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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管理系統產出

一、製造業節能減碳服務
(一)提供諮詢服務：運作總服務窗口及擴大服務窗口，辦理輔導說明、廠商申請案件受理
或轉送及初步諮詢服務，提供1,507件次廠商服務案件，包含諮詢節能減碳技術應用、輔導
內容、獎勵補助及抵換專案推動等問題。
(二)特定行業節能減碳策略研析：針對工業部門之能源消費行為，進行因素分解及能源密
集度效果之結構性變動分析，並以特定行業為研析標的，篩選樣本，實施問卷調查，以檢
視並掌握廠商的能源消費型態、節能投資意願及對政府所提供之節約能源政策工具的接受
度及運用情形。結合統計及問卷調查結果，評估製造業之節能績效表現，並提出特定行業
能源密集度未改善可能之影響因素及可行的策略建議。
(三)辦理技術交流活動：本計畫於3月於新竹及高雄辦理2場次技術交流活動，分別以電能
管理、空調、轉動、熱能等技術專家及第二期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之技術單位，進行產業
節能技術交流活動。同時介紹智慧化能源管理資通訊技術、溫室氣體抵換專案及製程改善
與汰舊換新等輔導與補助措施；另配合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介紹我國再生能源憑證制度與憑
證市場交易說明，以加速產業克服技術、資金等減量障礙，積極達成節能減碳目標及低碳
永續發展。
二、節能減碳技術輔導
(一)推動產業鏈節能減碳夥伴關係：完成汽車零組件(健生實業)及紡織印染產業體系(大統
精密)等2個體系籌組，並完成辦理成立大會、工作會議暨教育訓練及經驗分享會議，共進
廠輔導21家工廠，協助發掘66項節能減碳空間及改善方案，推估減量達4萬公噸CO2e。
(二)提供節能減碳訪視服務：完成180家廠商節能訪視服務，提供634項節能減碳建議改善
方案，預計方案執行後，推估減量達14.1萬公噸CO2e排放。
(三)追蹤查訪：完成40家現場查訪、602廠次問卷/電話追蹤，追蹤改善方案落實情形及提
供相關協助，加速實質減量績效，經統計歷年輔導各廠改善方案之減碳落實率達96.8%，並
於現場查訪過程中，新發掘198項節能減碳改善空間，推估減量為7.05萬公噸CO2e。
三、溫室氣體減量專案追蹤
(一)本土減量方法推廣
1.辦理本計畫開發之27項本土減量方法送環保署審議之行政事務，累計已有「蒸汽系統最
佳化」等24項審議通過，3項進入專家小組審議程序。將有利更多廠商應用於發展抵換專案
，申請取得環保署減量額度。
2.完成「更換為高效率冷凍冷藏設備」及「生產製程整合以減少熱能損失」之「減量方法
適用性評估工具」及「減量計算及監測應用工具」共計製作4項減量方法應用工具表單。
(二)抵換專案查訪：追蹤101~106年度完成共10家示範廠抵換專案追蹤查訪，其中協助4家
廠商完成第三者確證，並協助發掘4項節能減碳方案，預期減量潛力合計約2.4萬公噸
CO2e。
四、節能減碳技術應用推廣
(一)節能診斷工具推廣：開發並維護耗能設備節能評估工具，本年度於3/23及3/26完成辦
理風機及泵浦系統2場專家諮詢會議，設定操作參數及更新基礎資訊，以利開發耗能設備節
能評估工具，並推廣產業應用。
(二)辦理應用說明會：已於8/15辦理1場次應用說明會，推廣產業了解評估工具之應用範圍
、功能及操作步驟等，並進行實機操作與學習。
五、節能減碳人才培訓
(一)編印教材：於3/22召開課程研商會議，根據審查意見製作訓練教材1份，涵蓋高效率風
機/馬達應用實務、智慧化能源管理系統2項主軸進行；並於5/4召開程教材審查會議。
(二)辦理訓練班：已於6/28-29辦理1場人才訓練班，透過業界專家經驗分享、優質企業觀
摩及案例實作，培育30位產業學員深入掌握高效率風機/馬達應用實務及智慧化能源管理系
統實務訣竅。
六、節能減碳宣導推廣
(一)辦理輔導成果發表活動：已於11/30完成產業溫室氣體減量成果發表會，計有527人參
加，會中邀請財團法人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簡又新董事長、工業技術研究院彭裕民副
院長進行專題演講，並於柏拉圖廳展示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展現歷年節能亮點，亦邀請
廠商智慧化管理系統之經驗分享，擴散節能減碳效益。
(二)公開節能減碳資訊：製作「空壓機設備汰舊換新」及「鍋爐採用燃料替代」等共計5筆
案例，並公布於「產業節能減碳資訊網」等網路平台，提供產業自主檢查及參考應用。
(三)工業部門節電規劃：已完成「電力供應緊急應變小組」作業流程機制規劃，並於
6/20完成說明會議，確認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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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部分

計畫執行報告

一、計畫目標、計畫架構與執行內容
(一)計畫目的及預期成效
1. 目的
本計畫旨在運作「製造業節能減碳服務團」，透過服務窗口受理製造
業工廠申請、轉介、追蹤、管控及諮詢服務等，並依受輔導工廠需求，提
供不同深度之臨廠輔導，協助工廠診斷其減量潛力評估、問題分析、改善
建議、成效追蹤統計、能源使用及溫室氣體排放問題，提供問題解決對策，
促進業者投入實際減量行動。
此外，亦透過近 10 年來特定行業別進行影響因子調查與分析、開發
推廣節能診斷工具應用、辦理節能減碳訓練與宣導，提供產業執行節能減
碳所需鞏固之觀念、專業知識與技能，進而擴大節能減碳之效益。
2. 預期成效
本年度目標提供 1,500 件次廠商服務、提供 2 個產業供應鏈體系合計
20 家以上工廠夥伴關係、180 家工廠節能減碳訪視、1 份追蹤查訪報告書，
另協助歷年至少 10 家抵換專案示範廠商發掘其他節能方案，規劃輔導產
業減碳 18 萬公噸 CO2e 以上。
3. 實際達成與原預期差異說明
本年度累計完成 1,507 件次廠商服務、2 個產業供應鏈體系合計 21
家工廠夥伴關係、180 家節能減碳訪視輔導、1 份追蹤查訪報告書，另追
蹤 10 家歷年抵換專案示範廠商，共計提供 902 項節能減碳改善建議方案，
廠商改善後可減碳 30.23 萬公噸 CO2e，超過計畫預期成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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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架構(含樹狀圖)
本年度計畫包括「製造業節能減碳服務」
、
「節能減碳技術輔導」
、
「溫
室氣體減量專案追蹤」、「節能減碳技術應用推廣」、「節能減碳人才培訓」
及「節能減碳宣導推廣」等 6 大項，計畫架構如下圖。
提供諮詢服務
製造業節能減碳服務

特定行業節能減碳策略研析
辦理技術交流活動

製
造
業
節
能
減
碳
服
務
團
計
畫

推動產業鏈節能減碳夥伴關係
節能減碳技術輔導

提供節能減碳訪視服務
追蹤查訪
本土減量方法推廣

溫室氣體減量專案追蹤

溫室氣體抵換專案追蹤
開發並維護耗能設備節能評估
工具

節能減碳技術應用推廣
辦理應用推廣說明會

編印教材

節能減碳人才培訓

辦理訓練班
辦理輔導成果發表活動
公開節能減碳資訊

節能減碳宣導推廣

行政配合
工業部門節電規劃

(三)計畫主要內容
1.規劃內容
(1) 製造業節能減碳服務
A. 提供諮詢服務
a. 本計畫應有 6 人以上專職人力投入，每位專職人力至少 10 人月(含)。
b. 訪廠工程師應保持整潔儀容、出示服務團名片、告知廠商所屬單位，
並解說進廠目的，執行現場訪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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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本計畫訪廠工程師須具備專業能力，學經歷條件須符合下列之一電
機、機械、化工、環工、冷凍空調及其它工程相關技師或相當等級考
試及格，具備 1 年以上之節能減碳工作經驗電機、機械、化工、環
工、冷凍空調及其它工程相關系(所)畢業，具備 1 年以上之節能減碳
工作經驗。大專以上理工科系畢業，具備 2 年以上之節能減碳工作
經驗。
d. 提供廠商輔導、技術、政策諮詢等服務應達 1,500 件以上。
B. 特定行業節能減碳策略研析
針對近 10 年能源密集度未見改善之行業別進行影響因子調查與研析，並
規劃節能減碳推動策略，完成 1 份研析報告。
C. 辦理技術交流活動
辦理節能減碳技術交流活動 2 場以上。
(2) 節能減碳技術輔導
A. 推動產業鏈節能減碳夥伴關係
a. 提供 2 個供應鏈或產業聚落群聚方式推動 2 個體系合計 20 家以上工廠
節能減碳夥伴關係。
b. 指派工程師須具備 3 年以上節能減碳輔導經驗，或 1 年以上節能減碳
輔導經驗但須邀請 1 位以上專家學者共同執行本項工作。
c. 協助體系盤查溫室氣體排放量，透過 2 場次以上教育訓練提升節能減
碳的認知度，協助夥伴個廠建立溫室氣體管理制度，診斷減量潛力，
擬定改善措施，透過相互觀摩激勵夥伴成員。
d. 針對體系中心廠進行 1 場次以上方案型抵換專案教育訓練，未來可擔
任整合管理機構角色，推動供應鏈的共通性減量措施，發展為方案型
抵換專案，創造合作減量取得額度的機會。
e. 每個體系產出 1 份訪視報告，所有產業鏈節能減碳夥伴廠商合計預期
減碳應在 1.5 萬公噸 CO2e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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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提供節能減碳訪視服務
a. 針對近 10 年能源密集度未見改善之行業別為優先，進廠提供 180 家以
上工廠節能減碳訪視。
b. 指派工程師須具備 3 年以上節能減碳輔導經驗，或 1 年以上節能減碳
輔導經驗但須邀請 1 位以上專家學者共同執行本項工作。
c. 依廠商改善進度、改善結果，指派工程師至廠內再次實施臨廠診斷（複
勘），並依廠商完成改善之結果進行統計。
d. 每家工廠應產出 1 份節能減碳訪視報告書，內容應包含能源流向分析、
節能減碳基線清查、問題診斷、改善建議、減量績效計算等。所有受
節能減碳訪視廠商推估訪視前後之減碳量應在 13.5 萬公噸 CO2e 以
上。
C. 追蹤查訪
a. 針對本計畫歷年受輔導廠商，進行節能減碳建議改善方案與績效追蹤，
包括問卷或電話追蹤 600 家以上，其中針對碳排放量大或特殊產業廠
商進行現場查訪至少 40 家(含)，發掘新減量潛力。
b. 統計分析受輔導廠商之節能減碳建議改善方案，產出 1 份節能減碳追
蹤查訪報告書。
c. 所有受追蹤查訪廠商新發掘之減碳潛力推估 2 萬公噸 CO2e 以上。
(3) 溫室氣體減量專案追蹤
A. 本土減量方法推廣
a. 辦理本局送環保署審議之本土減量方法有關之行政事務，包括出席環
保署審議會議、準備各項方法學審議會議用之簡報資料、審議委員意
見回復與辦理相關決議事項。
b. 開發 4 項本土減量方法之應用工具表單，加速廠商應用。
B. 溫室氣體抵換專案追蹤
a. 追蹤與協助歷年本局輔導之溫室氣體抵換專案推動進度至少 10 家(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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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相關協助。
b. 協助其中 3 家完成第三者確證通過，建構溫室氣體抵換專案註冊申請
之能力。
c. 協助受追蹤工廠發掘其他節能減碳方案，新發掘之減量潛力推估為 1
萬公噸 CO2e 以上。
(4) 節能減碳技術應用推廣
A. 開發並維護耗能設備節能評估工具
a. 持續蒐研與分析耗能設備的操作參數、設備更新的經濟效益等數據，
做為開發耗能設備節能評估工具之基礎資訊。
b. 開發 2 項耗能設備節能評估工具，推廣產業應用。
B. 辦理推廣說明會
辦理 1 場應用說明會，推廣產業了解評估工具之應用範圍、功能及操作
步驟等。
(5) 節能減碳人才培訓
A. 編印教材
a. 辦理 2 場次以上課程審查委員會，審核內容涵蓋課程定位、內容方向、
學習成果評量之形式等。
b. 完成「節能減碳人才訓練班」教材 1 份。
B. 辦理訓練班
辦理 1 場次以上「節能減碳人才訓練班」，培訓課程至少 12 小時(含)，
培訓人數 30 人以上。
(6) 節能減碳宣導推廣
A. 辦理輔導成果發表活動
邀請受本計畫輔導且節能減碳績效卓著之廠商，辦理 1 場次輔導成果發
表活動。
B. 公開節能減碳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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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不違背個人資料保法及智慧財產權的前提下，編訂 5 筆以上節能減
碳技術資訊或輔導案例，按技術別或產業別公布於「產業節能減碳資
訊網」中。
b. 配合將本計畫各項活動即時訊息、廠商輔導進程、輔導成效、申辦機
制與表單等公布於本局溫室氣體管理相關網站。
C. 行政配合
a. 指派 1 人支援辦理計畫聯繫及資料彙整。
b. 辦理期中、期末檢討及相關會議審查委員出席費、審查費及交通費之
撥付。
c. 辦理 1 場以上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案件之審議，並撥付相關審
議委員之出席費、審查費及交通費。
d. 配合辦理本局指定參加之環保及節能減碳等相關活動。
e. 其他本局臨時交辦事項。
D. 工業部門節電規劃
a. 電力供應緊急應變之工業用戶調查。
b. 受緊急應變措施影響之統計與分析。
2.實際執行方法
(1) 查核點達成情形
本計畫工作均達成各項查核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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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作項目實際執行情形說明
2.1 製造業節能減碳服務
2.1.1 提供諮詢服務
總服務窗口主要辦理廠商諮詢服務，蒐集廠商節能減碳相關需求，
並給予問題解決建議或轉介，藉由總服務窗口及擴大服務窗口，專責案
件收件、初步諮詢、案件處理、管控及後續追蹤等工作。
本年度計畫共累計提供 1,507 件次廠商服務，分析服務案件屬性，
主要包含節能減碳技術/案例、輔導內容、節能評估工具操作、溫室氣
體減量等需求，對於綠色技術/設備、碳足跡等輔導資訊也有需求。
此外，因應行政院「空氣污染防制行動方案」，環保署與經濟部共
同推動之「工業鍋爐改善作業要點補助」，目的為使工業鍋爐改用低污
染性氣體燃料、柴油或停用工業鍋爐改用能源整合中心提供之蒸汽，以
減少煤、重油使用量及改善空氣污染；其工業局低碳科技應用補助及能
源局動力與公用設備購置補助辦法等政府獎勵措施，也有相當多廠商積
極詢問及申請補助，以求降低設備初期投資費用。關於廠商服務案件之
項目分析結果，如圖 2.1-1。

圖 2.1-1 服務案件「諮詢項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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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特定行業節能減碳策略研析
1. 工業部門及特定行業能源密集度分析
分析近 10 年工業部門能源密集度變化情形，發現工業局自 95 年起
推動能源密集產業溫室氣體自主性減量，並提供產業具體可行之節能減
碳技術輔導，已促使產業能源消費量成長趨緩，有效帶動工業部門能源
密集度下降。然而，仍有部分行業如運輸工具、金屬製品、機械設備、
橡膠製品、塑膠製品等(簡稱特定行業)能源密集度未見改善，需要提出
有效策略作法，促其能源密集度下降。
因此，本計畫針對工業部門之能源消費行為，進行因素分解及能源
密集度效果之結構性變動分析，並以特定行業為研析標的，篩選樣本，
實施問卷調查，以檢視並掌握廠商的能源消費型態、節能投資意願及對
政府所提供之節約能源政策工具(包括能源管理與管制措施及經濟誘因
機制的設計)的接受度及運用情形。最後，結合統計及問卷調查結果，
評估製造業之節能績效表現，並提出特定行業能源密集度未改善可能之
影響因素及可行的策略建議。
2. 完成 2 次專家諮詢會議
為確保研析流程與規劃更臻完善及有效執行，本計畫已於 4 月 25
日辦理第 1 次專家諮詢會議，邀請具產業能源消費調查及節能減碳實務、
策略分析經驗專家學者，針對問卷設計、調查樣本篩選、訪談方式及時
程規劃等主題進行確認與討論，並參酌委員意見調整作業規劃，展開調
查研析工作。另於 9 月 21 日辦理第 2 次專家諮詢會議檢視初步研析發
現與策略構想，集思廣益產出節能減碳策略建議，完成 1 份研析報告。
3. 特定行業因素分解結果
本計畫蒐集 2005~2016 年之台灣部門別能源最終能源消費量及生
產毛額 GDP 資料，彙整為 24 個部門資料庫，前者乃依據經濟部能源局
於 2018 年 6 月 20 日所公布之新版能源平衡表資料，後者乃依據主計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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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2017 年 11 月 24 日公布之國內各業生產毛額(2008SNA)連鎖實質值，
並以 2011 年為參考年，作為製造業部門及五大特定製造業部門能源最
終消費因素分解方法之基礎，進而採取加法型對數平均迪氏指標分解法
(LMDI)，呈現製造部門及特定行業因素分解結果。
(1) 製造部門
2005~2016 年製造部門 GDP 年均成長率為 5.63%，呈持續成長狀
況，高於整體經濟部門 3.24%；最終能源消費年均成長率為 0.56%，低
於整體經濟部門 1.04%；能源密集度年均成長率-4.8%，較整體經濟部
門-2.14%為低。製造部門之 GDP、最終能源消費量及能源密集度變化
狀況如表 2.1.2-1。
進一步探究製造部門能源密集度之影響因子，如圖 2.1.2-1，
2005~2016 年最終能源消費量的成長，主要受到活動效果(亦即 GDP 成
長 ) 的 驅 動 (+54.1%) ， 但 增 加 量 被 結 構 效 果 (-6.81%) 及 密 集 度 效 果
(-40.92%)所抵銷，使得 2016 年的最終能源消費量，較 2005 年增加
6.37%。
表 2.1.2-1 製造部門能源密集度變化狀況
項目別

2005

2010

2015

2016

2005-2016
年均成長率
(%)

GDP (新台幣百萬元)

2,632,428 3,841,281 4,668,067 4,810,732

5.63

最終能源消費量 (千公噸由當量)

22,395

23,792

23,604

23,821

0.56

能源密集度(公噸油當量/GDP)

8.51

6.19

5.06

4.95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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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2.1.2-1 製造部門因素分解結果(2005-2016)
(2) 橡膠製品製造業
2005~2016 年橡膠製品製造業 GDP 年均成長率為-0.83%，最終能
源消費量年均成長率為 4.38%，能源密集度年均成長率為 5.25%，除
2009 年因為金融風暴而呈現下挫外，其餘時間，對最終能源需求而言，
均為正向貢獻，因此，最終能源消費量及能源密集度年均成長率均呈
快速正成長。橡膠製品製造業之 GDP、最終能源消費量及能源密集度
變化狀況如表 2.1.2-2。
2-11

經濟部工業局 107 年 12 月 28 日

審查通過

計畫管理系統產出

進一步探究橡膠製品製造業之影響因子，如圖 2.1.2-2，活動效果
及結構效果對該部門最終能源消費量為負向貢獻，但二者的影響幅度
有限。密集度效果則為正向貢獻，2005~2016 年累計增加之最終能源
消費量，達 75,457 公噸油當量，是造成 2016 年該部門能源消費量增加
的主因。另外，該部門之結構效果，對最終能源消費量之貢獻為負，
且逐年變動量極微， 2005~2016 累計的結構效果，僅-6 公噸油當量，
但為呈現結構效果的逐年波動狀況，因圖 2.1.2-2 乃以雙軸折線圖表示，
其中結構效果的變化幅度，乃以副座標軸(右軸)之座標為依據。
表 2.1.2-2 橡膠製品製造業能源密集度變化狀況
項目別

2005

2010

2015

2016

2005-2016
年均成長率(%)

GDP (新台幣百萬元)

28,655

32,657

27,516

26,156

-0.83

最終能源消費量 (公噸油當量)
能源密集度(公噸油當量/GDP)

121,198 174,449 199,306 194,156
4.23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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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2.1.2-2 橡膠製品製造業因素分解結果(2005-2016)
(3) 塑膠製品製造業
塑膠製品製造業 GDP 年均成長率呈現負成長(-0.81%)，而最終能
源消費量年均成長率 2.16%，因此，能源密集度仍呈現年平均 2.99%之
正成長。塑膠製品製造業之 GDP、最終能源消費量及能源密集度變化
狀況如表 2.1.2-3。
進一步探究塑膠製品製造業之影響因子，如圖 2.1.2-3，該部門結
構效果的變動幅度相對較小，但本計畫為捕捉該部門結構效果的逐年
變動狀況，乃將此效果以雙軸折線圖表示，並以副座標軸(右軸)為依據
呈現其變動幅度。活動效果則呈現負向變動，顯示該部門 GDP 有逐年
降低趨勢。密集度效果則對最終能源消費量變動，呈現正向貢獻，且
此一變動趨勢，自 2012 年以來，逐漸加速，帶動因素分解的總效果，
與密集度效果的變動趨勢，逐漸趨同。由此可知，該部門 2005~2016
年活動效果與結構效果的累積貢獻均為負值，且幅度相對小，密集度
效果之累積貢獻為 156,907 公噸油當量，乃是能源消費量增加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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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3 塑膠製品製造業能源密集度變化狀況
項目別

2005

GDP (新台幣百萬元)

2010

2015

2016

2005-2016 年
均成長率(%)

104,265 91,453 96,439 95,336

-0.81

最終能源消費量 (公噸油當量) 559,766 601,575 694,899 707,744
能源密集度(公噸油當量/GDP) 5.37
6.58
7.21
7.42

2.16
2.99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2.1.2-3 塑膠製品製造業因素分解結果(2005-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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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金屬製品製造業
2005~2016 年金屬製品製造業 GDP 與最終能源消費量年均成長率
均呈正成長，其中最終能源消費量之年均成長率為 2.37%，高於 GDP
之年均成長率 0.67%，能源密集度之年均成長率為 1.68%。金屬製品製
造業之 GDP、最終能源消費量及能源密集度變化狀況如表 2.1.2-4。
進一步探究金屬製品製造業之影響因子，如圖 2.1.2-4，該部門結
構效果的變動幅度相對較小，但本計畫為捕捉該部門結構效果的逐年
變動狀況，乃將此效果以雙軸折線圖表示，其中結構效果的變化幅度，
乃以副座標軸(右軸)為依據。活動效果則大致呈現正向變動；密集度效
果除 2008 年金融危機時，略呈下降外，自 2010 年後，逐年呈現遞增
趨勢，出現該部門最終能源消費量，逐年增加且能源效率惡化情形，
2005~2016 年最終能源消費量的成長增幅近 29.33%。
表 2.1.2-4 金屬製品製造業能源密集度變化狀況
項目別

2005

GDP (新台幣百萬元)

2010

2015

2016

2005-2016 年
均成長率(%)

217,748 231,476 231,557 234,443

0.67

最終能源消費量 (公噸油當量) 622,231 663,391 785,746 804,749
能源密集度(公噸油當量/GDP) 2.86
2.87
3.39
3.43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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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2.1.2-4 金屬製品製造業因素分解結果(2005-2016)
(5) 機械設備製造業
2005~2016 年機械設備製造業 GDP、最終能源消費量級能源密集
度指標之年均成長率均呈現正成長，其中最終能源消費量之年均成長
率為 2.13%，高於 GDP 之年均成長率 1.40%，能源密集度之年均成長
率亦呈現逐年微幅惡化的狀況，年均成長率為 0.71%。機械設備製造
業之 GDP、最終能源消費量及能源密集度變化狀況如表 2.1.2-5。
進一步探究機械設備製造業之影響因子，如圖 2.1.2-5，該部門密
集度效果受到 2008 年金融風暴的影響，而於 2009 年下降，對當年的
能源需求量，形成減量效果，至 2013 年後，密集度效果對最終能源消
費量的貢獻，開始由負轉正，且幅度逐年增加；結構效果的變動幅度
相對較小，活動效果則自 2009 年後，對該部門之最終能源需求量，基
本上乃呈正向貢獻，因此，最終能源消費量，2016 年相對於 2005 年增
加近 26%。
比較 2005 年與 2016 年的最終能源需求量變動，相對於 2005 年，
機械設備製造業之活動效果、結構效果及密集度效果，對於最終能源
消費量的變動，均呈現正向貢獻。至 2016 年所累積的能源消費量，以
活動效果之增加量 23,454 公噸油當量為最高，其次為密集度效果，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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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的增量為 17,386 公噸油當量。因此整體而言，本產業的最終能源消
費量，2016 年相對於 2005 年增加 41,958 公噸油當量。
表 2.1.2-5 機械設備製造業能源密集度變化狀況
2000-2016
年均成長率(%)

項目別

2005

GDP (新台幣百萬元)

148,181

196,874 174,240 172,753

1.40

最終能源消費量 (公噸油當量) 161,193
能源密集度(公噸油當量/GDP)
1.09

182,286 202,128 203,151

2.13

2010

0.93

2015

1.16

2016

1.18

0.71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2.1.2-5 機械設備製造業因素分解結果(2005-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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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運輸工具及其零件製造業
2005~2016 年運輸工具及其零件製造業 GDP 年均成長率為-0.93%，
呈現逐年微幅下降，但最終能源需求量卻以年均成長率 0.97%的幅度
成長，致使能源密集度以年均成長率 1.92%幅度逐年增加，顯示該部
門之能源效率逐年惡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製造業之 GDP、最終能源
消費量及能源密集度變化狀況如表 2.1.2-6。
表 2.1.2-6 運輸工具及其零件製造業能源密集度變化狀況
項目別

2005

GDP (新台幣百萬元)

2010

2015

2016

2005-2016
年均成長率(%)

202,397 183,928 188,616 182,600

-0.93

最終能源消費量 (公噸油當量) 247,558 251,010 273,266 275,259
能源密集度(公噸油當量/GDP) 1.22
1.36
1.45
1.51

0.97
1.92

進一步探究運輸工具及其零件製造業之影響因子，如圖 2.1.2-6，
活動效果對該部門最終能源需求量為負向貢獻，結構效果影響亦不顯
著，但密集度效果則自 2011 年後持續攀升，顯示該部門能源效率明顯
惡化，致使 2005~2016 年最終能源消費量的成長增幅達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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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2.1.2-6 運輸工具及其零件製造業因素分解結果(2005-2016)
4. 結構性變動檢定
結構性變動檢定在於應用計量經濟方法，針對產業別因素分解結果
之密集度效果之時間序列，進行變動點已知的結構性改變之假設檢定。
本計畫除系統性的整理國內外潛在之重要事件及產業內部的主客觀經
營條件的改變，作為個別產業之假設檢定之基礎，並進行產業別之結構
性改變的統計結果分析。
彙整特定行業 2005 年至 2015 年知的鄒檢定之 F 統計量結果，各行
業之逐年 F 統計量，均未達 10%的顯著水準，因此無法拒絕虛無假設。
換言之，以 5 大特定行業之能源密集度效果時間序列資料所進行之結構
性變動假設檢定分析結果，各行業均無足夠證據支持 2005 年至 2015 年
間，有特定年份發生結構性轉變。但在 2005 年至前，橡膠製品製造業
於 1998 年及 1999 年，產生結構性變動，金屬製品製造業、機械設備製
造業及運輸工具及其零件製造業，則分別於 1999 年、2003 年及 2004
年，各發生一次據統計顯著意義的結構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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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廠商節能與投資行為調查
本計畫以特定行業為範圍，分別進行特定產業之公協會與具代表性
之大型企業之親訪及郵寄問卷，以及中小型企業之線上問卷調查。
(1) 代表性廠商及公協會調查
針對特定產業之公協會與具代表性之大型企業共發出 24 份問卷，
回收 18 分，回收率為 75%。調查發現受訪廠商最近 3 年的節能投資之
能源耗用設備項目，依序為空調(27%)、空壓(23%)、照明(19%)及製程
(10%)系統，合計占比為 79%。而根據受訪廠商的投資經驗和實績，投
資效益較大的節能項目，同樣也是空壓(29%)、空調(21%)、照明(18%)
及製程(14%)系統，合計占比為 82%。
至於是否曾接受政府提供之獎勵補助措施，18 家受訪廠商中，僅
1 家廠商曾接受投資抵減或加速折舊，接受技術輔導的廠商，相對較多，
18 家中，計有 12 家曾接受此服務。且多數受訪廠商，對於政府機關的
節約能源及技術提升之建議的可行性評價，多持肯定態度，認為可行
或部分可行的佔比，為 56%。
(2) 線上問卷調查
針對本計畫 98~105 年度各項輔導類型受輔導 5 個產業之廠商為主，
共計 973 家進行電話或問卷追蹤，計回收 615 份問卷，其中 571 家為
特定行業，其餘 44 家為紡織業、化工業、電子業等用能較多行業，掌
握廠商無法推動節能減碳措施的各方面原因，並採取黑克曼兩階段選
擇模型（Heckman Two Stage Selection Model）解決樣本選擇偏誤
(selection bias)的問題，進一步分析節能積極度決定因素。實證結果發
現廠商節能積極度受平均電價、近兩年工業生產年增率及產業利潤率
增加的正面且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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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特定行業節能減碳策略建議
本計畫參考因素分解及結構性變動假設檢定分析結果，並彙整代表
性廠商/公協會之問卷調查，與 5 大特定產業廠商線上問卷調查結果，
同時參考相關文獻及國際上其他國家或地區推動節能減碳策略措施的
實際做法與經驗，針對特定行業之節能獲減碳策略，提出以下之策略建
議方向，作為進一步研析其可行性之基礎。
(1) 技術面
 透過公協會，舉辦技術交流會、觀摩會及業者成功案例分享會，
強化節能相關訊息取得。
 建立技術媒合平台，提供產、學、研資訊交流及商機創造的機會。
 針對特定行業空壓機等公用系統用電設備效率及使用管理情形進
行調查，製作「廠商節能減碳自主檢查表」及改善技術案例等節
能工具/指引，並附上聯絡方式，分送廠商自主診斷與改善參考。
(2) 管理面
 參考能源大用戶能源查核與管理精神，結合特定行業之產業公協
會，優先培訓會員廠商老闆或內部人員建立節能減碳種子人員，
同時組成各行業節能診斷服務小組(含顧問)，協助廠商建立簡易能
源管理與查核作法及 2 年內可優先執行具體措施，中長期可透過
各行業具有推廣效益之績優廠商選拔與表揚，擴散成功經驗，全
面帶動各界落實節能工作。
 加強員工的節能與減碳的文宣與教育宣導。
(3) 工程面
 針對廠商的耗能設備的空間限制議題，鼓勵汰舊更新，盡量利用
既有空間，以高效率設備替換舊設備，達到提升效率，節約能源
目的。
 利用設備歲修或接單淡季，規劃設備汰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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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濟面
 確認獎勵補助政策的有效性，但為避免過度補貼(補助)，可透過產
業經濟分析，尋求政府資金投入達到啟動企業投資行為的門檻金
額，或者於經濟不景氣時期，多提供獎勵補助，以提升節能積極
度，發揮公部門資金運用績效的極大化。
 針對未達使用年限之堪用耗能設備，依設備年限的長短，設計分
級補助標準，給予使用年限較短之耗能設備，相對較高之補助比
例，以加速高效率節能設備的引進。
 結合能源技術服務業(ESCO)，提供節能投資技術諮詢及績效評
估。
(5) 政策/輔導面
 針對能源成本與用電量皆高的特定行業廠商，如金屬製品、橡膠
製品、塑膠製品，優先安排節能訪視，協助分析能源流向、評估
用電設備、提供節能改善建議及技術應用，執行用能行為改變、
節能技術與設備導入、能源管理等措施，並邁向製程節能，或採
取供應鏈或產業聚落方式籌組節能減碳夥伴關係，透過技術輔導
與內部人員教育訓練，激勵夥伴成員提升節能意識與落實節能效
益。
 逐步建立特定行業標竿、用能指標，或仿效產業自主減量模式，
訂定產業共同減量目標，運用群體力量，提升節能減碳動能。
2.1.3 辦理技術交流活動
為提升製造業對節能減碳技術、設備及政府相關資源與規定的掌握，
本計畫已於 107 年 3 月初於新竹、高雄聯合「製造業節能減碳服務團計
畫」與「製造部門能效提升計畫」辦理 2 場次技術交流活動，分別以電
能管理、空調、轉動、熱能等技術專家及第二期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之
技術單位，進行產業節能技術交流分享。同時配合工業局「工業減碳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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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計畫」、「產業低碳科技應用補助計畫」及標檢局「再生能源憑證制
度與憑證市場」，介紹輔導與補助措施，另於會場安排節能減碳與綠色
環保技術/產品展示與說明，以加速產業克服技術、資金等障礙，交流會
議程及辦理情形如表 2.1-1 及圖 2.1-2。
表 2.1-1 技術交流會議程
時 間
13:00~13:30
13:30~13:40
13:40~14:00
14:00~14:20
14:20~14:40
14:40~14:50
14:50~15:30
15:30~16:10
16:10~

議

程
主講人
報到、領取資料
長官致詞
經濟部工業局
產業節能減碳技術輔導/補助說明
 服務團技術輔導措施與案例
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
 溫室氣體抵換專案示範
 產業低碳科技應用補助
製造部門能效提升計畫說明
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
我國再生能源憑證制度與憑證市場交易說明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交 流
公用系統節能技術分享
 新竹場：高效率電能管理（台灣科技大學/魏榮宗教授）
 高雄場：高效率轉動系統（中華民國工業總會/張西龍委員）
工業節能技術交流
 新竹場：高效率泵浦的標準檢測流程（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高雄場：微型渦輪熱電共生系統（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綜合討論/賦歸

產業節能減碳技術輔導/補助說明

節能減碳與綠色技術/產品展示

再生能源憑證制度說明（新竹場）

微型渦輪熱電共生系統說明（高雄場）

圖 2.1-2 交流會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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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節能減碳技術輔導
2.2.1 節能減碳夥伴關係訪視
近幾年，國際大廠相繼要求供應鏈廠商投入綠色製造、節能及減碳
的努力，進而降低產品碳足跡，善盡企業社會責任，我國 104 年 7 月 1
日公布的「溫室氣體減量與管理法」亦訂定「2050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降
至 2005 年的 50％以下」的減量目標，國內產業面對的是越來越嚴峻且
無可廻避的低碳挑戰。
經濟部工業局為協助國內產業供應鏈、工業區或生產聚落建立節能
減碳產業鏈，以群體力量在相輔相成、共存共榮的理念下，由產業鏈成
員共同築起一座低碳生產堡壘，特提供「節能減碳夥伴關係」
（以下簡稱
節能減碳夥伴輔導）
，應用可行技術與措施，協助節能減碳夥伴廠商落實
節能減碳，獲得能源效率提升、溫室氣體減量、能源成本節約等效益，
亦豐富產業投入企業社會責任的努力與成果。
本年度完成推動 2 個節能減碳夥伴關係，輔導其籌組節能減碳小組，
檢視節能減碳空間，設定節能減碳目標，制訂推動措施，定期召開檢討
會議，檢視節能減碳效益與目標達成率等服務。
1. 節能夥伴推動模式
本計畫依循 PDCA 模式，提供工廠有系統推動節能減碳工作，針對
各廠之需求本計畫提供整合性之評估與建議、跟催與檢討各項改善實施
情形，再進行滾動式調整各項工作目標與進度，減少時間、人力，並達
到最高之效益。
2. 節能減碳夥伴分工
藉由節能減碳夥伴成員的分工，促使活動更順利推行。本計畫由輔
導單位、中心廠及夥伴成員三個單位組成，各單位明確界定相關執掌及
配合，除了各單位角色加以定位外，針對各單位之分工，亦加以明確定
義，可使相關推動人員能更清楚計畫推行的互動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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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導入教育訓練
在輔導的過程中，本計畫逐步導引工廠推行節能減碳工作，從掌握
現況、設定節能減碳目標、訂定改善目標/標的、擬定方案及績效評估
等，均由本計畫提供合適的教材與工具，協助廠商完成改善，並將績效
完整呈現。
4. 輔導工作與期程
本計畫指派輔導工程師至每家受輔導工廠實施臨廠現勘，檢視工廠
節能減碳空間、問題分析、減量潛力評估、改善建議等工作；同時，協
助各產業鏈設定節能減碳目標及制定推動措施。完成臨廠現勘後，每家
工廠產出 1 份節能建議改善方案(內容包含現勘節能缺失、節能改善建
議及簡易改善方法等)，除追蹤廠商改善情形外，並進行改善成效評估；
同時，協助產業鏈中心掌握各節能減碳夥伴成員之節能潛力及效益。
5. 推動與宣導
本計畫彙整各節能減碳夥伴運作機制、各階段工作資料及改善案例
等相關資料，並量化與分析各節能減碳夥伴之經濟及環境績效資料，產
出 1 份訪視報告。經由辦理經驗分享會，擴大宣導供應鏈/工業區/生產
聚落產業鏈輔導工作之執行成果，並分享供應鏈/工業區/生產聚落產業
鏈輔導之管理制度及減量技術之相關經驗及資源，以期吸引更多業界先
進投身節能減碳工作之行列，達拋磚引玉之功效。
6. 執行成果說明
(1) 節能減碳夥伴籌組
本年度以供應鏈、產業聚落群聚方式，推動汽車零組件產業鏈及
紡織印染產業鏈 2 個節能減碳夥伴共 21 家成員之輔導申請表及節能
減碳夥伴承諾調查表，經核備同意後，本計畫即展開輔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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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節能減碳夥伴成員簡介
A. 汽車零組件產業鏈節能減碳夥伴關係
本次汽車零組件產業鏈節能減碳夥伴成員中，有 4 家大企業及 6
家中小企業，行業別涵蓋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電力設備及配備製造
業等，廠區位置分佈於新北市、桃園、苗栗、彰化及台南等地。
B. 紡織印染產業節能減碳夥伴關係
在紡織產業中，「印染整理加工」屬紡織品加值化的一部分，扮
演著織物化妝師的角色，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製程，但也是紡織產業中
最耗能的工段，染整段能源的大量耗用，一直是染整業者面臨的重要
課題。為因應政府之節能減碳政策，本次共有 11 家國內紡織染整廠
籌組產業夥伴關係，期望以群聚的方式，找尋多元化創新節能減碳措
施及更環保之實施方案，以降低製造成本，提升產業生產效率與競爭
力，朝向高值化、科技化、綠能化之目的，得以在本土永續發展。
(3) 成立大會暨教育訓練
本計畫已分別於 4/26、4/27 完成成立大會辦理，會議中均已達成
相關目標共識，其中，汽車零組件產業鏈設定今年度二氧化碳減量目
標為 3%；紡織印染產業鏈則設立二氧化碳減量目標設定為 5%。
產業鏈之成立大會均合併辦理教育訓練，課程包括：推動實務與
表單工具介紹、蒸汽系統及水泵系統等節能方案及實務等課程，透過
訓練協助夥伴成員了解產業可執行之節能管理方向，以循序導入節能
減碳方案。當日活動翦影如圖 2.2.1-1 及圖 2.2.1-2 所示。成立大會當日
亦開放非產業鏈成員觀摩，會後部分廠商表達希望有機會參與本項目
輔導工作的強烈意願，計畫亦將提供相關之協助已達擴散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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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成立大會產業鏈成員

(b) 教育訓練情形

圖 2.2.1-1 汽車零組件節能減碳夥伴成立大會及教育訓練

(a) 成立大會產業鏈成員

(b) 教育訓練情形

圖 2.2.1-2 紡 織 印 染 產 業 節 能 減 碳 夥 伴 成 立 大 會 及 教 育 訓 練
(4) 現勘前需求調查
A. 溫室氣體排放量統計
本計畫於訪廠輔導前皆已完成各廠輔導需求之調查，並收集廠方
相關能源使用數據，如近期 12 個月的電費單、能源使用量、廠內採
行之節能減碳改善措施、設備使用數據等，以協助廠方分析與發掘節
能減碳之空間，於 6 月底完成 21 家工廠節能減碳訪視，並於 11 月中
旬完成複勘討論，依據廠方提供之資訊統計各產業鏈去年度總排放量
及本年度減量目標。
B. 重點系統診斷
由於汽車及紡織產業特性不同，故主要的能耗及節能減碳之重點
也有不同；輔導工程師協同專家顧問進行工廠重點系統現勘及問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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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並透過簡易量測設備如電力分析儀、導電度計、熱顯像儀、露
點量測儀、冷卻水塔濃縮倍數、設備保溫/保冷密實度、環境照度、電
力分析儀、溫度感測器、超音波流量計等，進行節能潛力及後續導入
深度檢測設備/系統之評估。

空壓機管線洩漏量測

冷卻水回收利用評估

保溫材包覆設計

蒸汽管閥件洩漏量測

複勘執行方案討論

祛水器洩漏量測

圖 2.2.1-3 現勘量測及討論
(5) 工作檢討會議
本計畫針對各節能減碳夥伴輔導重點，完成產業鏈各廠公用設施
及製程技術之節能減碳減建議改善方案並進行績效推估，總計 2 節能
減碳夥伴合計推估減量達 96,788 公噸 CO2e，如表 2.2.1-4 所示，為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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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減碳夥伴成員充份了解改案建議內容、執行進度方式及規劃，輔
導期間共辦理 2 場次工作檢討會議，如表 2.2.1-1 所示。各節能減碳夥
伴工作會議辦理情形如圖 2.2.1-4 所示。
表 2.2.1-1 各節能減碳夥伴工作檢討會議資訊(摘要)
節能減碳夥伴名稱

會議召開日期

汽車零組件產業鏈

8月8日

討論項目
1.
2.
3.
4.

電力、空調節能實務
空壓系統節能實務
抵換專案發展現況及推動實務簡介
通風系統節能實務

1. 節能減碳夥伴初勘訪視結果討論
紡織印染產業鏈

8 月 28 日

2. 蒸汽系統問題改善及節能方案實務
3. 抵換專案發展現況及推動實務簡介

汽車零組件產業鏈

紡織印染產業鏈

圖 2.2.1-4 節能減碳夥伴工作會議情形
(6) 節能減碳夥伴觀摩研習會
本次汽車零組件及印染產業中，因產業特性關係，辦公室及廠房
空調多使用小型落地箱型機及中小型螺旋式冰水主機，台數多，管理
不易，平均使用 10 年以上，效率逐年衰退。再加上台灣高溫濕熱的氣
候型態逐年增加，由傳統 6~9 月為空調高負載使用時段，逐漸拉長為
5~10 月，甚至 11~12 月也需開啟空調使用，在空調系統運轉時間逐年
增長下，如何讓使用之空調系統維持最高的省電效果，為工業、商業
等需重視的一大議題。

2-29

經濟部工業局 107 年 12 月 28 日

審查通過

計畫管理系統產出

因傳統之空調主機(箱型機、窗型機、小型水冷式螺旋機)運轉超過
5~10 年後，主機效率衰退可達 10%~30%，再加上台數眾多，管理是大
問題，造成空調系統生命週期中能源浪費又增加電費，其運轉電費之
差異足以再新購 2-3 台設備之情況屢見不鮮。為推廣產業導入高效率
空調系統取代傳統之空調系統，藉由參訪和業 AP 營運中心/桃園分
公司，針對高效率磁懸浮離心機應用及多聯變頻空調系統技術應用，
進行深入之探討及說明，可讓夥伴成員了解空調新技術導入之誘因及
產生之節能效益。
當日活動如圖 2.2.1-5，亦開放非產業鏈成員觀摩，觀摩會參與人
數共 56 人，產業鏈成員對於本場次現場展示之運轉中磁懸浮離心式冰
水機具有高度的興趣，對於可變冷媒流量技術及空調創新技術也都有
非常熱烈的反應，後續會提供相關之輔導資源協助廠商進行技術了解
與導入。

節能實務觀摩研習會-和AP 中心

觀摩研習會上課情形

圖 2.2.1-5 節能實務觀摩研習會
7. 減量措施及成果分析
(1)方案屬性探討分析
本計畫針對節能減碳夥伴各廠進行深入節能減碳訪視工作，並提
出相關改善措施與推估具體成效。總計 2 產業鏈共提出 66 項建議改善
方案，推估減量達 96,788 噸 CO2e 減碳量，如表 2.2.1-2 所示。
2-30

經濟部工業局 107 年 12 月 28 日

審查通過

計畫管理系統產出

其中，汽車零組件產業主要耗能設備為空壓機、空調設備與集塵
設備，皆以使用電力為主，改善方案屬性分佈以空壓系統占比 38%最
高；其次為空調系統占 14%及電力系統占 14%，如圖 2.2.1-6 所示。
紡織印染產業則與汽車零組件截然不同，所使用之空壓設備馬力
數較小，且若沒有織布單位，廠內幾乎沒有使用中央空調及冰水主機，
設備耗能來自於鍋爐及燃料，故改善方案以燃料替代及熱製程為主，
以製程系統占比 57%最高；其次為鍋爐系統(含燃料替代)占 19%及電
力系統占 13%，如圖 2.2.1-7 所示，其製程系統又以蒸汽系統及熱能回
收再利用為主要改善方向，相關說明如後所述。
表 2.2.1-2 節能減碳夥伴各系統方案數及減量統計表
汽車零組件
紡織印染
合計
方案數 減量(tCO2e) 方案數 減量(tCO2e) 方案數 減量(tCO2e)
空壓系統
11
974
1
90
12
1,064
空調系統
4
697
1
371
5
1,068
通風系統
2
627
0
0
2
627
照明系統
1
2
2
145
3
147
製程系統
1
6
21
31,795
22
31,801
泵浦系統
1
22
0
0
1
22
馬達系統
2
174
0
0
2
174
電力系統
4
417
5
0
9
417
集塵系統
3
941
0
0
3
941
鍋爐系統(含燃料替代)
0
0
7
60,527
7
60,527
合計
29
3,860
37
92,928
66
96,788
方案類型

圖 2.2.1-6 汽車零組件產業節能減碳夥伴改善方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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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系統
13%

鍋爐系統
(含燃料替
代)
19%

空壓系統 空調系統
3%
3%

照明系統
5%

製程系統
57%

圖 2.2.1-7 紡織印染產業節能減碳夥伴改善方案分析
A.空壓系統
 本計畫偕同顧問於產業鏈成員中選擇出有改善空間之空壓機，選擇
條件依據機齡、負載率及廠方需求等因素。
 汽車零組件成員中，空壓機使用馬力數平均約為 50HP~75HP，約
有 70%已經設置變頻空壓機，但各廠空壓機面板顯示之平均負載率
約 40~60%，由此可見雖導入變頻空壓機，還是有使用未達變頻功
能之情況(變頻空壓機仍有空車情形)，已建議重新規劃空壓系統之
變頻，其將變頻空壓機發揮最高效能。
 其中 75HP 迴轉滑片式空壓機為主，機齡 5 年至 10 年不等，經量測
耗能比功率為 0.142kWh/m3，與螺旋式空壓新機能效比較，差異 42%，
若於年運轉 2,000 小時，電力平均單價 3 元條件下，節能效益約為
91,247kWh/年，環境效益 50 公噸 CO2e/年，經濟效益 27 萬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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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空調系統
 本計畫偕同顧問於產業鏈成員中選擇出有使用空調系統，節能潛力
大之工廠，進行深入效率檢討與負載檢討。
 汽車零組件成員中，有工廠採用 100RT 冰水機及水冷式落地箱型機
30RT × 3 台供冷至不同空調空間，其中冰機長期低負載運轉
(30%~50%)，效率不佳。建議汰換 120RT 冰水機取代 100RT 及 30RT
× 3 台，維持冰水主機高載運轉及最佳製冷效率，將有高達 50%以
上之節能效益，若於年運轉 6,000 小時，電力平均單價 3 元條件下，
節能效益約為 360,000kWh/年，環境效益 200 公噸 CO2e/年，經濟
效益 108 萬元/年。
C.電力系統
 現場進行實際電力分析儀電力量測，分析用電負載情況，並評估尖
峰負載轉移的可行性，並分析 106 年電費單，以找出工廠合適的契
約容量，避免超約罰款，同時將省下來的錢來改善效能差的設備，
以達到節能減碳的目的。
 經過契約容量最適化試算，大部分廠商雖未是最佳化契約容量，經
與廠方討論後因未來皆有產量及設備新增之規劃，故建議暫時無需
調整，但未來仍須持續追蹤評估。
 於探討高壓用戶時間電價選擇上，大多廠商均使用三段式時間電價，
少數廠商仍使用二段式時間電價，若調整，經評估約可節省電費約
10 萬元。
 某廠契約容量 6,000kW，106 年最高需量 4,720kW~5,648Kw，有調
降契約容量的可行性，因未來有擴廠之需求，故廠商短期內不做契
約容量變更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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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通風、集塵系統
 汽車零組件成員中，有工廠使用大量之集塵系統，廠內早期(20 年
前)設計 250 hp 及 200 hp 集塵風車供應不同區域使用，因產線變化、
修改等原因，造成現場 35%以上之排氣口已取消使用，造成風量過
大及噪音產生。
 經重新檢討廠內需求，依照評估，可依風車負載降低馬達轉速 35%，
200 hp 僅需 60 hp，250 hp 僅需 75 hp 足夠使用，將有高達 50~70% 。
E.製程系統(蒸汽系統/熱能回收)
 印染紡織產業之製程系統主要為熱製程，設備需使用大量蒸汽進行
加熱，蒸汽管線遍佈廠區，故妥善保溫、減少熱散失以及廢熱回收
再利用對於印染紡織產業是相當重要的課題，若管理得宜，將可減
少大量蒸汽使用，進而減少燃料成本支出。
 故在熱製程方面，主要針對蒸汽系統減壓操作、祛水器洩漏、定型
機熱回收、廢染液熱回收利用、冷卻水熱回收利用以及冷凝水熱回
收利用等項目進行檢視及量測評估。
 彙整結果，11 家廠中仍有 7 家廠的蒸汽系統未裝設減壓操作，使用
較低焓值的蒸汽提供設備加熱；5 家廠之定型機廢熱未回收利用，
散失於廠內環境之中，造成環境溫度提高，需再加裝通風設備；8
家廠有近 80℃的廢染液未回收再利用，且染色機補水使用近 20℃
的自來水，耗費大量蒸汽加熱；7 家廠的冷卻水，約 90℃水溫，皆
未進行熱回收利用；8 家廠的製程系統高溫冷凝水排放未利用。
 另外進行染色機及蒸汽管線祛水器查測，至少有 20％～30％數量的
壞損，造成蒸汽流失、蒸汽閉鎖、蒸汽管線產生水錘現象等問題，
不但閥件損壞率增加，更容易有工安問題。
 以上皆造成過多的蒸汽使用，若可妥善進行廢熱再利用管理，預估
將可減少 31,795 tCO2e 排放，節能量相當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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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燃料替代
 此項目以印染紡織產業改善為主，11 家成員中，共有 5 家有使用
燃料煤，2 家使用燃料油（重油）以及 3 家使用天然氣作為熱能
供應，依據碳排放量統計結果，以燃料煤而言，年總排放量高達
144,688 噸 CO2e/年。
 針對燃料煤轉換天然氣的部分，能源成本增加、回收年限長，故
廠商尚在觀望，然而國內溫管法已公告，未來工廠恐面臨碳排放
量總量管制，此外，空污問題日益嚴重，環保署已公告 109 年 7
月 1 日開始進行「鍋爐空氣污染排放標準」對粒狀污染物(硫氧化
物 SOx、氮氧化物 NOx)均有加嚴標準。因此，與廠方討論其他低
碳燃料替代之可行性、營運規劃以及周圍天然氣供應基礎建設是
否完善等因素後，向廠方提出燃料替代改善方案供其規劃參考，
以利廠商早日準備。
 另於建議改善報告內容中，本計畫亦將各地方政府推動之各項節
能減碳補助專案，包含天然氣鍋爐、低碳燃料/生質能源替代及低
碳技術等資源彙整供廠方參考，期望可降低廠方經濟負擔，逐步
評估落實改善。
(2)實際落實節能減碳改善績效分析
A.汽車零組件產業鏈
汽車產業鏈因其產業特性，公用系統以壓縮空氣使用能源耗用量
較高，因此，針對空壓機單機/系統效率進行深入探討，另外亦針對製
程冷卻水使用之合適性進行討論，探討結果共計提出 29 項具體建議
改善方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 3,860 公噸 CO2e/年，並可降低約 1,958
萬元之能源費用，截至 11 月底，廠方已執行、規劃中投資計 643 萬
元，逐步推動空壓機洩漏修補、通風系統管路修改，空壓機裝設變頻
器等方案，推動減量達 1,425 公噸 CO2e/年，佔本產業鏈總碳排放量
3.8%，達到成立大會宣告之 3%減量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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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紡織印染產業鏈
紡織印染產業鏈成員中用電契約容量皆超過 1,000kW 以上，公用
系統以熱能系統能源耗用量較高，11 家成員中，共有 6 家有使用燃料
煤，2 家使用燃料油（重油/輕裂解油）以及 3 家使用天然氣作為熱能
供應。因此，本次輔導特別針對替代燃料改善、蒸汽系統節能方案以
及各式廢熱回收應用（如冷凝水、冷卻水、廢染液）為主，進行深入
討論。總計提出具體建議改善方案共 37 項，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
92,928 公噸 CO2e/年，並可降低約 4,121 萬元之能源費用，其中廠方
已執行、規劃中投資計 1,019 萬元，逐步規劃推動燃料替代、蒸汽管
線保溫、冷卻水回收提高染色機進水溫度等方案，推動減量達 38,639
公噸 CO2e/年，佔本產業鏈總溫室氣體排放量 12.8%，高於減量目標
5%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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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提供節能減碳訪視服務
本計畫針對金屬製品、塑膠製品、橡膠製品、汽車及其零件、機械
設備等能源密集度未見改善之行業別為優先服務對象，提供 180 家以上
工廠節能減碳服務，由輔導工程師視需要邀請相關領域製程或節能專家
臨廠訪視，藉由基線調查及現場診斷方式，提出節能減碳改善建議。本
計畫截至 11 月底已進廠訪視 180 家，並提出 634 項節能減碳改善建議方
案，受輔導工廠執行後，每年可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約 140,947 公噸 CO2e。
1. 輔導對象核備
本工作項目主要協助經諮詢服務無法解決問題之工廠、自行申請之
工廠等，分階段完成工廠名單核備後，展開相關輔導作業。本年度已完
成 4 梯次共 180 家工廠名單核備作業。
2. 行前準備
依工廠需求及計畫內部輔導期程控管，與廠商協調確認進廠日期，
並於相關行程確定後，由輔導人員填寫訪廠行程表。輔導工程師與廠商
聯繫時，向廠商收集能源耗用基本資料，並針對工廠基本資料先行研析，
找出可能之問題點及相對應之改善對策，並準備相關所需之輔導工具、
表單等。
3. 輔導流程
輔導流程主要包括節能減碳基線清查、問題分析提出改善建議、後
續事項說明等。完成現場輔導(初勘)後，依廠商改善進度，安排複勘或
其他追蹤與協助，並完成改善結果統計工作。
4. 建議改善方案
現場輔導後，依現場勘查、診斷結果填寫輔導紀錄及調查表單，納
入輔導資料庫統一管理，並提出「建議改善方案」
，內容包含問題分析、
建議改善方案及潛力評估、整體節能減碳效益、輔導廠商基線資料、節
能減碳潛力調查、臨廠輔導記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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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輔導報告書撰寫與審查
輔導報告包含能耗檢測及問題分析、輔導成效追蹤及改善情形確認、
其他節能減碳空間、建議事項及整體節能減碳效益、輔導廠商基線資料、
臨廠輔導紀錄、節能減碳潛力調查等。輔導報告由本計畫進行內部審核
控管，並從外部專家資料庫名單中邀請專家進行輔導報告書審查，並依
委員之審查意見完成輔導報告之修正。
6. 受訪視工廠現況分析
本項工作已完成 180 家訪視，並提出 634 項節能減碳改善建議方案，
受輔導工廠執行後，每年可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約 140,947 公噸 CO2e。玆
分析如下：
(1) 契約容量分析
今年度申請進廠診斷的 180 家受輔導工廠，用電「契約容量」小
於 800kW 以下的有 53 家，佔受輔導工廠的 29％，如圖 2.2.2-1 所示。

圖 2.2.2-1 受輔導工廠用電契約容量分析
(2) 行業別家數與減量潛力分析
今年以金屬製品製造業、塑膠製品製造業、橡膠製品製造業、汽
車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機械設備製造業為優先服務廠商，故這 5 大
行業別受服務的家數為 95 家，占總受訪視家數之 53％。若以個別受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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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工廠的行業別分析，以金屬製品製造業 44 家最多，其次為橡塑膠製
造業 20 家。若以減碳量分析，則以金屬製品製造業減碳量最大，高達
3.1 萬公噸 CO2e/年約占 22.4%，其次為電子製造業的 1.8 萬公噸 CO2e/
年占 13.4%，行業別家數與減量潛力分析如表 2.2.1-1。
表 2.2.1-1 行業別家數與減量潛力分析

(3) 設備系統別與減量潛力分析
本計畫針對 180 家工廠提出 634 項節能減碳改善建議方案，減量
潛力以鍋爐系統最大占 53.9％，其次為空壓系統占 17.3％，如表
2.2.1-2。
表 2.2.1-2 公用系統方案數及推估減碳量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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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鍋爐系統
鍋爐系統建議方案以爐管廢熱回收、冷凝水回收以提升鍋爐飼水
溫度最常見，另外，由於國內對 PM2.5 的高度關切外，及各地方縣市
推動鍋爐燃料改燃天然氣專案補助專案，鍋爐燃料轉換為低碳燃料絕
對是工廠未來必需要改善的主流方向。例如，受輔導工廠德豐銘國際
股份有限公司利澤總廠，原設有 6 號燃油 1.2T/h 蒸汽鍋爐 1 台，產生
7kg/cm2-g 的蒸汽，提供廠內製程用熱需求，燃料油年使用量 240kL/y，
在本計畫訪視後與廠內人員討論後，為響應環保政策，將原本的燃油
系統，改為液化石油氣(LPG)燃料系統，除減少空氣污染物的效益外，
每年亦可減少 140 公噸 CO2e 排放量。
B.空壓系統
空壓系統改善方案 168 項次占總項次約 26.5％，空壓系統的建議
方案，以汰舊更新改用高效率機組、變頻控制改善過大設計、洩漏改
善、調降設定壓力等方案為主。常見之設備洩漏改善措施包括使用無
耗氣袪水器及維修管路接頭，設備汰舊換新則以高效率空壓機為主，
而在空壓系統內，搭配一台變頻空壓機，來實施變頻控制，亦是具體
的改善措施。而日常管控措施則包括設定壓力調降改善等。以受輔導
工廠豐成鑄造股份有限公司為例，其原設有 150hp × 2 台空壓機，因
機組老舊且產氣效率不良，經本計畫評估分析，其採納本計畫建議汰
舊更換 1 台 125hp 變頻空壓機，進行變動負載調整，以控空重車比例，
每年可節電 104,738kWh，約減少 58 公噸 CO2e 排放量。
C.空調系統
空調系統改善方案 145 項次占總項次約 22.9％，以汰換高效率冰
水主機、冰機採用雙側節能技術等為空調系統之主要改善重點。以受
輔導工廠太材股份有限公司廠為例，原有 100RT × 1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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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RT × 2 台冰水主機，因整併生產線進行擴廠作業，原本的空調量
已不夠，採納本計畫建議更換 2 台 400RT 變頻冰水主機(開 1 備 1)，
原有舊機性能係數 C.O.P 為 4.39-4.81(製冷能力 kW/消耗電力 kW)，
新機 400RT 性能係數 C.O.P 為 5.19(製冷能力 kW/消耗電力 kW)，提
升了 12％的效率，每年可節電 112,218 kWh，約減少 62 公噸 CO2e 排
放量。
(4) 工廠常見問題點
本工作項於初勘進廠訪視時發現，受訪視 180 家工廠中，在公用
系統設置、規劃及維護管理上之節能專業知識及資源均具有改善空間，
而在鍋爐系統方面，由於政府有相關的專案補助，因此廠商在更新鍋
爐燃燒系統，及天然氣管線的建設等方面的需求，詢問度相對提高甚
多。
在廠方尚無編列大筆節能改善之經費之情況下，老舊、效率低但
仍勘用之各項設備，持續在廠內以高能源成本運轉，仍是常態；其他
常見能耗損失則為能源管理上之冷、熱能逸散、高壓空氣管路洩漏以
及能耗設備過大設計等問題。
大部份中小企業普遍未設置專責能源管理人員，缺乏能源管理資
訊知識，能源效率改善的機會受到侷限，故如何有效推廣可行的做法、
觀念，以提升廠商認知，是可以持續著墨的。以改善方案分析結果顯
示，相對於空壓機汰舊換新等高效率節能設備投資改善方案，工廠對
於空壓機設定壓力調降等設備管理面之改善措施，較容易馬上實施，
接受度也較高，此內容是未來在輔導過程中持續需要增加且推廣的重
點。(參考案例，如圖 2.2.1-1~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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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2-1 空壓機房通風良好 (參考例)

圖 2.2.2-2 加裝廢熱導風管(參考例)

圖 2.2.2-3 袪水器氣、水併排(參考例)

圖 2.2.2-4 加裝無耗氣式袪水器(參考例)

(5) 複勘結果彙整分析
本計畫針對受訪視 180 家工廠進行複勘，了解工廠對於建議改善
方案採行的狀況，以及今年度若未能採行者，其後續的改善計畫等或
未能改善原因，經彙整分析如下：
A. 由於各類型的節能照明燈具已趨向成熟，改善技術門檻低，所以
未涉及變更廠房高度等較無法馬上實施的照明改善施工，落實度
最高。
B. 在馬達動力系統的改善方案多列為短期或中長期改善，當年度落
實的比例較低，乃因工廠需要更精細評估經濟效益，故本計畫提
供專業的建議，在技術及應用面均提供全面的協助，另也提供政
府獎勵補助資訊供工廠改善參考，例如：工業局的產業低碳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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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補助，能源局的動力與公用系統補助等資源，增加換裝為高
效率設備的意願，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C. 工廠在電力系統的改善方案落實比例高，廠方已有意識到建置電
力或能源管理系統的重要性，除了進行數據收集外，更重要的是
持續強化系統功能，以即時發現異常耗能及節能空間，達到節能
及提升能源使用效率的意義。
D. 因應政府減緩空污排放，工廠對於鍋爐系統改善意願提高，如工
廠調降蒸汽鍋爐排氣含氧量以減少燃料排放…等，本計畫亦持續
向工廠宣導「經濟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工業鍋爐改善作業
要點」，以提高工廠對鍋爐系統節能改善的投資意願。
E. 工廠當年度未落實原因分析，以當年度未編列經費占比最大，因
此，本計畫針對有經費問題的需求工廠，會建議其可申請工業局
的產業低碳科技應用補助或能源局的動力與公用系統補助，以加
速其改善。其次，部分工廠認為功能尚可的設備，規劃等設備損
壞後再進行汰換為節能設備，本計畫亦建議工廠宜精算設備的運
轉效率，例如冰主機及空壓機檢測等，精算節能效益及回收年限
等，以加速改善落實。最後，則是部分建議方案會被列入中長期
改善，本計畫亦持續追蹤其落實情形，並提供必要的技術諮詢及
補助資源，以提升工廠的節能減碳落實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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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追蹤查訪
本計畫自 98 年起至 106 年共計輔導 3,310 家廠商，針對電力、空
壓、空調、照明、鍋爐、製程等耗能設備共提出約 10,643 項建議改善
方案。工廠改善後，推估減少約 61 萬公秉油當量能源耗用，相當於降
低約 182.6 萬公噸 CO2e 排放，並節省能源費用約 103.5 億元。
由於受輔導廠商每年預算規劃不同，當年度未必有預算落實方案，
爰此，為追蹤各項節能減碳改善方案之落實率，並適時提供其他所需之
技術協助，本計畫針對 98 至 106 年度受輔導廠商進行問卷或電話追蹤
及針對碳排放量大或特殊產業廠商進行現場查訪至少 40 家(含)，並期望
再發掘減量 2 萬公噸 CO2e 以上。
1. 追蹤作業方式
本項工作以「電話或問卷追蹤」及「現場查訪」等 2 種方式進行，
查訪對象/原則及查訪要項，說明如下：
(1) 追蹤對象/原則
A. 問卷或電話追蹤
本年度問卷採全普查方式，查訪對象為 98~106 年度之各項輔導
類型之受輔導廠商。
B. 現場查訪
現場查訪則以 98~106 年度受輔導工廠且過去未進行現場追蹤查
訪者、有再度接受本計畫輔導需求之廠商為優先對象。本計畫依循查
訪原則(如表 2.2.3-1)，依據政府資源投入、減量績效潛力及改善方案
數多寡等，作為篩選查訪廠商之依循標準，以分配各項不同深度輔導
之現場查訪廠商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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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3-1 現場查訪對象挑選原則(摘要)
查訪原則

說

明

政府資源投入原則

針對不同輔導類型及政府資源投入多寡，挑選如示範性
工程改善輔導，接受政府經費投入較多之受輔導廠商，
成為現場追蹤查訪主要廠商。

預期減量績效原則

依據預期減量績效多寡，選取如節能診斷較具減量潛力
與績效之受輔導廠商，納入追蹤查訪廠商。

其他原則

針對不同的輔導類型，受輔導個案報告書中提供改善建
議方案數較多者，並具減量潛力之受輔導廠商，安排現
場查訪輔導。

(2) 查訪要項
A. 問卷或電話查訪
由查訪人員透過電話、電子郵件等方式協助廠方填寫線上問卷，
調查內容為受輔導廠商經服務團進廠輔導後，後續年度自行推行落實
之節能減碳改善方案執行情形與實際績效，依受查訪對象現況，完成
追蹤查訪問卷，問卷內容如表 2.2.3-2 所示。
表 2.2.3-2 輔導成效追蹤問卷內容(摘要)
調查項目
工廠基本資料
填表人基本資料
節能減碳積極度
輔導後工廠針對各系統
別之節能方案推展情形

調查內容
進行工廠名稱/能源使用量/電單價等基本資料之確認
填表人性別、年齡
填表人及企業主針對推動節能方案之自評表，本表分
數為 0~5 分，5 分代表最積極
工廠經輔導後，推動落實之各系統節能方案數、投資
金額、回收年限等

B. 現場查訪
為掌握輔導廠商改善建議方案之執行進度及減量績效，並適時提
供廠商執行節能減碳方案所需之技術協助，利用輔導成效追蹤表，作
為查訪人員追蹤改善成效之依據。另透過查訪人員現場評估及各項簡
易檢測儀器，發掘廠商其他節能空間，並撰寫完成查訪報告書，以進
一步統計、彙整節能減碳建議改善方案與執行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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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查訪情形及成果分析
本年度問卷/電話查訪回收份數共 602 份，受輔導廠商現場抽樣查
訪作業已完成 40 廠次，其相關執行成果說明如后。
(1) 追蹤落實績效分析
自廠商的問卷及現場查訪結果分析追蹤工廠落實減碳量。
A. 落實度顯著提升
統計歷年回擲問卷及查訪廠商，落實減碳量累計達 153.2 萬公噸
CO2e，約佔歷年總減量潛力 182.6 萬公噸 CO2e 的 88.26%，表示廠方
於節能減碳的認知、技術、管理等均有顯著進步，各系統節能面推展
也趨向完整。受輔導工廠年度減量落實率如圖 2.2.3-1。

圖 2.2.3-1 受輔導工廠年度減量落實率
B. 減量落實的推動力
主要動力為法規面，包括能管法行業別相關規範、能源局節電 1%、
各縣市地方自治條例、地方政府禁燒生煤的要求、客戶要求，其次為
產品/財務面，財務狀況是否允許、回收年限、有效提升製程良率或產
量等，第三是補助面，低碳科技應用、動力與公用設備補助等。
C. 減碳量貢獻度以熱能系統最顯著
減碳量貢獻來自油壓機改採伺服馬達、加熱爐/高週波/電弧爐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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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改善、製程(抄紙機、染色機、自動點焊機等)改採 IE3 馬達等節能
措施，約占減碳量的 30%，而製程熱能來源由蒸汽鍋爐改為熱泵，燃
料替代、廢熱回收及燃燒機更新、排氣含氧量最適化等熱能系統的減
碳量最顯著，占總減量 70%。
D. 節能減碳依製程系統改善方案的附加效益
一般工廠對製程改善的投資，首要著重於提高產品生產效率、品
質、良率等要求，節能減碳是附帶效益，由於製程設備通常佔工廠總
能源耗用量近 60%~80%（隨產業而異）
，稍具規模的工廠在主要動力
系統都設有獨立電表及產量統計，因此於落實改善推動上屬於有基線
數據者，改善後之效益推估亦相對準確，若對於製程設備參數調整、
生產排程最佳化改善結果滿意，多數廠方會選擇複製成功經驗擴大改
善，以求降低公司整體生產成本。
E. 燃料替代方案仍有提升空間
由於燃料替代並不是只有更換燃料如此簡單，燃燒機更新、燃料
來源穩定輸送、天然氣管線配置、鍋爐燃料操作變更，以上種種因素
造成落實度困難，因此，燃料替代方案大多無法於當年度落實，其他
有關鍋爐風門調整、廢熱回收提升飼水溫度、提升燃燒效率等管控措
施較易於短時間內展現減量績效。未來再政府積極宣導低碳燃料，並
有相關補助，相信後續在燃料替代的方案，應該會有所成長。
F. 受限於廠商條件不易全數執行
平均而言，照明系統用電約僅占全廠能源成本 1％以下，更換燈
具雖無技術門檻，但廠房挑高 3~5 米者相當常見，僅為更換節能燈具
其所付出之人事成本遠比燈具成本高出許多，而照明改善方案中，又
有諸如採用自然採光以減少點燈時數、調整燈具位置、降低廠房高度
等措施，需於新設廠房或廠房翻修時才有機會執行，落實困難度高。
此外，工廠執行照明改善時，亦會考量點燈時數長短，影響落實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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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減量潛力分析
本計畫針對有再度接受本計畫輔導需求，以及方案落實度超過 3
成以上之工廠進行現場查訪，並於本年度已現場查訪 40 家，相關資料
整理如下表，說明如下：
A. 現勘行業別及家數統計分析
107 年後續追蹤的 40 家廠商行業別及家數統計，其行業別為食品
製造業、飲料製造業、菸草製造業、紡織業、皮革、毛皮及其製品製
造業、化學材料製造業、藥品及醫用化學製品製造業、塑膠製品製造
業、金屬製品製造業、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
品製造業、機械設備製造業、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其他運輸工具及
零件製造業等 14 個行業。
B. 現勘縣市別及服務家數統計分析
107 年追蹤 40 家廠商，分佈宜蘭、台北、桃園、新竹、竹南、台
中、彰化、雲林、台南、高雄、金門等 11 個縣市。其中桃園地區 10
家最多。見圖 2.2.3-1 所示。

圖 2.2.3-1 後續追蹤(107 年)-縣市別及服務家數統計
C. 系統別節能提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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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別分電力、照明、空調、空壓、鍋爐及燃料等五類，再度發
掘改善方案，其中提案及件數、佔比，分析如下：
 電力方案：最多(33 件，佔 17%)，增設 ICT+DM 監視系統、提高
功率因數、變壓器溫度改善。
 照明方案：(31 件，佔 16%)改用高效省電 LED 日光燈為主。
 空調方案：(55 件，佔 28%)，減量績效方案以改冰水機汰舊換新、
冰水機汰換為磁浮式冰機、冰水機採雙側節能、水泵增設變頻、
水泵採 IE3 馬達、冷卻水質改善、冷卻水塔效率提升、冷卻水塔
採變頻控制、冷卻水塔風扇採高效翼型葉片、辦公室採用涼風扇、
降低空調負載等，採用熱泵熱水系統等 12 項為主。
 空壓方案：(45 件，佔 13%)，減量績效方案以增設空壓監控系統、
空壓機汰舊換新、空壓機採變頻控制、加熱式吸附式乾燥機、空
壓機採無洩漏祛水器、增設空壓機監控系統、改善空壓機環境溫
溼度、增設空壓廢熱回收、排氣風扇採變頻控制等，9 項為主。
 鍋爐及燃料方案：(34 件，佔 17%)，減量績效方案以改用天然氣
燃料、改用潔淨燃料、增設鍋爐排氣廢熱回收、增設含氧量控制
系統、蒸汽系統管線改善、外購蒸汽等，6 項為主。
D. 查訪結果綜合說明
服務團藉由追蹤過程，適時提供工廠設備耗能解析、節能產品/
技術交流、節能減碳改善措施方案提供等，輔助廠方推動節能減碳措
施來維持產業競爭力，當然廠方會依據現行公司未來走向優先進行較
適合之建議改善方案，但其他部分仍運用管理和維護來獲得節約能源
的目的，實現永續發展理念，大多數廠方對於服務團所提供之協助給
予高度肯定及建立長期合作回饋。

2-49

經濟部工業局 107 年 12 月 28 日

審查通過

計畫管理系統產出

2.3 溫室氣體抵換專案示範推廣
2.3.1 本土減量方法開發與應用
1. 協助減量方法審議作業
本計畫開發並向環保署提出審議申請之 27 項本土減量方法，截至
11 月底，累計 22 項已公告。各方法之進度如表 2.3.1-1 所示。
本年度已於 4/13、5/3、5/30 及 6/8 配合環保署召開「更換為高效率
冷凍冷藏設備」、「生產製程整合以減少熱能損失」、「更換為高效率
射出成型機」、「無風管空調主機導入變頻控制」、「由鄰廠供應廠內
熱能需求」等 8 項方法專案小組第 2 次初審會議，協助工業局完成簡報
製作、報告、審查過程之技術支援及委員意見回復與減量方法修正等，
如圖 2.3.1-1。
其中「生產製程整合以減少熱能損失」、「更換為高效率冷凍冷藏
設備」及「無風管空調主機導入變頻控制」等 3 項經審議會決議通過並
公告；「更換為高效率射出成型機」及「導入控制設備提升冰水系統效
率」等 2 項初審通過；「由鄰廠供應廠內熱能需求」需再審；其餘「更
換為高效率染色機」及「鍋爐採用微富氧燃燒」等 2 項駁回，後續將視
廠商需求重新提出減量方法申請。

編號

表 2.3.1-1 本土減量方法審議進度
設備/系統
減量方法名稱
類別

1

TMS-II.001 工業設施採用高效率燈具

照明

2

TMS-II.002 工業設施的排氣/高溫產品廢熱回收利用

3

TMS-II.003 更換為高效率空調設備

空調

4

TMS-II.004 既有空壓系統之能源效率提升

空壓

5 TMS-III.001 工業加熱設施改採低碳化石燃料

燃料替代

6

TMS-II.006 風扇泵浦導入變轉速控制、台數控制

7

TMS-II.007 更換為高效率變壓器

審查通過

變頻/控制
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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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
進度
101.11.22
通過後公告
101.11.22
通過後公告
101.11.22
通過後公告
101.11.22
通過後公告
101.11.22
通過後公告
102.12.17
通過後公告
102.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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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減量方法名稱

設備/系統
類別

8

TMS-II.008 更換為高效率空壓機

空壓

9

TMS-II.009 工業設施既有馬達汰換為高效率馬達

製程

10 TMS-III.002 回收冷凝水提高蒸汽系統效率

鍋爐/製程

11 TMS-II.010 更換為高效率鍋爐

鍋爐

12 TMS-II.011 整併區域空調冰水系統

製程

13 TMS-II.012 塑膠射出成型機導入變頻控制

空調

14 TMS-III.003 工業設施排放水廢熱回收利用

製程

15 TMS-II.013 蒸汽系統最佳化

製程

16 TMS-II.014 以熱泵取代現有加熱設備

鍋爐/製程

17 TMS-II.015 更換為高效率工業爐

製程

18 TMS-II.016 加熱/保溫設備爐體導入保溫措施

鍋爐/製程

19 TMS-II.017 生產製程整合以減少熱能損失

製程

20 TMS-II.018 更換為高效率冷凍冷藏設備

製程

21 TMS-II.019 無風管空調主機導入變頻控制

空調

22 TMS-III.004 鍋爐等加熱設備採用液態生質能燃料

燃料替代

23 T-NM-0010 IDB-II-009 更換為高效率射出成型機

製程

24 T-NM-0027 IDB-II-025 導入控制設備提升冰水系統效率

空調

25 T-NM-0014 IDB-II-013 由鄰廠供應廠內熱能需求

鍋爐/製程

26 T-NM-0019 IDB-II-017 更換為高效率染色機

製程

27 T-NM-0028 IDB-II-026 鍋爐採用微富氧燃燒

鍋爐

審議
進度
通過後公告
102.12.17
通過後公告
102.12.17
通過後公告
102.12.17
通過後公告
103.07.04
通過後公告
103.07.04
通過後公告
103.07.04
通過後公告
103.07.04
通過後公告
105.10.25
通過後公告
106.04.07
通過後公告
106.08.11
通過後公告
106.10.24
通過後公告
107.05.23
通過後公告
107.05.23
通過後公告
107.10.02
通過後公告
106.10.24
通過後公告
107.05.03
初審通過
107.06.08
初審通過
107.11.28
修正後通過
107.04.13
駁回
107.06.08
駁回

註：資料更新至 107.06.29，審議進度詳見環保署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 http://ghgregistry.ep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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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1-1 減量方法修正及審議回復內容(摘錄)
2. 開發應用工具表單
本計畫視環保署審議進度，逐步針對審議通過之本土減量方法研訂
應用工具表單，針對每項減量方法研訂「減量方法適用性評估」與「減
量計算及監測方法」2 類型之工具表單，期協助廠商克服抵換專案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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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常見之困難點，如減量方法適用條件評估、專案邊界設定、排放源
鑑別、減量效益計算、監測參數與方法之確認等，提供參考依據。
(1) 減量方法適用性評估工具表單
適用性評估工具表單主要以減量方法「適用條件」規範為主軸，
透過問項設計及情境描述，引導專案執行者(廠商)檢核專案活動與方法
規範之符合程度。其中，針對適用條件符合性、外加性評估、專案邊
界(排放源鑑別)、計入期設定(設備剩餘壽齡評估)、減量潛力概估及主
要監測參數等項目，個別設計評估頁面，專案執行者僅需填入專案活
動相關設備資訊，即可產出系統性的評估結果，以利後續抵換專案之
規劃與執行。
(2) 減量計算及監測方法工具表單
本工具表單主要針對減量方法中基線/專案活動排放量所列參數，
依所導入減量技術類型，建立專案技術活動應蒐集數據，以利工廠彙
整計算所需資料來源(如操作紀錄、檢測報告、財務單據資料等)。
本計畫於基線/專案活動排放量計算表中，內建常用單位換算及統
計計算等公式連結，工廠僅須輸入能源(電力、燃料、蒸汽)投入量，即
可運算減量方法中所指定參數項目，提升數據蒐集與計算效率，減少
數據統計/分析過程之計算誤差。
有關監測方法，針對各參數設計紀錄表單，並提供國內 M&V 相
關實務案例或檢測操作方法相關技術資料，以利廠商依循。工具表單
之內容大綱如表 2.3.1-2。另表單內建減量計算流程說明頁面，以利廠
商操作與了解「減量計算及監測方法工具表單」之減量計算流程如圖
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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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2 「減量計算及監測方法工具表單」之內容大綱
表單項目

功 能


減量計算流程
說明


專案邊界設備
清單

協助廠商操作與了解
「減量計算及監測方
法工具表單」之減量
計算流程
協助廠商掌握專案邊
界設備規格，確認專
案實施前後設備容量
之變動，以及是否有
潛在之洩漏排放源

基線計算參數
紀錄



彙整基線排放量計算
必須參數

專案計算參數
紀錄



彙整專案排放量計算
必須參數



彙整附屬設備能源使
用排放量計算必須參
數



建立排放係數管理清
單

附屬設備計算
參數紀錄

排放係數管理

排放量計算



計算基線排放量、專
案排放量及排放減量

內 容 說 明


減量計算概念及本工具表單運算架構
說明



列表引導廠商彙整專案實施前後之系
統/設備規格資訊



提供專案實施前，歷史活動數據、參數紀
錄、資料蒐集方式、彙整結果等填寫欄位



提供專案實施後，專案活動數據之推估方
式、參數紀錄、資料蒐集方式、推估結果
等填寫欄位



提供專案情境下附屬設備能源使用之數
據蒐集、彙整或統計資料 (例如：設備商
提供檢測報告等) 等填寫欄位



提供排放係數公告值(如電力排放係數、燃
料排放係數)，內建相關計算公式，以利計
算自廠排放係數



依循減量方法規範，表列說明計算公式之
參數符號、意義與所對應單位
以公式連結方式，由廠商數據填寫結果，
自動計算基線、專案及排放減量





監測計畫數據
管理

相關參考文獻





擬訂監測計畫，蒐集
所需進行之量測與紀
錄

取得技術計算參數
(公告值、理論值)






表列說明各項須監測參數符號、意義與所
對應單位
提供數據類型、監測頻率、QA/QC、保存
單位、資料出處等選項，引導廠商擬訂符
合需求之監測計畫
依設備/系統類別建立單位換算清單
蒐集彙整國內外相關設備能源效率指
標、燃料熱值等計算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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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1-2 「減量計算及監測方法工具表單」之減量計算流程
截至 11 月底，本計畫已完成「更換為高效率冷凍冷藏設備」及「生
產製程整合以減少熱能損失」2 項減量方法之「減量方法適用性評估工
具表單」與「減量計算及監測方法工具表單」共 4 項工具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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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抵換專案追蹤查訪
本計畫追蹤 101 年~106 年度工業局輔導之溫室氣體抵換專案推動進
度，包括製造業節能減碳服務團計畫及製造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
計畫示範廠共計 37 案，提供至少 10 案第三者確證或註冊申請/審查技術
支援，並協助受追蹤工廠診斷及發掘其他節能減碳方案，新發掘之減量
潛力合計在 1 萬公噸 CO2e 以上。
本計畫已完成 10 家抵換專案追蹤查訪，其中協助 5 家完成確證，並
發掘 4 項節能減碳改善方案，預期減量潛力合計約 24,026 公噸 CO2e。
1. 抵換示範案進度追蹤
101 至 106 年服務團計畫總計執行 37 件抵換專案示範推廣案，單
一年度減碳量為 23 萬公噸 CO2e(計入期累計可達 219.3 萬公噸 CO2e)。
106 年製造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計畫 14 家抵換專案示範廠
商(包括 2 家方案型)之相關資訊，其專案推估減量合計每年可達 8.7 萬
公噸 CO2e，10 年計入期可申請約 87.4 萬公噸減量額度。因抵換專案需
經計畫書撰寫、第三者確證、註冊申請、審議等程序需時。視個案的進
度提供協助與支援，分為 107 年主要針對確證作業及註冊申請。
(1) 提供第三者確證作業支援
A. 完成計畫書確證
本計畫今年度協助台維-海廠、台化-麥廠、台
酒及遠維等案進行第三者確證作業，包括指導廠方製作書面審
查中查驗機構所提發現事項之回覆，以及現場確證相關資訊補充說明，
並取得專案計畫書之確證聲明及確證總結報告。
B. 協助修正專案計畫書(確證作業籌備)
尚司「加熱爐更新案」除配合於 106.08.11 審議通過之本土減
量方法「TMS-II.015 更換為高效率工業爐」進行計畫書內容更動，適
逢廠方擴大實施改善措施，預計將第 2 座加熱爐納入專案，故協助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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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方法修改專案計畫書內容，重新修改專案邊界，確認適用條件符合
性 (含產品品質、產能變化等規範)、基線/專案排放量計算相關數據
蒐集/彙整分析、監測計畫修正等。本計畫亦同步協助修正減量方法計
算及外加性分析工具表單，以利後續第三者確證作業籌備。
(2) 提供環保署註冊/審查支援
A.協助註冊申請文件準備
協助已完成計畫書確證之受輔導工廠備妥抵換專案註冊申請文
件，確認資料填報之正確性，所提交文件(含抵換專案計畫書及佐證
資料)之完整性，向環保署提出註冊申請。
B.協助環保署專案小組審議
本計畫已提供 3 家示範廠環保署專案小組審議，協助工廠回復預
審意見及製作專案簡介簡報，並陪同參與初審會議，會後亦將協助回
復審查意見，提供計畫書修改建議，預審意見回復。
2.示範廠新增減量
本年度已訪查示範案(廠)10 家，除了解示範專案進度外，經實地查
訪並提供貴廠現場節能減碳診斷後，針對電力及熱能使用設備/系統之
能源耗用情況，深入進行分析與探討，建議改善方案共 4 項，預期減碳
量總合達 24,026 公噸 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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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節能減碳技術應用推廣
2.4.1 開發並維護耗能設備節能評估工具
本項工作運作節能工具並由管理端主動發掘具改善潛力之廠商，提
供現場訪視，另將蒐集與分析耗能設備的操作參數、設備更新的經濟效
益等數據，做為開發耗能設備節能評估工具之基礎資訊，並開發 2 項耗
能設備節能評估工具，推廣產業應用。於診斷工具開發前後招開 3 場次
專諮會，在專家委員指導下於 6 月底完成新增工具及既有系統優化，並
在診斷工具新增及優化完成後再次請委員針對工具給予建議，作為調整
之方向，使本工具架構更具完整性與可用性，於 8 月中辦理一場次的應
用說明會進行推廣，符合預期進度目標。相關執行情形詳述如下：
1. 診斷工具維護更新說明
本計畫以既有之診斷工具為基礎，並參考歷年所辦理的說明會及輔
導經驗，新增更多元的改善建議提案、問項內容及功能計算，優化診斷
工具，內容包含更新各項改善建議、參數、最新節能技術及相關補充資
料。目前整合式診斷工具使用流程以進階節能思維進行操作，存有複雜
的選單、問項以及需填入過多資料等問題，經過多場說明會後，使用者
於回饋提出操作流程稍顯複雜，對於初用或缺乏節能概念的使用者尚欠
缺人性化界面，故本工具將回到點的概念，先針對設備單元現況進行診
斷，進而於各系統(如空壓、空調)發展線的連接，再將各大系統進行全
面性的整合型診斷，逐步引導使用者了解並由點至面進行改善。
2. 診斷工具開發說明
舊有節能評估診斷工具僅應用於空壓、空調、照明以及熱能四大系
統進行分析，尚未針對製程中的動力系統作出相對應之診斷工具，其中
製程中常見的馬達系統用電量約占整廠 70%且普遍應用於廠內包含風
機及泵浦等設施，為能協助產業更聚焦其自身單元設備的性能及耗能現
況並有效簡化工具操作流程，本計畫將開發單機效率診斷工具並推廣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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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中應用。
爰此，本計畫針對於製造業耗能設備開發出 2 項耗能設備單元效率
節能診斷評估工具，推廣診斷工具至產業應用。將診斷工具開提供給國
內製造業者自行透過 e 化學習的方式，藉由業者自行評估、操作，後台
將可就廠商填寫情況進行分析，並與輔導專案結合，針對能源效率差或
數據有問題的廠商，主動提出協助。
3. 專家/顧問研修諮詢
整合式公用設施診斷工具已於 3/23 及 3/26 兩日邀請風機、泵浦相
關等技術專家，召開專諮會，診斷工具遵循專家委員建議進行開發。
診斷工具開發完成後，再次邀請相關專家，針對診斷工具相關內容、
改善建議提案及計算等實際操作並提供意見，作為診斷工具調整之方向，
使本工具架構更具完整性與可用性。
4. 診斷工具操作介面優化
本次不只針對風機及泵浦 2 項耗能設備效率節能診斷工具進行開
發，同時進行診斷工具操作介面優化，提供更友善的操作介面，在使用
者操作上，僅需輸入欲診斷之設備規格，診斷工具將藉由下拉式選單導
引操作者敘述設備運轉情形，進一步計算設備效率並提出節能空間與改
善建議報告。藉由操作介面優化讓使用者有更友善的操作介面，避免因
操作過於繁瑣而放棄使用診斷工具進行節能評估之情形產生。
5. 辦理推廣說明會
藉由舉辦「節能減碳診斷工具」說明會，以利診斷工具之宣導與推
廣。為強化學習成效，說明會採單機實地操作與說明方式進行，推廣產
業了解診斷工具之應用範圍、功能及操作步驟等。
(1) 單機實地操作
今年度於台北辦理 1 場次診斷工具說明會，說明會辦理地點、時
間及議程如下表 2.4.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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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1 說明會地點、時間及議程
日期

8 月 15 日(三)
台北教育大學視聽館三樓 F305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 134 號)

場地
時

間

議

程

13：30～14：00

報到及安排座位

14：00～14：50

節能減碳診斷工具操作說明

14：50～15：40

節能減碳診斷工具實際操作

15：40～16：00

問題與討論

單機實地操作，協助與會者使用診斷工具內建之評估準則與評量
參數，逐步診斷工廠能源使用效率提升的空間與潛力。診斷工具可協
助使用者將減量空間之預期改善績效逐一轉換成經濟、環境與溫室氣
體等減量績效等，以提升廠商投資改善之決心與意願。說明會辦理及
簡報如圖 2.4.1-6 與 2.4.1.7 所示。

圖 2.4.1-6 說明會辦理狀況

圖 2.4.1-7 說明會簡報(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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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動推廣收集試行意見
另外，俾利有效推廣，亦配節能減碳服務團資訊網、財團法人台
灣產業服務基金會網站、計畫項下之人才培訓、抵換專案、工業區服
務中心說明會與廠商輔導作業等方式，擴大推廣節能評估工具給工廠
應用，視實際需要到工廠應用端進行現勘，實際調查工具使用狀況，
彙整發現的問題、廠商試行意見，作為本工具修改的參考，使本工具
更具整合性、正確性、實用性與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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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節能減碳人才培訓
本計畫自 3 月起執行課程規劃、辦理課程規劃研商會議、編撰教材、
教材審查會議、招生、開班等相關工作。目前已完成 1 份「節能減碳人
才培訓」課程教材，培訓 30 位節能減碳專業人才，並已於 6/28~6/29 完
成訓練專班辦理，符合計畫目標。
1. 完成訓練課程規劃與審查
本計畫已於 3/22 召開「課程辦理規劃研商會議」
，邀請專家委員針
對課程架構、課程時數、講師名單、學員參訓資格，以及學員實作認定
進行研商，提供本訓練課程多元化的建議。
依研商會議結論，本年度課程架構以
「高效率風機/馬達應用實務」
、
「智慧化能源管理系統」2 項主軸進行，轉動設備結合智慧電表及監控
系統進行大數據分析達到智慧化及能源可視化。
2. 完成訓練教材編撰與審查
本計畫依研商會議決議調整課程重點，並邀請講師撰寫教材大綱，
教材初稿完成後，先行就教材內容進行文字勘誤、校正、排版等工作，
再呈送審查委員審查，並於 5/4 召開「課程教材審查會議」。
為使教材更符合學員需求，就各教材之內容、結構、組織之完整性、
適切性、正確性、實用性，與名詞術語、圖文配置、文句流暢度等方向
進行審查。
3. 完成辦理訓練班
(1) 招生訊息與目標對象
本計畫為節省紙張資源，主要以網路、電子簡章等方式進行招生；
並輔以電話或電子郵件主動連絡計畫相關中堅企業、高耗能產業、技
師公會及歷年輔導廠商等，電子簡章如圖 2.5-1。
本梯次訓練班招生對象為從事製造業執行與節能減碳工作相關之
從業人員，以及執行能源申報的能管人員或其他對節能技術有興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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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者。

圖 2.5-1 電子簡章
本計畫應用電子簡章及工業局所屬計畫相關網站連結等方式，增
加資訊露出機會。各相關網路公開招生資訊詳細網址如表 2.5-1 所示。
表 2.5-1 電子簡章刊登網站(摘要)
網站
1

網址

工業技術人才培訓全球資訊網

https://ghg.tgpf.org.tw/news/activity_more?id=0fea22197064460f86de010f9e
b07905

2

產業永續發展整合資訊網

https://proj.ftis.org.tw/isdn/Activity/Detail/D65403BEBD947C02

3

節能減碳資訊網

https://www.ftis.org.tw/tigers/page2-1-show.asp?id=172

4

節能減碳媒合平台

http://tcer.ftis.org.tw/news/news_more?id=32

5

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

https://www.ftis.org.tw/active/csts107062829628.htm

(2) 課程表及課程重點
本課程為突破技術面與執行面之障礙，透過專家寶貴的知識與經
驗分享，並搭配優質企業現場觀摩與實務學習，使學員更能深入了解
風機與馬達的節能技術，並結合智慧化能源管理系統之運用，讓課程
節結束後可立即應用於工作中，一舉數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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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辦理情況及課程實作
由於本計畫精心規劃課程內容，且已有豐富的開辦訓練班之經驗，
故本訓練課程辦理情況順利，學員皆能配合本計畫規範簽到、簽退與
繳交各項資料，上課中亦與講師互動良好，分組討論與分組練習氣氛
熱烈，並表示獲益良多，相關辦理情形如圖 2.5-2 所示。

講師上課情形及學員實地觀摩
圖 2.5-2 辦理情形
本計畫依據工業局人才培訓要求，針對符合「節能減碳人才培訓」
學員，經實做練習並產出一份實做報告，發予結業證明。
(4) 學員背景分析
近年來政府重視「性別主流化」的方向，強調於各領域政治、經
濟與社會層面政策與方案中，融入性別平等觀點之重要性，並於教材
最後一頁置入兩性平等宣導及友善的學習環境，經本計畫宣導，每年
都有接近 2 成比例之女性學員參與。另，由參訓學員的經驗分析，產
業界所派訓人員多為學經歷較豐富者。並且，不論高科技產業或傳統
產業，甚至是顧問業與學界對節能減碳議題亦保持高度關注。
本次參訓學員有 74%來自製造業，13%為顧問與能源服務業，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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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這些製造業業及顧問能源服務業，將更能有效的推動節能減碳。有
關各項數據分析，詳見圖 2.5-3 所示。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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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3%

0
博士

碩士

學士

專科

高中職

學歷分析圖

行業別分析圖

圖 2.5-3 參訓學員背景分析
(5) 學員滿意度調查
依工業局人才培訓計畫要求，於課程結束後辦理學員滿意度調查
表。調查表之各項問項回覆採用 5 級分類：很好(5 分)，好(4 分)，無
意見(3 分)，不太好(2 分)，很不好(1 分)。本計畫將學員滿意度統計並
鍵入工業局人才培訓資訊管理運用系統後，就系統分析結果，課程整
體評價等各項滿意度方面，普遍獲得參訓學員之肯定，滿意度在「好」
(4 分)以上者逾 90%，如表 2.5 -2 所示。
表 2.5-2 滿意度調查主題分析表
滿意度分類

課程安排與設計

滿意度問項

平均級分

課程目標之明確性

4.60

課程難易度

4.47

課程時數之安排

4.40

教材內容

4.63

課程實用性

4.60

課程評量方式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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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度分類

講師

課程學習環境
綜合意見

滿意度問項

平均級分

講師具備之專業知識

4.70

講師的表達能力

4.57

教學方式對於協助您解決問題的
幫助程度

4.47

教學環境及實做設備

4.53

執行單位提供各項行政事務事項

4.67

課程整體評價

4.63

提升工作能力之幫助程度

4.57

總平均

4.58

4.60
4.60

總平均

4.57
註：級分很好(5 分)，好(4 分)，無意見(3 分)，不太好(2 分)，很不好(1 分)

(6) 學員受訓成效評估調查
爰因本課參與對象大部分學員都是工廠廠務及基層主管，本計畫
為評估受訓學員成效，特以問卷方式追蹤受訓學員，問卷內容如圖
2.5-9，共寄出 30 份問卷，回收 30 份，針對能力及工作表現、職涯發
展為調查主軸。
此問卷依工業局人才培訓線上系統下載，針對能力及工作表現調
查表之各項問項回覆採用 5 級分類：非常滿意(5 分)，滿意(4 分)，普
通(3 分)，不滿意(2 分)，非常不滿意(1 分)，課程整體評價等各項滿意
度方面，普遍獲得參訓學員之肯定，滿意度在「滿意」(4 分)以上者逾
90%，如表 2.5-4。
表 2.5-4 滿意度調查主題分析表
參加培訓課程後是否有助於提升能力及工作表現
問項
知識提升程度

總平均(分)

專業技能提升程度

4.39

解決問題能力提升程度

4.33

整體工作績效表現提升程度

4.37

獲得技能運用在工作之狀況

4.32

培訓課程的整體滿意度

4.4

總平均

4.35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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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節能減碳宣導推廣
2.6.1 辦理輔導成果發表活動
為擴散輔導成果與效益，促使更多製造業者投入節能減碳工作，本
計畫將於本(107)年度 11 月辦理「2018 產業溫室氣體減量成果發表暨綠
色技術與工程實務研討會」，邀請受本計畫輔導且節能減碳績效卓著之
廠商現身說法，提供節能減碳技術、作法及經驗之分享與交流，並製作
成果發表活動專輯，以提升產業對於節能減碳技術應用及其效益之認知，
進而將節能減碳觀念落實於內部生產過程。
1. 辦理方式
為整合計畫資源強化宣導執行成效，本計畫依工業局指示，聯合
「產業溫室氣體管理與調適計畫」、「製造業能源管理系統示範應用與
推廣輔導計畫」、「製造業產品環境足跡與資源永續推動計畫」、「產業
綠色成長推動計畫」等計畫共同舉辦。
上午辦理開幕、廠商頒獎及專題演講，下午則區分「溫室氣體自
願減量」、「能源管理」、「循環經濟與綠色創新」及「產品綠色效益」
等不同主題，邀請各計畫受輔導廠商代表分享經驗；並針對「空氣品
質與節能減碳技術」
、
「資源循環利用」
、
「產業節水及水資源再生處理」
及「循環經濟與環境管理」等主題，將實務經驗與改善成果效益，擴
散推廣給國內企業界共同學習成長。成果發表議程如表 2.6.1-1。
2. 活動重點
(1) 貴賓致詞、廠商頒獎及專題演講
活動由工業局呂正華局長及工業總會蔡練生秘書長致詞，並於頒
獎給溫室氣體減量績優廠商後，邀請及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簡又
新董事長、工業技術研究院彭裕民副院長，分別就「企業邁向綠色經
濟與氣候行動之機會」及「產業循環經濟發展趨勢與契機」專題進行
演講，說明循環經濟以及氣候變遷等當前產業關心且最熱門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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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1-1 輔導成果發表會議程
時間
09:00~09:30
09:30~09:40
09:40~09:50
09:50~10:00
10:00~10:50
10:50~11:10
11:10~12:00

活 動 內 容
來賓報到
開幕致詞：經濟部工業局 呂正華 局長
貴賓致詞：全國工業總會 蔡練生 秘書長
頒獎：產業溫室氣體減量績優廠商表揚
專題演講(一)：財團法人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議題：企業邁向綠色經濟與氣候行動之機會
茶敘
專題演講(二)：工業技術研究院 彭裕民 副院長
議題：產業循環經濟發展趨勢與契機
午餐
(4)

12:00~13:00
下午場場地

(1)
(2)
(3)
阿基米得 亞歷山 蘇格拉底
廳
大廳
廳
產品綠色
效益

類別

13:00~15:00

能源
管理

溫室氣體
自願減量

智慧化
產品
溫室氣體
能源管
環境足跡
自願減量
理系統

15:00~15:20
15:20~17:00

簡又新 董事長

低碳技術
ISO
物質流
能源管
與
成本分析
理系統 燃料替代

洛克廳

(5)
(7)
(8)
(6)
柏拉圖 尼采 米開朗 拉斐
廳
廳 基羅廳 爾廳

循環經濟
與
綠色創新

成

循環經濟
實務導入

示

果

(9)
達文
西廳

工程技術

展
區

綠色技術與工程實務研討會

茶敘
產品與技
成果展 綠色技術與工程實務研討會
術
示區
綠色創新
論文頒獎、抽獎

(2) 廠商成果與論文發表
下午活動則安排 20 家受輔導廠商現身說法，包含服務團計畫邀請
2 家廠商進行紡織業及電子業 ICT 監控技術案例分享；並透過「綠色
技術與工程實務研討會」發表 34 篇論文，讓產業各界交流「空氣品質
與節能減碳技術」、「資源循環利用」、「產業節水及水資源再生處理」
及「循環經濟與環境管理」等綠色技術實務與工程實務，讓產業各界
共同研討、學習成長。

2-68

經濟部工業局 107 年 12 月 28 日

審查通過

計畫管理系統產出

3. 執行成果
(1) 完成工作籌備會議
本計畫參與 6/14、7/27、9/21、11/21 共計 4 次會議，討論場地安
排、佈置、活動名稱、議程、印刷品美編設計、活動分工、費用分攤
等事宜，同時租借集思台大國際會議中心國際會議廳以及洛克廳等下
午成果發表空間，作為活動之用。
(2) 完成活動訊息發送與報名作業
本計畫完成活動簡章製作，於 11/7 以電郵及相關網站刊載，發送
電子簡章邀請產業各界報名，活動資訊如圖 2.6.1-1。

圖 2.6.1-1 成果發表會電子簡章
(3) 完成成果發表會辦理
本活動順利完成，當日參與人數合計 527 人，與會來賓反應良好。
如圖 2.6.1-2 活動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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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局呂正華局長開幕致詞

全國工業總會蔡練生秘書長貴賓致詞

減量績優廠商表揚

活動與會情形

專題演講

受輔導廠商代表經驗分享

圖 2.6.1-2 活動集錦
(4) 完成媒體宣導
本活動獲經濟日報等媒體報導，介紹活動資訊及廠商節能減碳事
蹟，有效宣導各界對工業局推動節能減碳、綠色環保成果之瞭解，同
時加強製造業推動節能減碳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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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公開節能減碳資訊
1. 編訂節能減碳技術與輔導案例
本計畫 98 至 107 年累計輔導 3,551 家工廠，累積豐富技術及輔導
案例資訊，為進一步擴散節能減碳輔導效益，激發產業各界仿效推動，
本年度於「產業節能減碳技術一覽表」內盤點之技術資訊與輔導案例，
彙整各設備/系統別之耗能占比、方案及平均節能率，擴編 5 筆技術案
例，如表 2.6.2-1。
表 2.6.2-1 擴編之技術及輔導案例一覽表（如藍字標記處）

另依工業局核定案例及內容重點，本計畫共計製作 5 筆案例，經外
部專家委員審查後，透過「產業節能減碳資訊網」等網路平台，提供產
業自主檢查及參考應用，藉此加速產業落實及提升節能減碳能力。節能
減碳技術與輔導案例如圖 2.6.2-1。案例內容製作重點如下：
(1)設備/措施別：結合技術一覽表，提供廠商自主診斷及案例學習。
(2)技術簡介：以改善前(問題診斷)與後(作法)，凸顯技術/輔導重點。
(3)去識別化：以產業別代替廠商名稱，維護廠商相關機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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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視覺化效益：以簡易回收年限概念，提供廠商改善決策參考。
(5)技術支援：以服務團聯絡方式，作為廠商延伸諮詢與輔導管道。

空壓機設備汰舊換新(空壓)

廢熱回收系統(空壓)

採用高效率泵浦(空調)

採用變頻磁浮式離心機(空調)

圖 2.6.2-1 節能減碳技術與輔導案例
2. 計畫訊息上網
為宣導工業局產業輔導項目、即時活動資訊及推動成果，本計畫已
於工業局「產業節能減碳資訊網」及「製造業節能減碳服務團資訊網」，
公告輔導申請機制與表單、人才訓練班課程、經環保署審核通過之新減
量方法，以及計畫整體推動成果等資訊，以利產業瞭解並應用本計畫相
關資源。
2.6.3 行政配合
本計畫除依循工業局「專案計畫作業手冊」之規範及制式表單，按
時繳交計畫相關報表及專案成果資料，亦配合工業局相關行政措施，即
時提供簡報資料、統計資料、新聞稿、宣傳稿、說明等相關資料與報表，
以推廣本計畫之績效。另協助工業局掌握計畫業務運作狀況及各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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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進度，依工業局指示之日期辦理工作檢討會議。
本計畫已完成 1 位支援人力之派駐作業、第 1 期及第 2 期執行進度
報告及計畫相關報表資料繳交、撰寫/彙整 52 件計畫相關資料、出席逾
20 場次計畫相關會議、填寫 40 件文件/提供資料與建議，以及其他單位
交辦事項等，符合預期進度與目標。相關內容分述如下：
1. 指派 1 人支援辦理計畫聯繫及資料彙整
本計畫經工業局同意，已完成郝澤芳 1 位支援人力之派駐作業，協
助辦理計畫聯繫協調及資料彙整有關事項。
2. 辦理期中、期末檢討及相關會議
本計畫除依照工業局專案計畫作業手冊之制式表單，於 5 月 7 日及
8 月 31 日提送第 1、2 期計畫執行進度報告，以及期中執行報告與輔導
成效表。另按工業局指示，完成專案計畫啟始會議、期中檢討、第 3 季
實地查訪等會議，並由本計畫撥付審查委員出席費、審查費及交通費等
相關支出。
3. 協辦工業局受理節能減碳類別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案件審議
會議
本計畫已於 9 月 7 日協助工業局辦理「公司研究發展適用投資抵減
辦法之研究發展活動認定環保產業審查小組會議」，並撥付審查委員出
席費、審查費及交通費等相關支出，完成 10 案節能減碳類別研究發展
支出適用投資抵減案件審議。
4. 配合辦理工業局指定參加之環保及節能減碳等相關活動
依據工業局 107 年 2 月 22 日工永字第 10700138620 號函及 107 年
3 月 6 日工永字第 10700210850 號函，補助「基隆市 e 市代青年發展協
會」以及「台灣原住民社區發展協會」
，分別辦理「青春追夢．節能減
碳 free style 街舞大賽」
，以及「2018 都會原青樂舞藝文交流暨綠能環保
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以提倡民眾節能減碳觀念與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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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交辦事項
本計畫除配合工業局專案計畫管理作業，每月填報「重要施政報告」、
機動協助工業局辦理計畫相關之臨時交辦事項外，同時於計畫執行過程
中，配合行政院、立法院、科技部、經濟部等單位，撰寫/彙整相關資
料、出席會議以及提供建議資料等相關行政作業，茲將執行情形說明如
下：
2.6.4 工業部門節電規劃
因應夏季尖峰用電，一旦發生電力供應緊急情況，政府單位依據相
關辦法啟動應變措施時，工業局亟需即時掌握工業部門配合減少用電及
其他因應作為之資訊，並調查、統計及分析產業受影響程度，以利進行
呈報、協助或協調相關事項。爰此，本計畫於 5 月按工業局來函辦理計
畫變更，預計完成工業部門電力供應緊急應變流程規劃報告及統計分析
報表各 1 份。
1. 電力供應緊急應變之工業用戶調查
依據「電源不足時期限制用電辦法」
，因電源不足，經台電執行用
戶臨時性減少用電措施及其他緊急因應措施後，電源仍不足時，為確保
供電系統安全，得實施限制用戶用電。本計畫配合經濟部電力供應緊急
應變小組，辦理工業部門電力供應緊急應變流程規劃，包含建立工業用
戶調查平台。
2. 受緊急應變措施影響之統計與分析
當工業部門受到限電影響時，本計畫為提供工業局因應緊急應變措
施所需即時資訊，將啟動「工業區內用戶配合節電情形調查」
。 有關調
查平台線上問卷畫面規劃如圖 2.6.4-1，由工業區組通知管轄工業區服務
中心，進行節電宣導，並發送調查平台問卷連結，請用戶填寫後回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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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4-1 用戶配合節電情形調查平台畫面
本計畫製作調查結果統計分析工具，針對所收集與彙整之工業區內
用戶問卷回復內容，進行彙統計與分析。本計畫將針對調查結果，統計
分析產業別配合率、可配合者所採取的因應措施分析、未能配合者之原
因分析、預估財務損失（區域及行業別）等項目，並視用途需求以圖表
或報表彙整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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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實際執行與原規劃差異說明
本計畫實際執行情形超過/符合原規劃目標要求，工作差異分析如下表：
工作項目

廠商服務
廠
商
服
務 特定行業

年度目標

執行情形

已於 3/6 及 3/9 以電能管理、空 符 合 / 超
調、轉動、熱能及紡織製程等技 過原規劃
辦理 2 場技術交流會，提
術主題，辦理 2 場次技術交流活 目標
供 1,500 件次以上服務
動 ； 另 藉 由 服務 窗 口累 計 提 供
1,507 件次諮詢服務
針對近 10 年能源密集度未見改善

完成 1 份節能減碳策略研 之行業別進行影響因子調查與研
節能減碳
析報告
析，完成 1 份特定行業節能減碳
策略研析
策略研析報告

已於 4/26、4/27 完成「汽車零組
件」及「紡織印染」等 2 個產業
鏈 成 立 大 會 暨種 子 人員 教 育 訓
產業鏈節
完成 2 個體系合計 20 家以 練，以及完成 2 個體系 2 次工作
能減碳夥
上工廠節能減碳夥伴關係 檢討會議暨經驗分享會，並進廠
伴關係
21 家工廠，協助提出 66 項節能減
碳建議改善方案，每年可減少溫
室氣體排放 9.68 萬公噸 CO2e
技
術
完成 180 家廠商節能訪視，並提
訪視 180 家廠商，預期減
輔 節能減碳
出 634 項節能減碳建議改善方
碳量應達 13.5 萬公噸 CO2e
導 訪視服務
案，方案執行後，每年可減少溫
以上
室氣體排放 14.1 萬公噸 CO2e
完成 600 廠次以上問卷/電
話追蹤及 40 家(含)現場查
訪，新發掘之減量潛力合
計應在 2 萬公噸 CO2e 以上

完成 602 家問卷/電話追蹤，受輔
導廠商改善方案之減碳落實率達
88.3%，另現場查訪 40 家受輔導
廠商，再發掘 198 項新節能減碳
改善空間，推估減碳量 7.05 萬公
噸 CO2e

溫
室
氣 本 土 減 量 開發 4 項本土減量方法應
體 方法推廣 用工具表單
抵
換

完成「更換為高效率冷凍冷藏設
備」及「生產製程整合以減少熱
能損失」之「減量方法適用性評
估工具」及「減量計算及監測應
用工具」共計製作 4 項減量方法
應用工具表單

追蹤查訪

差異分析

2-76

經濟部工業局 107 年 12 月 28 日

審查通過

計畫管理系統產出

工作項目
專
案
示 抵換專案
範 查訪
推
廣
技
術
應
用
推

年度目標

執行情形

完成 10 家示範廠抵換專案追蹤查
完成 10 家抵換專案追蹤紀
訪，概括 4 家廠商完成第三者確
錄，並完成核備 3 家第三
證，並協助，並協助發掘 4 項節
者確證協助廠商名單，新
能減碳方案，推估減量 2.4 萬公噸
發掘減量 1 萬公噸 CO2e
CO2e

開發並維
開發 2 項耗能設備節能評
護耗能設
估工具，推廣產業應用，
備節能評
辦理 1 場應用說明會
估工具

已於 3/23 及 3/26，針對風機及泵
浦系統完成辦理 2 場專家諮詢會
議，並於 8/15 完成辦理 1 場次耗
能設備節能評估工具應用說明會

廣
人
才
人才培訓
培
訓

已於 3/23 及 5/4 累計完成 2 場次
人 才 訓 練 課 程規 劃 專家 諮 詢 會
累計完成 2 場次節能減碳
議，分別討論並完成課程規劃及
人才訓練課程專家諮詢會
人才培訓教材審核，並已於 6/28
議，並製作 1 份教材
及 6/29 完成課程辦理，共計 30
人參加

已於 11/30 完成辦理「2018 產業
輔 導 成 果 完成 1 場次輔導成果發表
溫室氣體減量成果發表暨綠色技
發表活動 活動
術與工程實務研討會」

宣
已於 11/30 完成「空壓機設備汰舊
導 公 開 節 能 完成至少 5 筆節能減碳資
換新」、「空壓機廢熱回收應用技
推 減碳資訊 訊上網
術」等 5 筆節能減碳資訊上網
廣
已於 6/20 辦理電力供應緊急應變
工業部門
－
小組運作規劃會議，討論作業流
節電規劃
程機制及問卷內容格式

合計

目標完成 2 個體系合計 20
家以上工廠節能減碳夥伴
關係、180 家廠商節能減碳
技術輔導、600 廠次問卷／

實際完成 2 個體系合計 21 家以上
工廠節能減碳夥伴關係、180 家廠
商節能減碳技術輔導、602 廠次問
卷／電話追蹤及 40 家現場查訪，

電話追蹤查訪，推估減量
17 萬公噸 CO2e；追蹤 10
家抵換專案示範廠，新發
掘減量 1 萬公噸 CO2e，合
計推估/推廣減量 18 萬公
噸 CO2e

推估減量 30.83 萬公噸 CO2e；追
蹤查訪 10 家抵換專案示範廠及 4
家第三者確證通過，新發掘減量
2.4 萬公噸 CO2e，合計推估/推廣
減量達 33.23 萬公噸 CO2e，減量
目標達成率為 184.6%

2-77

經濟部工業局 107 年 12 月 28 日

審查通過

差異分析

計畫管理系統產出

二、計畫經費與人力執行情形
(一)經費執行情形
1. 計畫經費
項

目

▓委辦費
政府 □補助款
□代管補助款
廠商

簽約數

結報數

繳庫數

保留數

備註

25,380,000

25,380,000

-

-

-

90,000

90,000

-

-

-

▓自籌款
□補助計畫自籌款

2. 經資門經費表
項目
會計科目

簽約數 / (執行數)
主管機關預算
(委託、補助)

自籌款

合計
金額(元) 占總經費%

備註

一、經常支出
1.人事費
2.其他直接費用
-業務費項下之材料費
3.其他經常支出
(1)其他直接費用
(除業務費項下之材
料費外)
(2)管理費
(3)營業稅
(4)公費

11,488,000
(11,488,000)

11,488,000
(11,488,000)

45.10
(45.10)

11,322,784
(11,322,784)

85,714 11,408,498
(85,714) (11,408,498)

44.79
(44.79)

1,527,943
(1,527,943)
0
(0)
1,041,273
(1,041,273)

1,527,943
(1,527,943)
4,286
4,286
(4,286)
(4,286)
1,041,273
(1,041,273)

6.00
(6.00)
0.02
(0.02)
4.09
(4.14)

25,380,000
(25,380,000)

90,000 25,470,000
(90,000) (25,470,000)

100
(100)

(5)代管補助款
小計
二、資本支出
小計
25,380,000
90,000 25,470,000
100
(25,380,000)
(90,000) (25,470,000)
(100)
合計
99.65
0.35
100
100
占總經費%
(99.65)
(0.35)
(100)
(100)
註 1:請將簽約數及執行數並列，以括弧表示執行數。簽約數指本局與受託單位簽約之金額；
執行數指計畫實際支用經費(含代管補助款)。
註 2:其他來自科發基金、工業區更新基金及其他政府單位等加帳經費之實支數亦請列出，
並於下方與原計畫規劃差異說明處補充說明。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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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費與原計畫規劃差異說明：
無差異。
(二)計畫人力運用情形
1. 計畫人力結構
執行情形

總人力
(人月)

研究員級

副研究員級

助理研究員級

研究助理

原訂

146.16

69.5

28.16

48.5

-

實際

146.11

72.81

25.16

48.14

-

差異

-0.05

+3.31

-3.00

-0.36

-

2. 與原計畫規劃差異說明：
本計畫原投入總人月為 146.16 人月，實際執行人月數為 146.11 人
月，與計畫原訂規劃差異-0.05，其各職級人月數差異符合人月數管控彈
性 5%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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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已獲得之主要成果與重大突破(含量化成果)
(一)績效指標
107 年度
屬
性

績效指標

績效指標

類別

項目

學

期刊論

術

文

成

國內(篇)

原訂

實際

目標值

達成值

0

0

研討會

︵
A.論文

論文

基
礎

專書論

研

文

國外(篇)

0

0

國內(篇)

2

2

國外(篇)

0

0

國內(篇)

0

0

突
破

於「台灣中油公司氣候變
研討會」及「產業減碳工
換專案推動及實務案例
分享」及「從聯合國微型
CDM 計畫看我國微型抵

-

換專案」等 2 篇論文，與
專案經驗與成果，促使產

國外(篇)

0

0

業更積極執行節能減碳
相關工作。

︶
B.合作團隊(計畫)養成

0

0

學

博士培育/訓人數

0

0

術

碩士培育/訓人數

0

0

成

學士培育/訓人數

0

0

30

30

0

0

就

技

(每項以 500 字為限)

各界分享溫室氣體抵換

究

科

大

遷與溫室氣體減量管理

技

︵

效益說明

具分享座談會」
，發表「抵

就
科

重

學程或課程培訓
C. 培 育 及 人數
延攬人才

延攬科研人才數

基

國際學生/ 學者交

礎

換人數

研

培育/訓後取得證

究

照人數

審查通過

辦理「產業節能減碳技術
人才培訓」專班，培育 30
位產業學員掌握智慧化
能源管理系統、風機與馬
達的節能技術應用實務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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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
屬

績效指標

性

重

績效指標

類別

項目

原訂

實際

目標值

達成值

︶

效益說明

大

(每項以 500 字為限)

突
破

完成 2 份產業鏈節能減碳
體系報告、180 份訪視工
廠報告、1 份受輔導廠商
D1. 研 究
報告

減量績效追蹤報告，提出
研究報告篇數

184

184

902 能減碳改善建議，並

-

追蹤其改善成果，以及 1
份特定行業策略研析報
告，做為產業投入節能減
碳之參考。

D2.臨床試驗
國內學術會議、研
討會、論壇次數
國際學術會議、研
E. 辦 理 學 討會、論壇次數
術活動
雙邊學術會議、研

0

0

-

5

5

完成 2 場技術交流會、1

-

場節能評估工具應用說
0

0

明會、1 場節能減碳人才
訓練班、1 場成果發表活

0

0

出版論文集數量

0

0

形成課程件數

1

1

製作教材件數

1

1

手 冊 / 軟 製作手冊件數

0

0

0

0

G.智慧財產

0

0

-

-

術

H.技術報告及檢驗方法

0

0

-

-

創

I1.辦理技術活動

0

0

-

-

新

I2.參與技術活動

0

0

-

-

︵

J1.技轉與智財授權

0

0

-

-

J2.技術輸入

0

0

-

-

討會、論壇次數

F. 形 成 課
程/教材/
體

自由軟體授權釋
出教材件數

動，促進各界對節能減碳
技術與實務交流。
以智慧化能源管理系
統、風機與馬達的節能技
術應用實務為主題，完成
1 份產業節能減碳技術人
才培訓課程訓練教材，並
培育 30 位產業學員。

其他
技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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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
屬
性

績效指標

績效指標

類別

項目

技
技

重

原訂

實際

目標值

達成值

效益說明

大

(每項以 500 字為限)

突
破

完成 1,500 件次 完成 1,507 件次 透過 1,507 件次諮詢服
以 上 廠 商 節 能 以上廠商節能減 務，提供國內廠商所需節

S1.技術服務

術

減碳諮詢服務

碳諮詢服務

-

能減碳技術與相關資訊。

創
新
︶

S2.科研設施建置及服務

0

0

-

-

其他

0

0

-

-

L.促成投資

0

0

-

-

M.創新產業或模式建立

0

0

-

-

產業因推動節能減碳不

經

產業節能減碳

濟

效益推估可節

產業節省能源成

效

省能源成本 3

本 4 億元

益

億元以上

︵
經
濟

N.協助提升我國產業全球地位

促
進
︶

出，更可減少企業/產品

-

碳排放，提升產業競爭
力。

O.共通/檢測技術服務及輔導

0

0

-

-

P.創業育成

0

0

-

-

產
業

僅降低能源能成本支

掌握特定行業能源密集

與學界合作完

完成 1 份特定行 度 未 見 改 善 的 影 響 因
T.促成與學界或產業團體合作 成 1 份特定行
業節能減碳策略 子，俾利研擬推動策略與
研究
業節能減碳策
研析報告
建議作法，促其落實節能
略研析報告
減碳效益。

-

U.促成智財權資金融通

0

0

-

-

AC.減少災害損失

0

0

-

-

其他

0

0

-

-

AB.科技知識普及

0

0

-

-

Q.資訊服務

0

0

-

-

R.增加就業

0

0

-

-

W.提升公共服務

0

0

-

-

X.提高人民或業者收入

0

0

-

-

社
社

會

會

福

影

祉

響

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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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
屬

績效指標

性

重

績效指標

類別

項目

原訂

實際

目標值

達成值

效益說明

大

(每項以 500 字為限)

突
破

本計畫於臨廠輔導及宣
導活動之場合，同時宣導
職場性別平等重要性，提
高各界對性別平等的認
知 ， 宣 導 人 次 逾 1,956
XY.人權及性別平等促進

性別平等宣導

性別平等宣導

人；且本計畫辦理專諮會
議、審查會議等活動時，
皆邀請女性委員占 1/3 以
上，鼓勵女性對節能減碳
領域的參與，推廣性別平
等友善職場。

其他

0

-

-

1. 經由輔導廠商導入節
1. 推估減少產 1. 推 估 減 少 產
能技術，估算年度節
業能源消耗
業能源消耗
能量 12 萬公秉油當
達 5 萬公秉
達 12 萬公秉
量。
油當量以上
油當量以上
2. 經由對廠商之技術輔
V.提高能源利用率及綠
2. 推估減少溫 2. 推 估 減 少 溫
導，導入節能減碳技
能開發
室氣體排放
室氣體排放
術，可促成溫室氣體
當量 18 萬公
當量 30.23 萬
排放密集度下降，估
噸 CO2e 以
公噸 CO2e 以
算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上
上
當 量 30.23 萬 公 噸
CO2e，減輕暖化衝擊。

-

Z.調查成果

0

0

-

-

其他

0

0

-

-

0

0

-

-

Y.資訊平台與資料庫

0

0

-

-

AA.決策依據

0

0

-

-

其他

0

0

-

-

環
境
安
全
永
續

K.規範/標準或政策/法規草案
其

0

制訂

他
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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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7 年度計畫績效指標實際達成與原訂目標差異說明：
本計畫績效指標實際達成情形超過/符合原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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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成就及成果之價值與貢獻度(outcome)

服務團計畫 107 年成效

學術成就(科技基礎研究)

(一)
1.論文

本計畫藉由論文發表，擴大推廣輔導經驗與成效，於「台灣中油公司
氣候變遷與溫室氣體減量管理研討會」及「產業減碳工具分享座談會」，
發表「抵換專案推動及實務案例分享」及「從聯合國微型 CDM 計畫看我
國微型抵換專案」等 2 篇論文，與各界分享溫室氣體抵換專案經驗與成果，
促使產業更積極執行節能減碳相關工作。
2.研究報告
本計畫完成 184 份工廠節能減碳輔導紀錄/報告，內容包含能耗檢測及
問題分析、輔導成效追蹤及改善情形確認、其他節能減碳空間、整體節能
減碳效益及特定行業策略研析等，並累計提供 898 項改善建議方案，作為
受輔導廠商節能減碳改善應用之參考，以有效降低能源消耗及溫室氣體排
放。
3.辦理學術活動
完成 2 場次節能減碳技術宣導/交流活動、1 場次節能診斷工具應用說
明會、1 場次減量成果發表會、1 場次人才培訓班，合計 5 場次宣導活動，
計有 688 人次參與，促進節能減碳資訊的交流，加速建構產業節能減碳規
劃與推動之技術能量，介紹「製造業節能減碳技術及相關資源」，並邀請
緯創資通、興采實業等受輔導廠商分享推動經驗以及工業局「製造部門能
效提升計畫」之推廣標的技術廠商，介紹「高溫熱泵能源管理節能系統」、
「各類型加熱吸附式乾燥機」「智慧型燃燒效率提升系統」等綠色技術、
設備、案例，促進產業對節能減碳新資訊的交流與實務應用。
4.形成教材
完成 1 份產業節能減碳技術人才訓練專班標準教材，內容涵蓋智慧監
控電能管理應用實務、掌握雲端智慧能源監控系統、利用 ICT 技術打造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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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工廠、減碳有價化-抵換專案等技術與實務，可培訓產業由常見之電能及
熱能系統節能改善，應用合適之減量方法、外加性評估、減量效益計算與
監測，進而發展溫室氣體抵換專案，藉此提升產業推動溫室氣體減量之執
行能力及意願，有效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及早因應未來國內溫室氣體減
量管理，進而活絡國內碳排放交易市場。
(二)

技術創新（科技技術創新）

1. 檢測技術
(1) 提供汽車廠空壓系統檢測，透過使用流量計及精密電力分析儀，同步
檢測空壓機在不同排氣壓力時的排氣量及耗電量，協助廠商評估空壓
機之運轉效率，改善潛力約 5~20%。
(2) 提供電子廠冰水主機效能量測，利用流量計測量冰水流量、溫度計測
量冰水出入冰機溫度，以及精密電力分析儀測量壓縮機馬達的輸入電
力，以同步檢測冰水主機每淨製冷能力(冷凍噸)之耗電量，計算其效
能，改善潛力約 10~20%。
(3) 鍋爐系統以爐管廢熱回收、冷凝水回收以提升鍋爐飼水溫度最常見，
另外，由於國內對 PM2.5 的高度關切外，及各地方縣市推動鍋爐燃料
改燃天然氣專案補助專案，鍋爐燃料轉換為低碳燃料為產業未來主要
推動之方向。
(4) 利用電力分析儀紀錄金屬製造廠內製程設備耗電與起停頻率，統計與
分析生產線稼動率與能源流向，提出改善方案將用電合理化，改善潛
力約 15~30%。
 電力系統：協助廠商加裝電壓調整節電器、自動功率因數調整器、
高效率變壓器、尖峰需量控制系統等，將用電合理化以降低能源損
耗，平均節能 3~10%。
 空壓系統：協助廠商評估空壓機之運轉效率，透過操作管理改善或
透過導入高效率空壓機、變頻器控制、變頻主機調整負載以及無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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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加熱型吸附式乾燥機等，以提高系統使用效率，平均系統節能達
20~30%。
 泵浦系統：協助廠商評估/量測泵浦效率，建立基線能源用量，並提
供改善方案，如馬達可由 IE+更換為 IE3 高效率馬達，以提高泵浦設
備的能源使用效率，節能改善潛力約有 3~5%。
 空調系統：協助廠商評估製程與空調需求，採用高效率冰水主機、
高效率變頻分離式空調、增設空調監控系統、區域泵採用變頻器、
冷卻水塔採用變頻器、採用空調負載控制器/PMV 空調舒適度控制系
統等，並建立空調系統能耗指標，與合理化控制，降低整體用電需
求，平均節能 10~40%。
 鍋爐系統：協助廠商評估以增設熱回收設備與排氣監控系統，以減
少熱能損失，提高鍋爐燃燒效率，可減少燃料排放 2~5%。
 製程系統
A. 協助廠商製程熱水改採用高溫熱泵取代蒸汽間接加熱，以降低鍋爐
負載，可減少 3.5%天然氣使用量。
B. 協助廠商加強設備保溫、PID 溫度控制器取代 on-off 控制，以及製
程冷卻水採用變頻控制等。
C. 協助廠商製程用冷凍/冷藏的冷凍主機性能效率評估/檢測，避免使
用長期運轉能耗高主機，且利用離峰或儲冰優惠電價，以減少電費
支出，平均節能 10~20%。
 智慧節能監控技術：協助廠商利用 ICT 智慧監控技術，系統化數據
管理與監控用電情形，並搭配製程設備、排程或 ERP 系統等參數，
分析能源流向、機台稼動率，以達電力使用最佳化，節能潛力約
5~10%。
 完成「風扇泵浦導入變轉速控制、台數控制」
、
「更換高效率變壓器」
、
「更換為高效率空壓機」、「工業設施既有馬達汰換為高效率馬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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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回收冷凝水提高蒸汽系統效率」等 14 項減量方法之「減量方法
適用性評估工具表單」及「減量計算及監測應用工具｣，可降低減量
方法應用技術門檻，提升產業推動抵換專案之意願，並透過應用案
例具體協助產業建構參與環保署抵換專案之能力，擴大製造業節能
減碳輔導成果，同時增加企業減量之誘因。
(三)

經濟效益(經濟產業促進)
協助提升我國產業全球地位或產業競爭力，經本計畫輔導執行 241 家

工廠臨廠輔導/現場查訪、23 家抵換專案示範輔導，共計提供 902 項次之
節能減碳技術應用方案建議，改善後每年可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 30.23 萬
公噸 CO2e，每年可節省能源使用成本約 9 億元，促成投資金額 2.8 億元，
降低工廠本身碳排放情形及產品碳足跡，因應國際碳揭露趨勢，有效提升
我國產業綠色競爭力。
(四)

社會影響(社會福祉提升、環境保護安全)

1.資訊服務
累計提供 1,507 件次廠商諮詢服務，辦理輔導說明、引介或轉送廠商
申請及提供初步諮詢服務；另辦理 2 場次節能減碳技術宣導/交流活動、1
場次節能診斷工具應用說明會、1 場次減量成果發表會、1 場次人才培訓
班，合計 5 場次宣導活動，逾 688 人次參與，協助產業取得節能減碳技術
/法規/輔導/獎勵最新資訊。
2.提高能源利用率
經由對廠商之技術輔導、抵換專案追蹤及節能診斷工具推廣應用，導
入節能減碳技術/設備，提高能源利用率，促成 12 萬公秉油當量節能量，
減少 30.23 萬公噸 CO2e 排放，並降低工廠本身及產品碳排放情形，有效
減輕暖化衝擊，確保環境安全永續。
(五)
1.

其他效益方面
人才培育
辦理 1 場次「產業節能減碳人才訓練班」培訓智慧監控技術應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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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能管理之專業人員 30 人。
2.

推動輔導
本計畫臨廠輔導 241 家廠商，共計提供 902 項次之節能減碳技術應

用方案建議，節省能源使用成本約 9 億元。
3.

性別主流化

性別主流化工具

具體作法

執行成效說明

性別機制

促進計畫執行人員性
別平等

性別統計分析

 問卷調查不同性別
企業主對節能減碳
的關注
 統計人培課程參訓
性別的比例

性別預算
性別影響評估

性別意識培力

性別推動

 執行過程著重性別平等，執行
人力男女比例約 46%
 主管級人力性別平等，女性主
管比例約 60%
 給薪制度著重性別平等，不因
性別差異而同工不同酬
 調查並統計不同性別企業主
對節能減碳議題的積極度
 企業內部節能減碳承辦人員
以男性居多，經本計畫積極宣
導，每年已有近 2 成女性學員
參與人培課程

工作場所設置性平設
於本計畫辦公室設置集乳室
施
本計畫未以特定性別為推動對
象
於計畫網站刊載「促進性別平
等，讓世界更美好」等文宣資
網站轉載性別平等文
料，提供產業界人士對於性別
宣
議題與性別平等政策有更深入
的瞭解及認識
於活動及輔導過程發送性別平
發送性別平等文宣
等文宣，提高各界對性別平等
認知，宣導人次逾 5,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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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跨部會協調或與相關計畫之配合
1.行政院節能減碳技術服務團
因本計畫屬行政院節能減碳技術服務團之製造業服務分隊，除每月於
服務能量系統登錄執行成果，並配合總團運作不定期填報相關資料，如「廣
宣規劃與輔導摘要紀錄內容」等，出席、執行總團會議決策。
2.科技部第二期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
本計畫屬科技部第二期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NEP-II)，出席節能主軸
中心 107 年期末成果發表暨交流大會等活動，配合計畫審查作業形式整合，
辦理期中審查會議，並繳交成果手冊、亮點計畫簡介、季報等資料。
3.行政院環保署
配合環保署「第一期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草案)」及其公聽會召開，
提供計畫作法，並預估計畫未來減碳績效。
4.經濟部能源局
因應行政院核定能源發展綱領修正案及其具體行動之官方文件－能
源轉型白皮書撰擬，配合出席能源轉型白皮書工作會議、預備會議等活動，
並研提「工業部門能效提升計畫」推動作法與預期效益。
5.工業局永續發展組節能減碳相關計畫
(1) 提供廠家全方位服務，視需求轉介其他政府計畫資源，如轉介廠家參
與綠色工廠推動計畫等相關資源。
(2) 配合「產業溫室氣體管理與調適計畫」
，提供輔導申請、各項活動、輔
導成效等計畫訊息，刊載於工業局「產業節能減碳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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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檢討與展望
(一)檢討
1.完成各項工作並符合查核點
本計畫按計畫書如期完成各項工作，符合查核點共計 34 項。
2.提供符合廠商需求之技術輔導協助減量
本計畫共計輔導 201 家廠商、602 廠次問卷/電話追蹤、40 廠次現場查
訪、10 家溫室氣體抵換專案示範追蹤，共計提供節能減碳技術應用方案
902 項次，改善後每年減少溫室氣體 30.23 萬公噸 CO2e，相當於節省 12
萬公秉油當量的能源使用量，節省能源使用成本 9 億元，促成投資金額 2.8
億元，降低工廠本身碳排放情形，符合本計畫推動目標與預期效益。
3.提供技術交流與案例，分享節能減碳技術、設備、實務經驗
本計畫完成 5 筆節能減碳技術案例上網及辦理 5 場次技術交流活動，包含
2 場次技術交流會、1 場次診斷工具應用說明會、1 場節能減碳技術人才培
訓專班及 1 場產業減量成果發表會，總計超過 688 人次參與，邀請受輔導
廠商經驗分享，包括興采實業、緯創資通等，提供各界對於節能減碳最新
技術案例學習與應用。
4.透過追蹤查核機制提升落實績效，核實節能減碳成效
自 98~107 年追蹤機制之歷史服務資料庫約 3,500 家以上，已建立永續
節能服務大數據概念，可分析未來新節能設備技術，政府推動新能源環保
政策對用戶影響及預估節能減碳及潛力。如汰換空壓機、空調磁浮冰水機、
LED 燈，高效率泵浦，IE3 馬達等等，節能潛力及市場投資成本。可對政
府施政策略參考。本計畫針對歷年受輔導廠商，透過問卷/電話/現場追蹤
計 602 家廠商之改善方落實情形，此外，現場查訪再發掘 198 項節能減碳
改善空間 7.05 萬公噸 CO2e，更凸顯本計畫輔導有助廠商提高節能減碳認
知與管理能力，廠商於輔導後能夠持續且自主發掘新的改善措施，予以落
實而提高減量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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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構抵換專案輔導與執行能力
本計畫協助企業克服執行抵換專案的技術門檻，今年度配合環保署審
議 27 項本土減量方法的行政程序，其中 24 項已經環保署審議通過，以利
產業推動溫室氣體抵換專案應用。
另外，本計畫為培養產業推動抵換專案的技術人力與能力，總計完成
共 10 家示範廠抵換專案追蹤查訪，協助 4 家廠商完成第三者確證，並協
助發掘 4 項節能減碳方案，預期減量潛力合計約 2.4 萬公噸 CO2e，建構我
國境內減量的基礎環境，加速廠商將減碳績效轉化為有價之碳額度，進而
擴大產業節能減碳成效。
(二)展望
本計畫配合國家節能減碳政策推動，製造業能源消費量成長率已漸進
趨緩，仍有特定產業未見改善；故建議未來針對能源密集度未見改善之運
輸工具、金屬製品、機械設備、橡膠製品、塑膠製品及印刷及資料儲存媒
體複製業等重點行業，結合產業公協會共同推動節能夥伴關係，檢討與管
理用能設備能源使用效率，加強節能意識，以利提升與管理工業部門能源
使用效率，後續工作構想重點與未來展望如下：
1.針對重點行業進行節能服務，帶動節能減碳意識與效益
未來將針對運輸工具、金屬製品、塑膠製品、機械設備、橡膠製品及
印刷及資料儲存媒體複製業等業別廠商為優先推動節能減碳訪視對象，同
時檢視節能減碳空間，分析能源流向，評估用電設備，提供節能改善建議，
協助重點行業之產業工會召開節能工作會議，邀請會員廠商參與節能技術、
節能措施或節能經驗分享，運用群體力量，提升節能減碳意識。
2.推動產業節能體系，建立設備能源資訊藍圖
提供供應鏈或產業聚落群聚方式推動節能體系並籌組節能夥伴關係，
協助個廠盤查耗能設備，診斷節能潛力，擬定改善措施，透過討論激勵夥
伴成員提升節能意識與落實節能效益。掌握公用系統用電設備能源使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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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數據，分析設備使用能源效率，並協助老舊用電設備推動效率改善。
彙集與建立用電設備能源使用樣本數，經由分析工具，建立分析模塊，
運用交叉及多維度分析，掌握用電設備能源使用效率與使用條件相關性，
分析設備能源效率優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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