效率馬達，並增設風機變頻控制與冷卻水溫

設定隨外氣濕球重置。

3. 增設冷卻水泵浦及磁懸浮冰水機一次冰水泵浦變頻

控制。

4. 調整二次冰水泵浦壓差變頻控制。

5. 設置能源管理系統，建立空調機房能源效率指標，

作為優化運轉策略參考。

6. 強化相關之空調設備修繕及維護保養。

五、第四階段—節能成效分析與運轉調適

本案之改善作為以空調機房設備汰換更新及調適運

轉策略為主。原本規劃採用 IPMVP方案B的方法，比

較空調機房系統改善前後的能源效率，計算分析其節

電量。但開始實施改善工程時，發現多台將汰換之既

有空調主機已有缺陷，疑似冷媒洩漏，造成充填量不

足，設備無法在正常狀態運轉。在此狀況下，測量

設備或系統運轉效率作為能源基準線，變成不具客觀

性。經重新檢視建築物現況的環境周遭條件，沒有明

顯的靜態因子 (static factors)變動，且預期節能量有機

會大於全棟建築物的能源用量10%以上，因此決定改

用 IPMVP方案D，也就是比較全棟建築物改善前後的

能源用量。

本案改造工程執行後，如自108年6月中旬完成冷

卻水塔散熱材更換與磁懸浮冰水機安裝，7月中旬2台

550RT變頻離心機陸續建置完成並開始調試運轉後，

即開始發揮節能功效。吸收式冰水機與夜間儲冰系統，

基本上已無須啟動運轉，僅以新設置的2台550RT離

圖4、CFD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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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冰水機與1台400RT磁懸浮冰水機調度運轉，即可

滿足夏季空調負載需求。

統計比較106~108年逐月用電量 (用電資料詳如表4，

用電趨勢圖詳見圖7)，108年全年用電10,328,000kWh，

相較去年 (107年 )同期間用電11,508,000 kWh，節約用

電量1,180,000kWh，節電率約10.3%；若僅比較6~12

月，108年用電6,068,000kWh，去年 (107年 )同期間用

電7,100,800 kWh，節約用電1,032,800kWh，節電率約

14.5%。比較表詳如表6。108年之單位面積年用電量

為98.7 kWh/m2/yr。

表4、106~108年逐月用電量 表5、106~108年吸收式冰水機LNG逐月用量

圖7、106~108年用電趨勢 圖8、106~108年吸收式冰水機LNG用量趨勢

統計比較吸收式冰水機LNG用量 (用能資料詳如表

5，用能趨勢圖詳見圖8)，108年全年LNG用量218,718 

m3，去年 (107年 )同期間LNG用量442,002 m3，節約

量223,284 m3，節約率約50.5%；若僅比較6~12月，

108年LNG用量111,636 m3，去年 (107年 )同期間LNG

用量335,394 m3，節約量223,758 m3，節約率約66.7%。

比較表詳如表7。

表6、節電量比較表

用電期間 FY107 FY108 節電量(kWh) 節電率

6~12月 7,100,800 6,068,000 1,032,800 14.5%
全年 11,508,000 10,328,000 1,180,000 10.3%

表7、吸收式冰水機LNG節約量比較表

用能期間 FY107 FY108 LNG節約量(m3) 節能率

6~12月  335,394  111,636  223,758 66.7%
全年  442,002  218,718  223,284 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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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與建議

1. 從目前的運轉結果來看，

節能量主要源自在離峰用

電尖峰時段，顯見原有的

儲冰系統在夜間時段為了

隔日的空調負載預做準備

而耗費了大量電力。然而

導致儲冰系統需預先儲存

冷能的原因，主要還是因

為日間的空調主機效能不

足，無法滿足日間空調負

載。在汰換為新型冰水機

後，因已可符合日間空調

負載，減輕了夜間的儲冰

系統的運轉需求。

2. 吸收式冰水機的LNG用

量也大幅度的減少，也是

源自汰換為新型冰水機

後，已可符合日間空調負

載需求。且新型冰水機在

低空調負載時，可以轉換

為磁懸浮離心式冰水機運

轉，改變了舊型冰水機起

停運轉或是以融冰運轉的

模式，達到節能的效力。

3. 未來對於空調系統的效能

持續改善，仍需參考原規

劃方案及新增的能源管理

系統蒐集的運轉資料，優

化調適其運轉策略。其

次，重新評估儲冰系統與

吸收式冰水機效能，配合

在投入新型冰水機的情境

下，檢視其存續角色之必

要性，並檢討維修或汰換

的經濟效益。

  趙宏耀 常務理事1 吳旭聖 資深工程師2 
台灣能源技術服務產業發展協會1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所2

冰水機能源效率標示新規定

經
濟部能源局在108年 8月公告了「蒸氣壓縮式冰水機組容許耗用能源基準

與能源效率分級標示事項方法及檢查方式」，此規定將自109年7月1日

起實施，新規定仍沿用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 12575(96年版 )作為冰水機全

載標準試驗條件，且容許耗用能源基準 (MEPS)也仍以94年公告之性能係數為

準。但新增3個級等的能源效率分級基準 (詳如表1)，其中製冷能源效率分級基

準之第3級即為容許耗用能源基準 (MEPS)，冰水機標示與實測值皆須大於或等

於該表定性能係數 (COP)值。

冰水機的製造商或進口商須依規定檢附試驗報告正本向中央主管機關申

請分級標示及登錄編號，該試驗報告限定應由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

(Taiwan Accreditation Foundation，簡稱TAF)、國際實驗室認證聯盟 (International 

Laboratory Accreditation Cooperation，簡稱 ILAC)相互承認協議簽署會員之認證機

構或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實驗室出具，且明確於報告中載明能源效率檢測方法

符合CNS 12575標準。中央主管機關再依能源效率試驗報告所載額定製冷能力

及性能係數（COP）標示值核定冰水機組製冷能源效率等級，另要求實測所得

之額定製冷能力及性能係數應大於產品標示值95%以上前項測試。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能源效率等級與登錄編號的冰水機，應再逐台於經濟部

能源局能源效率分級標示管理系統登錄並取得管理序號後，於冰水機組設置銘

牌且將必要資訊標示之，該銘牌標示內容至少應包含：

1、 產品類型。

2、 製造廠商名稱、電話及地址；屬進口者，並應標示進口廠商名稱、電話

及地址。

3、 產品型號。

4、 製造年月。

5、 製造號碼。

6、 額定電壓 (V)、相數及額定頻率 (Hz)。

7、 產品登錄編號。

8、 管理序號。

9、 額定製冷能力 (kW)。

10、 額定製冷消耗電功率 (kW，數值未達1kW時以W為單位 )。

11、 性能係數 (COP)。

12、 能源效率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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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效率分級標示圖 (如圖1)，應黏貼於冰水機組正面明顯處或附加於使用說明書。另應於產品型錄之冰水機組

圖形旁，明確顯示其能源效率分級標示圖（如圖2）；如冰水機組產品資訊以文字或表格方式呈現於產品型錄中，應

加註性能係數（COP）標示值及能源效率等級資訊於產品型錄之文字或表格中。

中央主管機關為維護供國內使用之冰水機型式商品的能源效率品質，得於核定能源效率等級或管理系統產出管理

序號前，施行該機型商品之能源效率檢查 (抽樣測試 )，且得派員或委託專業機構見證測試程序及方法之進行。
表1、冰水機組製冷能源效率分級基準表

冰水機組類型 標示額定製冷能力

製冷能源效率分級基準

性能係數(COP)

3級 2級 1級

水冷式

容積式

< 528kW 4.45 4.80 5.15

≧528kW  <1758kW 4.90 5.30 5.70

≧1758kW 5.50 5.90 6.35

離心式

<528kW 5.00 5.40 5.80

≧528kW  <1055kW 5.55 5.95 6.40

≧1055kW 6.10 6.60 7.10

氣冷式 全機種 2.79 3.00 3.20

註：
1.冰水機組性能係數(COP)依CNS 12575（96年版）「蒸氣壓縮式冰水機組」於全載標準試驗條件，及各積垢容許值皆為零值下，
實測所得之額定製冷能力除以額定製冷消耗電功率，採四捨五入計算至小數點後第二位，須符合附表一規定。
2.實測所得之額定製冷能力及性能係數應大於產品標示值95%以上。
3.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核具有CNS 12575中所述熱回收功能之冰水機組，不適用本表分級基準。

(轉載自台灣省冷凍空調技師公會第10期技師之友)

圖1、能源效率分級標示圖
圖2、能源效率分級標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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鈞元能源技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JUN YUAN ENERGYTECH ENG  CO  LTD

基本資料

JUN YUAN ENERGYTECH ENG. CO., LTD.
桃園市龜山區忠義路二段638巷16號 TEL: (03)328‐3693 FAX: (03)328‐3697                          http://junyuanet.com/

基本資料
1. 成立於2007年7月，實收資本額1000萬
2 2014年榮獲經濟部能源局頒給「能源技術服務業績優廠商獎2. 2014年榮獲經濟部能源局頒給「能源技術服務業績優廠商獎」
3. 中華民國能源技術服務商業同業公會
 創始會員
 常務理事(2011~2020)

4. 台灣能源技術服務產業發展協會會員
 理事/常務理事(2011~2020) 理事/常務理事(2011 2020)

5. 台灣區冷凍空調工程工業同業公會 甲級會員
6. 中華民國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會員
7 位全職冷凍空調工程技師7. 4位全職冷凍空調工程技師
8. 4位全職美國節能績效驗證專業工程師(CMVP)

鈞元能源技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JUN YUAN ENERGYTECH ENG. CO., LTD.

桃園市龜山區忠義路二段638巷16號 TEL: (03)328‐3693 FAX: (03)328‐3697                          http://junyuanet.com/

主要服務項目
 空調系統設計規劃、監造管理委託技術服務

政府機構空調工程實績
 空調系統設計規劃、監造管理委託技術服務
 節能改造顧問、診斷評估與工程承攬
 節能績效保證統包工程(ESPC)
 節能績效量測驗證(M&V)規劃
 能源管理系統(EMS)規劃設計與工程承攬 能源管理系統(EMS)規劃設計與工程承攬
 中央空調冰水機房汰換與效能提升專案
 熱泵熱水系統工程
 配管與機電整合系統(MEP System)

ESPC I (合約期: 101~108年)
某政府機關大樓，執行節能改善措施如下：
1) 汰換一台老舊冰水機及附屬冰水泵及冷卻水泵

汰換冷卻水塔為方形直交流式變頻水塔

ESPC II (合約期: 102~105年)
某大專院校 執行節能改善措施如下2) 汰換冷卻水塔為方形直交流式變頻水塔

3) 變更定水量冰水系統為變水量
4) 增設冰水機房能源管理系統
5) 汰換部分燈具為LED燈具
6) 汰換溫控器與控制閥為聯網型溫控器與控制閥

某大專院校，執行節能改善措施如下：
1) 增設學生男女宿舍各1組熱泵熱水系統。
2) 增設溫水游泳池1組熱泵熱水系統。
3) 汰換圖書館及宿舍燈具為T5燈具。
4) 汰換體育館燈具為LED燈具。)

7) 調降電力契約容量(480kW350kW)
105年相對於99年節省303,360kWh，節電率約33.1%。

)
5) 設置遠端能源管理系統。
逐年驗證，皆能達成合約節能率45.1%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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