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應用最佳節約能源技術一直以來都是企業在營運上降低

能源成本之主要途徑，未來也將是如此。而今有效能源管理的

新概念對任何企業在節能上的成功，同樣具備了重要性。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國際標準發揮了有效率的管理制度結合節能

技術之優點，這項標準具體說明了對能源管理系統的各項要求

，讓組織能發展並實行政策、找出重大的能源消耗領域，並制

訂降低能源使用的目標。而節能技術則是協助企業發掘內部重

大能源使用項目與確認符合能源管理法規，並提供了企業可行

的監督量測方法。如此制度與技術之結合，開創了企業節約能

源的新契機。本期專題中將簡介建置ISO 50001能源管理制度之

輔導機制，也介紹空壓機節能監控和離心式設備可調速系統二

項節能技術，供讀者參考。



2 綠 基 會 通 訊 中華民國102年7月

服務業部門推動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輔導機制

專案1部 賴宛貞、張育誠

一、前  言

     面對低碳經濟時代來臨及全球暖化趨勢

影響，企業如何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降低能

源消費成本及管理溫室氣體排放，已成為企

業追求永續發展之重要課題。國際標準化組

織為協助企業強化能源管理體質，公告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國際標準，協助企業導

入能源管理系統，以強化能源管理機制，進

而達到改善節約能源績效、提升能源使用效

率及降低能源消費成本之永續目標。

     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國際標準適用

於各種類型與不同規模的組織，透過高階主

管宣示重視能源管理之具體承諾，從能源績

效持續改善的過程，達到提升能源效率、節

省能源成本及促成溫室氣體減量之目標。再

透過系統化建置過程，健全守規性評估、標

準化流程以及自我檢查之管理機制。因此，

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可以結合能源績效

改善與程序文件管理之運作方法，達成強化

能源管理體質與改善能源績效之目的。

     本文依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國際標

準，引用規劃(Plan)-執行(Do)-檢查(Check)-

行動(Act)之管理機制，建議服務業應如何

進行能源使用分析、鑑別重大能源消耗、建

立能源基線、設計能源績效指標、制定能源

管理計畫、建構標準化管理程序及持續監督

能源績效改善，以達成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降低成本以及改善能源績效。

二、服務業部門能源使用分析

     依「2012年非生產性質行業能源查核年

報」分析，2011年服務業部門能源大用戶有

1,424家，申報能源總消費量為3,759千公秉

油當量，約占整體服務業部門別最終能源消

費量之30.4%。(如表1所示)

     服務業部門能源大用戶2011年實際節

能量及節能率分別為33 .7千公秉油當量及

0.9%，依據98~101年能源查核輔導結果進

行節能潛力分析，平均節約率約7.7%，如表

2所示，顯見大多數能源大用戶尚有節能改

善空間。

     彙整近幾年能源局實施現場能源查核輔

導發掘之節能潛力，發現節電潛力較高行

業別依序為：批發及零售賣場、大專院校、

醫院等，相對用電量較高，推動節電效益也

較為顯著。節熱潛力較多的行業則集中於醫

院、旅館、餐廳及大專院校等，因供應熱水

與蒸汽之需求量較大，潛在節熱效益較為顯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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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1年服務業部門能源消費統計表（按行業別）

資料來源：非生產性質能源查核資料庫

三、企業能源管理系統推動機制

     企業依ISO 50001建置能源管理系統之核

心機制包括：提供完整的策略規劃、建立跨

部門的管理團隊、制定明確的管理程序與作

法、執行具體的能源管理計畫及落實管理階

層審查，各項內容簡述如下：

1.提供完整的策略規劃

     ISO 50001國際標準透過能源規劃的結

果，研擬符合組織特性的能源管理策略。

並由組織最高管理階層提出持續改善能源

管理績效之承諾，確保提供落實能源管理

系統所需的各項資源。

     完整的能源管理策略除了明確的能源

政策，還包括設定能源管理目標、標的、

行動計畫及績效指標，並確保重要作業管

制項目已予以文件化及保留紀錄。

2.建立跨部門的管理團隊

     ISO 50001國際標準建議組織建立適當

的能源管理團隊，並指派具有節能技術能

力或接受完整能源管理訓練的人員，以執

行先前擬定的能源策略規劃。這些團隊成

員可來自：設施維護、設備採購、廠務管

理、人力資源、公共關係、事業營運或行

政管理等部門，必要時宜納入外部配合廠

商，並賦予明確的管理責任與相關職權。

3.制定明確的管理程序與作法

     ISO 50001國際標準要求組織對能源管

理系統主要運作單元提出明確的管理程序

與作法，如：能源審查、能源管理行動方

案、守規性評估、教育訓練、內 /外部溝

 

主要建築
用途分類

政府機關 辦公大樓 百貨公司 量  販 旅  館 醫  院 平  均電信網路機房學  校

表2 不同類型建築能源查核輔導之節能潛力分析

平均節能
潛力(%)

6.1 6.4 7.6 9.8 8.3 5.9 7.6 4.8 7.7

資料來源：住商部門及公部門能源查核管理與節能技術服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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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能源管理推行委員會架構(範例)

通、能源設備採購、能源設備操作、矯正

與預防措施、內部稽核及管理階層審查等

項目。另外，ISO 50001國際標準也要求

組織應對各項能源管理作業流程予以文件

化，並保留相關紀錄。

4.執行具體的能源管理計畫

     ISO 50001國際標準要求組織依其營

運特性設定適當的能源管理目標與標的，

擬定具體的能源管理行動計畫。另外，組

織應建立完整的監測、量測及分析程序，

如：能源流向分析、改善效益分析、量測

與驗證規則及專案成本分析等...。

5.落實管理階層審查

     ISO 50001國際標準要求能源管理團隊

應經由監測與量測之分析結果，由能源管

理代表定期向組織最高管理階層提出執行

報告，同時要求組織最高管理階層應定期

對能源管理系統之推動成效進行審查。

四、 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

    建置作法

1.成立推行委員會

     企業應確認能源管理系統運行範疇，

並成立能源管理團隊，規劃能源管理系統

運作重點及各成員權責分工內容，再經由

召開啟始會議展現高階主管推動能源管理

系統的決心。(如圖1所示)
2.實施能源審查

     企業應發掘內部重大能源使用項目與

確認符合能源管理法規，應實施廠內能源

流向分析與節能空間診斷，以辨識組織產

生的重大能源管理議題，進而設定能源管

理目標、標的及行動計畫。

     節能技術診斷之作法係針對耗能設備

與監控系統進行現場能源檢測作業，分析

特定耗能設備或監控系統之能源使用紀

錄，找出現場節能空間，提供能源管理行

動計畫之建議。節能技術診斷之內容將依

用戶提供的用電資料了解能源使用狀況，

再依電費單、電力單線圖、能源平衡圖、

能源設備耗能功率及組織節能需求提出節

能改善建議。

3.建立能源基線與績效指標

     依組織實施能源審查結果，企業可

應用國際能源效率評估組織 ( E ff i c i e n c y 

Valuation Organization, EVO)提供的節能

績效量測與驗證的方法建立主要耗能設備

之能源基線，擬訂能源績效管理指標，以

作為後續監測與管理能源績效的依據。

     企業應依推行能源管理系統的需求，

擬定符合其營運型態的能源政策，並設定

適當的能源管理目標、標的及行動計畫，

落實推動能源管理系統，以實現節能績效

改善。

4.建立作業管制項目

     企業依辨識重大能源管理議題之結

果，可以討論後續行動計畫與作業管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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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再經小組討論與腦力激盪方式找出

節能改善空間。為控制能源管理系統運作

績效，對特定作業擬定管制程序，編訂符

合現場需求的作業管制文件。另外，會協

助組織建立能源設計與能源採購的管理程

序，協助業者在規劃新設施或採購新設備

的時候，可考慮節能績效的需求。

5.製作能源管理程序文件

     依ISO 50001標準建立符合能源管理系

統之標準化文件，包括：能源管理手冊、

管理程序文件、操作規範及紀錄表單。組

織得以紙本、電子或其它媒介等方式，以

描述能源管理系統要項及其關聯性。

6.舉辦能源管理教育訓練

     為避免能源管理系統運作出現偏差而

導致預設目標無法達成的情形。所以，組

織應確保任何有關於重大能源使用的員工

具備適當的技術能力。此能力要求係基於

適當的教育、訓練、技能或經驗。

7.執行內部稽核

     組織應該於預定規劃期間內實施稽

核，以確保能源管理系統符合組織對能源

管理系統規劃與安排，以確保能源管理系

統能有效實施、維持及持續改善。內部稽

核計畫之安排將組織營運過程與活動區域

狀態與重要性納入考量，並追蹤先前稽核

的結果是否已獲得改善。

8.實施管理審查

     為確保能源管理系統持續有效地實

施，ISO 50001標準要求組織管理階層應

依其規劃期間審查能源管理系統，其內容

包括：

(1)先前管理審查的追蹤措施；

(2)能源政策之適切性；

(3) 能源管理績效及相關績效指標之達成狀

況；

(4) 組織遵守法規與其它要求事項之評估結

果；

(5)年度能源目標與標的達成的程度；

(6) 能源管理系統稽核結果與推動矯正措施

與預防措施之狀態；

(7)未來預計達成的能源績效；

(8)持續改善之建議事項。

9.實施第三者驗證

     企業可依ISO 50001標準提出第三者驗

證申請，並改善外部驗證過程發現的稽核

缺失，以取得第三者驗證證書。

五、結  語

     經濟部能源局在ISO 50001國際標準公告

後，為協助服務業部門建立與國際接軌的能

源管理制度，透過民國100年及101年「住

商部門及公部門能源查核管理與節能技術服

務計畫」輔導7家能源大用戶及4家企業集

團用戶依ISO 50001國際標準建置能源管理

系統，推動各項節能改善措施，逐步建立我

國服務業部門建置能源管理系統之示範標竿

案例，目前輔導之7家能源大用戶及4家企

業集團用戶已通過ISO 50001國際驗證，並

協助業者規劃97項能源管理行動計畫，每

年可省電1,259.2萬度、節省燃料721.6 公秉

油當量，總計發掘節能潛力空間達到每年省

能3,316.8公秉油當量、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9,088.3公噸、節省能源費用4,827.6萬元，

推動節能效果顯著。

     本(102)年度能源局擴大能源管理系統示

範輔導範疇，透過「102年度服務業能源管

理系統示範推廣輔導計畫」，持續輔導8家
能源大用戶與12家企業集團用戶建立能源管

理系統示範標竿案例，以協助業者建全能源

管理制度、改善能源績效及提高全體員工重

視節能的認知。並期望國內服務業積極重視

能源管理系統所衍生的節能效益，進一步提

高產業競爭力、增加能源績效及避免不必要

的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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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壓節能監控系統建構

--以輔導案例說明

一、前  言

     空壓機產生壓縮空氣，是工廠的主要動

力來源，也是工廠主要耗能設備之一，無論

是傳統產業還是高科技產業，空壓機都是不

可或缺的設備，其能源使用佔工廠總用電量

10~30%，某些產業甚至高達50%，因此如

何有效發揮空壓機運轉效能，就是一門值得

探討的課題。

     以下針對本會輔導改善實績，特提出離

心式空壓機組及螺旋式空壓機組改善案例，

說明如何整合既有空壓機，建構空壓監控系

統，以發揮空壓系統效率，其改善做法、系

統架構及效益說明如下：

二、改善案例

(一)案例1－離心式空壓機組改善案例

1.現況說明

      某廠設置有5台800 hp離心式空壓

機供應全廠用氣，常態啟動3台，依

照性能檢測數據整理得運轉電流範圍

約52A~64A，運轉功率約為680~830 
h p，空壓機採用定壓控制，藉著進

氣閥門(Intake Guide Valve)及排放閥

(Blow Off Valve)調節出氣量、維持

專案6部 陳望曾

管線壓力並避免空壓機激變(Surge)，
現場壓力需求設定為85.3psig(≒6kg/
cm2)，實測空壓機出口幹管壓力範圍

為85~90psig。依性能檢測數據整理得

各機IGV作動壓力及BOV作動之電流

值(下限電流)如表1：
      經以孔口組流量計及電力分析

儀，各別檢測5台離心式空壓機在不

同壓力下的排氣量及運轉功率，經排

氣壓力 (流量計錶壓值 )及排氣溫度等

參數修正計算後，計算出排氣壓力在

85.3 psig(≒6kg/cm2)的空壓機標準排

氣量、耗電量及單位馬力排氣量(效率

值SCFM/hp)如表2所示，空壓機效率

在3.11~3.87 SCFM/hp，空壓

機組運轉情形如圖1所示，從

圖1可以看出：

 

 

項  目 單  位 NO.1 NO.2 NO.3 NO.4 NO.5

IGV psig 86.2 85.5 88.3 88.0 85.9

BOV A 54.1 54.4 54.8 53.8 53.7

表1 空壓機IGV及BOV作動壓力值

圖1 案例1空壓機組運轉電流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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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案例1空壓系統壓力及用電負載變動情形

(1) 操作過程中僅NO.4機有BOV作動

情況發生(運轉電流陡降至53.8A，

使BOV作動排氣)，相對的NO.5機
運轉平穩，電流變化範圍小幾乎處

於滿載運轉的情況；NO.3機運轉電

流高於NO.4及NO.5機，幾乎處於

超載運轉狀況。

(2) 據先前性能檢測數據顯示，NO.5
機出口壓力接近85.9psig時隨即調

整IGV關度，然而對照運轉電流與

管線壓力變化記錄發現，NO.5機
運轉電流下降發生於管線壓力接近

90psig的狀況。

(3) 從 NO.3機電流變化情況發現在

P M 4 : 0 0 ~ 8 : 0 0 間 電 流 維 持 在

6 4 ~ 6 7 A， 0 0 : 0 0 ~ 0 5 : 0 0升高到

67~72A間，判斷原因為廠方因應

大量用氣的作業時段，而調升空壓

機出氣壓力值(調升IGV作動的壓力

設定值)

      空壓系統運轉耗電及空壓機出口

幹管壓力變化情形如圖2，由圖2管線

壓力變化情形可以看出00:00~05:00
時段用氣量大，為用氣高峰期，3台
空壓機均滿載甚至超載運轉，但出氣

量不足無法維持管線壓力，因此造成

該時段管線壓力低至79 psig，其他時

段也發生間歇性大量用氣現象，造成

管線壓力下降，每次持續時間約1~2
小時，但空壓系統平均壓力仍維持在

85~90 psig之間。

      另外，由圖1及圖2可以計算出

3 台空壓機耗電總合平均約 2 , 3 7 9 
hp(1,788.2 kW)，出氣量平均約8,273 
CFM(234.4 CMM)，空壓系統效率約

為3.48 SCFM/hp。
2.系統建構

      本案離心式空壓機採用定壓控

制，主要藉著進氣閥門調整進氣量維

持穩壓，因此當用氣量降低，進氣閥

門會關小，馬達電流也會隨之降低，

但為了避免空壓機激變，空壓機設有

最低電流限制，因此為維持最低電流

值，此時會將排放閥打開，維持空壓

機最低電流值，但也會因此造成空壓

機排放損失、能源浪費。再加上離心

式空壓機馬力較大，調節能力較差，

因此本案除整合現有空壓機組，增設

各空壓機電子式電表、空壓機用電總

表、主空壓管路流量計及壓力傳送器

  

 

 

 

 

編 號
出口壓力
(psig)

排氣量
(SCFM)

耗電量
(hp)

*耗電量
(hp)

**單位馬力排氣量
(SCFM/hp)

單位馬力排氣量
(SCFM/hp)

表2 空壓機性能彙整表

NO.1 3304 805.3 4.1 853.3 3.87

2673 809.8 3.3 858.3 3.11

2899 836.4 3.5 886.5 3.27

2931 839.6 3.5 889.9 3.29

2872 791.8 3.6 839.3 3.42

85.3
(6kg/cm2)

NO.3

NO.2

NO.4

NO.5

*當壓力增加1 kg/cm2（14.2 psi）時,其耗電量增加6%,推估在7 kg/㎝2時的耗電量。

**當壓力增加1 kg/cm2（14.2 psi）時,其耗電量增加6%,推估在7 kg/㎝2時的單位馬力排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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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並增設兩台400hp螺旋式變頻空

壓機，其系統架構如圖3，利用RS485
連線至監控系統主機，依現場實際用

氣量及壓力需求，利用電腦軟體邏輯

運算，發揮空壓系統效能，以螺旋式

變頻空壓機來調節及調整空壓機的

開、關機台數，減少離心式空壓機容

調耗電，提升壓縮空氣的系統運轉效

率，做最經濟調度之運轉模式，達到

最佳之節能效果。

3.空壓監控系統說明

(1) 空壓機監控系統軟體主畫面結構

包含系統包含壓力、總流量、總耗

能、效率及環境溫濕度；離心式空

壓機包含單機排氣壓力、B O V關

度、運轉電流、消耗功率、負載

率及ON/OFF狀態；螺旋式空壓機

包含單機排氣壓力、變頻頻率、運

轉電流、消耗功率、負載率及ON/
OFF狀態；冷凍式乾燥機包含ON/
OFF狀態。

(2) 螺旋式空壓機監控畫面包含單機排

氣壓力、系統壓力、變頻頻率、運

轉三相電流RST、消耗功率、負載

率、ON/OFF狀態、運轉總時數、

機油濾清器壓差、油分離器壓差、

進氣過濾器壓差、排氣溫度、箱體

圖3 案例1空壓監控系統架構

溫度及ALARM顯示。

(3) 離心式空壓機監控畫面包

含單機排氣壓力、B O V關

度、 B O V 手動關度設定

值、運轉電流、消耗功率、

負載率、ON/OFF狀態、馬

達軸承溫度、軸承電壓震動

值、各段進氣溫度、潤滑由

溫度、過濾器前油壓、過濾

器後油壓、過濾器壓差、軸

承油壓、進氣過濾器壓差、

A L A R M顯示即時控制來

源。

(4) 其他功能包括空壓機種類及規格

設定、系統運轉時間顯示、能源單

價設定、設備效率量測資料建立包

含各單機主機效能檢測資料，作為

節能最佳化控制參考依據及使空壓

機能最適化運轉，發揮空壓系統效

率，達到節能改善成效。

4.改善成效

      本案例空壓監控系統建構完成

後，依實際運轉一週資料，經第三

公證單位－台灣能源服務技術發展

協會 (ESCO協會 )驗證，空壓系統經

最適運轉改善後，空壓系統效率由

3.48 SCFM/hp提升至3.75 SCFM/hp，
相當產氣耗能比7.03 kW/CMM，全

年節能量約1,564 ,130 kWh，減少電

費約344.1萬元 /年(平均電價以2.2元 /
kWh計算)，相當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

838.4公噸CO2e/年。(100年公告電力

排放係數：0.536 kg CO2e/kWH)
(二)案例2－螺旋式空壓機組改善案例

1.現況說明

      某廠設置有8台250 hp、2台225 
hp及1台100 hp螺旋式空壓機，空壓機

組共2,550 hp，平常開啟7台空壓機共

1,750 hp供應現場，控制模式為加卸

載，供氣壓力5.5～6.0 kg/cm2，空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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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案例2空壓機組運轉情形

圖5 案例2空壓機組供氣量推估

機詳細規格及檢測單機效率如表3，
空壓機運轉情形及供氣量如圖4及圖

5。

 

 

 

 

 

 

 

 

 

 

 

編  號 廠  牌 馬力(hp) 負載率 效率(SCFM/hp) 年  份

CR-201

CR-204

CR-207

CR-203

CR-206

CR-209

CR-211

CR-202

CR-205

CR-208

CR-210

ATLAS

復盛

復盛

復盛

復盛

復盛

復盛

IR

復盛

復盛

復盛

100

225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225

250

250

1986

1990

1992

2007

1992

2004

2006

1986

1990

2003

2006

備機

備機

91.8％

45.4％

98.7％

93.3％

13.5％

備機

備機

59.9％

58.4％

-

3.74

3.78

3.66

3.06

3.25

3.69

-

3.8

3.6

3.75

表3 案例2空壓機組規格表

說明：空壓機效率係指在7 kg/㎝2時的單位馬力的排氣量。

      由圖4及圖5推估全廠最大用氣量

6,939 cfm、最小用氣量896 cfm、平

均用氣量約4 ,485  c fm，最大耗電量

1,428.3 kW、最小耗電量265.2 kW、

平均耗電量1,005.2 kW，空壓系統平

均效率約為3.33 SCFM/hp。
2.系統建構

      本案螺旋式空壓機採用加卸載控

制模式，而卸載會造成空車耗電損失

(約滿載電力的1/3)，而且沒有統一壓

力值作為控制參考，再加上空壓機間

壓力表會有表頭誤差，造成空壓機加

卸載頻繁，無法有效滿載運轉。因此

本案整合現有螺旋式空壓機，增設儲

槽系統壓力、現場空氣儲槽壓力、露

點計及管路總流量計，以建置空壓監

控系統，並將空壓機效能檢測效率差

的空壓機(CR-206)汰換成螺旋式變頻

空壓機。根據後端乾空氣桶回饋之壓

力與流量訊號，利用RS485連線至監

控主機，利用內建智慧型分析軟體，

根據壓力、流量等歷史紀錄，自動控

制基載及變動負載所需空壓機之開機

數，提供最佳化操作建議表及控制讓

最少數量且為最佳能源效率組合「全

載+變動負載」空壓機運轉策略，使

得壓縮空氣系統之單位流量耗電量

( k W h / m 3)最佳化。並顯示於空壓監

控系統之圖控畫面上，包含控制改善

前之單位流量耗電量 ( k W h / m 3)基準

線圖、控制改善後之單位流量耗電量

(kWh/m3)即時線圖、當日及累積節能

效益(用電度/金額/CO2減少量)，其系

統架構如圖6。
3.空壓監控系統說明

(1) 配合現場用氣需求(以4,485 SCFM
估算 )，可調配效率佳的空壓機運

轉，提高空壓系統運轉效率，將空

壓系統效率由3.33 SCFM/hp提高至

3.70 SCFM/hp，降低空壓機組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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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2) 記錄空壓系統運轉相關設備歷史資

料，即時監控，可即時發現空壓機

異常現象立即警示，如在相同產能

的基準下，用氣量增加或運轉台數

增加，即表示洩漏量增加，可即時

安排檢漏查修，減少洩漏損失，或

空壓機效能衰減，應立即進行維修

保養，減少無效電力損失。

(3) 監控系統可將空壓機起停、故障等

歷史資料，自動儲存於硬碟，以供

日後維修保養記錄及故障追蹤排除

等參考。

(4) 監控系統查詢顯示壓縮空氣系統之

故障、停機、可/已運轉狀態及查詢

顯示設備之運轉時數、保養週期、

保養屆期警告、近期故障時間、維

修妥畢時間、平均故障間隔時間，

做空壓設備維護管理工具。

4.改善成效

      本案例空壓監控系統，依實際運

轉一週資料，經第三公證單位－台灣

能源服務技術發展協會 (ESCO協會 )

驗證，裝置空壓監控系統，改善前產

氣效率3.33 SCFM/hp，改善後產氣效

率3.75 SCFM/hp，預估全年可節省電

量1,145,696 kWh/年，相當減少溫室

氣體排放量614.1公噸CO2e/年。(100
年公告電力排放係數：0.536kg CO2e/
kWH)。

三、結論

      空壓機是工廠的主要公用設備，配合生

產製程全年運轉，尤其在目前微利時代，如

何能有效管理並發揮空壓系統效率，就能降

低生產成本，提高產品競爭力，而且在科技

化及資訊化時代，自動化是必然趨勢，在微

電腦輔助下，可自動配合生產用氣需求，調

配空壓機開關機及調速變頻，穩壓供氣及節

省空壓機空車耗電，由前述案例可看出建構

空壓監控系統的成效，還有電腦記錄空壓機

運轉相關歷史資料，也可作為故障查修、定

期保養及預知保養的參考，提供有效資訊。

因此建構空壓監控系統，可有效發揮空壓系

統運轉效能，減少公用系統能源使用，進而

降低生產成本，提高企業產品競爭力。

圖6 案例2空壓監控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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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6部 謝明濬

一、前  言

      離心式設備(泵或風車)是在各大工廠應

用最多及最廣範的型式設備；現今各大工

廠皆存在著一個問題：馬達及負載設備效

率低，系統匹配不合理；使得  ＂大馬拉小

車＂  現象嚴重。大部分風機、泵類採用機

械節流方式調節，效率比調速調節方式約低

30~60%以上，於變動負載製程應用中，有

一個已被大家接受的事實，就是利用馬達驅

動系統調整轉速來控制製程所需，進而節省

能源。相似定律 (圖1)告訴我們流量改變是

依負載端的速度一次方比例而改善，而功率

的需求是所負載之流量和負載端的速度成三

次方比。因此，若流量降低50%，而速度也

需降低50%，所需功率只有原來之12.5%。

這個方法可利用調整速度，控制大多數的離

心設備系統，皮帶輪組、變頻器、渦電流馬

達、液力連軸器及永磁調速器都是屬於速度

控制選項之一，本文針對上述的各種可調速

設備做整體介紹。

離心式設備可調速系統探討

圖1 相似定律流量、揚程及耗電關係圖

二、各種可調速設備介紹

(一)皮帶輪組

      皮帶輪組是用於馬達變速系統中最

老之變速技術的產業。皮帶輪組所驅動

負載之速度是經由調整不同尺寸的皮帶

輪或者使用可調整的皮帶輪來達到變速

目的。如果驅動皮帶輪保持於固定的直

徑而被驅動皮帶輪有兩倍驅動皮帶輪

的直徑，此時被驅動端將只有一半的速

度。除非使用滑輪組，否則這種系統需

要停車後來調整速度，並且僅能提供有

限的調整範圍。這不是一個以控制速度

調整製程所需的適當選擇。若一個系統

僅要求一次性的調速，這當然就是可被

接受的選擇。

      可調整的皮帶輪組或滑輪組為同樣

的原理，皆藉由驅動端之皮帶輪的調整

以達所需之功能。改變有效的皮帶輪直

徑進而改變輸出速度。當在製程中連續

控制速度，這系統將很容易損傷皮帶並

且產生較高之機械損失。雖皮帶輪系統

之節能效果優於限制流量之設備系統(如
閥門或阻尼器)，但普遍而言，皮帶輪系

統相較於其他調速系統為最差之節能效

率技術。

(二)變頻器

      變頻器於1980年左右開始使用於工

業中，變頻器藉由改變輸入的交流電轉

成直流電，然後截開直流電變成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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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頻率來輸出以控制馬達。現代的變頻

器運用微處理器控制頻率，提供給馬達

在反應過程中循環的反饋信號，最常見

的變頻器類型是脈衝寬度變調的設計。

但經過這樣的過程，卻直接帶來諧波的

影響。提高了馬達的溫度，破壞了馬達

的軸承 (槽 )，並且該電壓於所在電網的

平衡中帶來了損傷和畸變。此外，變頻

器通常需要其他的輔助設備，如空調，

變壓器等，這些也都會因為安裝變頻器

所帶來能源效率之影響。

      當變頻器做動時，驅動馬達繞組將

會有諧波電流，這些諧波出現的另一層

意義就是減少了繞組的負載能力，而使

期望的電流值和效益降低了可使用的有

效電力。能源損失的原因是因為諧波通

常被視為熱損失，所影響的諧波電流會

增加5% ~ 10%馬達的溫升，這是相當於

因為能源損失而減小了系統效率，變頻

器廠商的型錄列出諧波過濾器無效的範

圍為1% ~ 3%。

      變頻器本身相較於輔助設備來說體

積不大，因為變頻器必須安裝於溫度不

超過40°C的環境。如果溫度高於限制，

則變頻器將會降低使用功率。正因為如

此，在使用較大功率的變頻器時，空調

系統是必須的配置。空調系統無論是水

冷或空冷，所使用的電力都不是用於生

產。視變頻器不同的大小，其必需的冷

卻系統所消耗之電力為被應用之設備所

需消耗之電力高達10%。安裝變頻器，

意味著將會使用長電源線。通常建議電

感電容、濾波器需安裝於馬達和變頻器

間(這種組合的電感電容，將過濾掉有害

的共振頻率)，因為變頻器距馬達較遠將

引起＂駐波＂，而輸出脈沖將高達電壓

的3倍。因為馬達製造廠商通常使用兩倍

電壓絕緣之等級來製造馬達，這些脈沖

會使馬達的絕緣材料降低絕緣而導致短

路。變頻器專用馬達製作時，是使用高

電壓絕緣等級，但變頻器專用馬達的成

本高於普通馬達。

(三)渦電流馬達

      渦電流馬達是使用一個電磁式聯軸

器於馬達和負載之間，當負載調整速度

時，馬達皆運轉於額定轉速，渦電流馬

達有兩個基本結構配置，一個是地腳安

裝 (如圖2)，另一個是軸直接安裝 (如圖

3)。
      渦電流馬達由感應馬達和耦合機組

合而成，耦合機是一種渦電流耦合機，

利用渦電流將驅動馬達之轉矩送至負載

端。框架內之激磁線圈通以直流電後，

在轉筒及感應子之全圓周上通過輻向磁

通，此磁通因感應子之存在而使圓周上

的磁通有疏密之分，因轉筒和感應子間

有相對運動，所以感應子相對的轉筒表

面產生渦流，此渦流與磁通相對作用而

產生轉矩。轉矩之大小隨感應子與轉筒

間的相對轉速差及激磁電流產生之磁通

大小變化，因此控制激磁電流大小，即

可改變傳輸軸的轉速及轉矩。而轉速之

變化對負載轉矩之變化相當靈敏，如負

圖2 地腳安裝

圖3 軸直接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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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需定速運轉時，則須有一自動控速裝

置。

      在流量控制的模式中，渦電流馬達

可將效率提高。相同的，這也是根據相

似定律。然而，渦電流馬達的技術是利

用電力激磁電磁體，和標準的變頻器比

較時效率較低。一般而言，高於200HP
的渦電流馬達即需要水冷。而該水冷的

裝置是直接降低系統總能源效率，並且

渦電流馬達的軸通常搭配安裝皮帶及皮

帶輪組，皮帶及皮帶輪組會降低整個系

統效率。

(四)液體驅動器

      液體驅動器有兩種類型，分別為液

體黏性驅動(HV)及流體動力驅動(HK)，
液體黏性驅動(HV)是利用液壓液體在馬

達端的葉輪及負載端可調速機構間傳輸

扭矩，液體黏性驅動傳遞馬達扭矩，經

由在馬達軸上圓盤和對應的圓盤之間，

連接裝載軸的油膜傳遞馬達扭矩，傳送

在二端圓盤之間的扭矩是取決於受於兩

組圓盤的壓力變化。

      液體黏性驅動 (HV)提供了機械上

100%轉速傳遞優點，理論上完全傳遞馬

達所給的負載扭矩，當然馬達和負載的

對心不良將導致不斷地扭曲驅動部件，

在這上面消耗的能源並不是被用在傳遞

能量給負載，而是浪費效率。

      流體動力驅動器(HK)的原理有點像

是汽車的自動變速箱。雖然在葉輪和轉

子之間沒有直接連接，但在其內部有軸

承支撐，必須維持適當的間隙及對心準

度，流體動力驅動器(HK)運轉時，在葉

輪和轉子間有小量的滑動。另外，因為

液壓油在流體動力驅動器(HK)內流動，

會有液壓油和管路及驅動器機殼的磨擦

損失。

      在製造廠商宣稱的流體動力驅動器

(HK)的特點，是可接受某一程度馬達端

和負載端的對心不準；但很重要的是，

必須注意為了允許對心不準，在內部的

葉輪和轉子間必需要有間隙，而該間隙

即是導致無效功率的出現。流體動力驅

動器(HK)內的驅動油是導致其溫度上升

的原因，當油溫增加，它的黏度和傳送

扭矩能力減退，因此熱交換器對於流體

動力驅動器(HK)相當需要，這時需要另

外的電力需求來帶動一台泵將這些油從

馬達端通過熱交換器做一循環。

(五)永磁調速驅動器PMD
      永磁調速驅動器原理：

1.Lenz｀s Law 
2. 當磁力線通過銅導體，靜止時不會有

作用

3. 當兩者有相對運動，磁力線在導体中

移動產生感應渦電流(Eddy Current)，
進而在銅導體上產生感應磁場，而產

生扭距

4. 越靠近時磁力線密度越密集，產生效

應越強，扭距越大

5. 相對運動越快，效應越強，產生扭距

越大（轉差越大，扭距越大）

6. 相對運動越大，兩者感應同極磁場越

強，產生互相排斥的力量  (磁懸浮效

應)
      PMD的組成(如圖4)包括了兩個部

份，第一部份為銅導體盤，連結於馬達

端。第二部份為永久磁鐵所組成的磁盤

連結於負載端。在操作期間，馬達運轉

在兩轉盤間形成相對運動，該運動使銅

盤經過氣隙切割磁盤磁力線產生傳遞扭

矩的感應磁場，利用調整氣隙的大小改

變銅盤可切割的磁力線的密、疏以達到

傳遞扭矩大、小的目的。由於是真正的

非機械連結，在操作期間即可調整速

度，並可減少近85%的震動。

      PMD可使用於任何的離心設備，至

今的技術負載可達4,000HP；因為負載

的速度改變，但馬達的速度仍依原速度

運轉，因此馬達的溫升及因溫生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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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PMD的組成示意圖

圖5 PMD的架設示意圖

載製程應用中，皆可利用馬達驅動系統調整

轉速來控制製程所需，進而節省能源。所有

的完整評估應該仔細地估算在操作範圍所需

的轉速及效率特性。另外選擇時分析必須包

括每個選項所有的相關費用。通常最初的設

備購置費用只佔10%到25%，驅動系統能源

效率、非能源方面的系統營運成本 (如長期

保養 )、驅動器的壽命所產生的費用需全部

在購置設備前做為購置決定，以得到最大效

益。

的效率並不會被影響。並且因為P M D
是種機械結構的變速設備，因此不會產

生諧波，也不需要諧波濾波器及空調系

統。(如圖5所示)
如上述，PMD產生渦電流，銅盤及磁盤

的相對運動稱之為滑差；PMD因滑差會

產生1 % ~ 2 %的速度損失。所需要的唯

一附屬設備是執行器 (用於調整氣隙 )，
另外 6 0 0 H P以上需選用水冷 (油冷 )的
PMD。

三、各種可調速設備比較

      各種可調速設備系統效率比較如表1所
示，在流量控制模式之下，PMD和變頻器

的效率最佳(不考慮輔助設備損失)，但從系

統整體來看，因為變頻器的輔助設備如：電

感電容、濾波器、空調等，使變頻器效率略

差，其次為渦電流馬達，再次為液體驅動

器、皮帶輪組系統，最差為流量限制控制。

      就PMD和變頻器比較如表2所示，當考

慮運轉生命週期成本時，PMD的好處就更

加明顯，因為PMD的生命週期將

長達30年，很明顯地，永磁技術

是很有發展潛力，可是於價格上變

頻器於低壓相較有競爭力，但於

中、高壓部分兩者價格差不多，

永磁技術有其優勢。

四、結  語

      各種可調速設備，於變動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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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各種可調速設備系統效率比較

 

 

 

 

 

 

技  術 獨立效率(不含附屬設備) 總系統效率 潛在的損失描述

流量限制控制
(閥或阻尼器)

皮帶輪組系統

渦電流馬達

變頻器

液體驅動器

永磁調速器
PMD

30% - 40% 30% - 40%

85% - 90% 75% - 85%

96% - 99% 75% - 90%

90% - 93% 80% - 90%

83% - 87% 80% - 85%

97% - 99% 94% - 97%

最高的效率損失
不適用相似定律

根據相似定律節能
能源損失來源：皮帶滑差，皮帶磨擦力及培林的磨耗。

根據相似定律節能
能源損失來源：液壓油黏度，循環油泵，冷卻系統及震
動。

根據相似定律節能
能源損失來源：執行器及600HP以上功率需水冷。

根據相似定律節能
能源損失來源：附屬設備及因為對心不良產生的震動。

根據相似定律節能
能源損失來源：供給電磁體的電源，皮帶輪組及水冷所
需的消耗(200HP以上)。

表2 PMD及變頻器變速設備比較表

 

 

 

 

 

 

 

 

 

 

 

 

 

 

 

 

 

 

 

 

 

特  性 PMD 6 pulse VFD 18 pulse VFD

使用的技術

馬達效率

運轉附屬設備能耗(空調、變壓器能源損失等)

80% 至 98% 負載平均效率

諧波污染

設備壽命

軟起動

中、高電壓

馬達要求

降速限制

超速運轉(馬達轉速)

低電壓運轉(brownout)

重新起動時間

緩衝衝擊負載

堵轉保護

維護效益：

隔離震動

容許對心不準

緩解故障排除

保養維護由：

延長軸承、軸封Increased 及設備壽命

電源控制

90%

可達 95%

低

3% 至 5%

10 年

功率受限

成本 x 2 以上

變頻器專用馬達

To 30%

可

不可

不可

不可

不可

儀、電、機保養部門

無

無

無

30 sec

永磁技術控制

90%

可達 98%

沒有

無

30 年

非負載於馬達

不需額外增加費用

不需額外增加

To 50%

可

不可

不可

不可

不可

儀、電、機保養部門

無

無

無

30 sec

電源控制

90%

可達 95%

高

3% 至 5%

10 年

功率受限

成本 x 2 以上

變頻器專用馬達

To 0%

不可

可

可

可

可

僅機械保養部門

有

有

有

0 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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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商學與管理學的領域中，所謂的「競

合策略」，係為創造與爭取公司價值重要策

略之一。競合策略源自於賽局理論之競爭與

合作策略，並將其廣泛應用在商場上，在有

些英文字典中已經可以找到這樣一個由「競

爭」(competition)與「合作」(cooperation)

所組成的新字－coopetition。

     然而在法律學的領域中，所謂的競合，

係指某個事件中可資運用之法律、法律條

文或權利主張有兩種以上。在此情況下，如

予以全部採用，則產生重複；如規定擇一採

用，則產生衝突。由於我國訴訟制度採「一

事不再理原則」，同時也顧及國家意思的統

一，故凡法律規範產生競合時，多係主張採

取擇一適用之處理方式。

     我國法律分類方式甚多，如依訴訟程序

不同進行分類，則可分為三類，分別為民

事法、刑事法與行政法。在同一類別之法律

中，當適用法律發生競合，亦即針對某一事

項有兩種以上規定不同的法律存在時，要決

定其適用的優先性，主要依據中央法規標準

法第16條之規定：「法規對其他法規所規定

之同一事項而為特別之規定者，應優先適用

之。其他法規修正後，仍應優先適用。」亦

董事長特別助理 顏秀慧

法律的競合

即所謂之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

     特別法之所以優於普通法，乃由於特別

法係基於特殊情況（如特定之人、事件、

時間或地區等）之特殊需求所制定，此種量

身訂做之特別法自應優先適用，方能順應特

殊情況。例如：軍人犯罪，在刑法類別內優

先適用陸海空軍刑法，而非普通刑法；而有

關於消費者保護之事項，在民法類別內優先

適用消費者保護法，而非民法；但對於接受

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金融消費

者權益保障，則更優先適用金融消費者保護

法，而非消費者保護法。

     刑法上之「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因涉

及比例原則及信賴保護原則等，歷經學者

探討及大法官解釋、實務判決等研析，多數

肯認此原則亦具有憲法之位階，故在我國刑

法領域中，競合論之研究向為一個重點。競

合論又稱為罪數論，意指當行為人之行為事

實，實現了刑法上數個犯罪構成要件時，在

判罪量刑時應如何取決。依我國德派刑法學

者之體系與學說，競合可分為法條競合、想

像競合、實質競合、與罰之前後行為等各種

情形，因其討論內容涉及較多的刑法理論，

本文限於篇幅，暫且略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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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留意的是，刑法上的一行為不二罰

原則是否適用於行政法中之行政秩序罰？

又，當刑法與行政法競合時，是否亦有一行

為不二罰原則之適用？

     有關同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規而得以

被裁處數個行政罰之情形，外國立法例有採

從重主義者，亦有採併罰主義者。我國實務

早期有不同見解，例如行為人未經許可，擅

自將建物變更使用為電子遊戲場業，涉及電

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建築法、商業登記法

等之規定，究應併罰或從一重處罰，最高行

政法院之判決產生不同見解。但此分歧在最

高行政法院於民國94年間庭長法官聯席會議

作成決議，以及行政罰法在民國94年制定

(一年後施行)，已予以解決。

     行政罰法第24條第1項：「一行為違反數

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者，依法定

罰鍰額最高之規定裁處。但裁處之額度，不

得低於各該規定之罰鍰最低額。」即採從重

主義；但同條第2項：「前項違反行政法上

義務行為，除應處罰鍰外，另有沒入或其他

種類行政罰之處罰者，得依該規定併為裁

處。但其處罰種類相同，如從一重處罰已足

以達成行政目的者，不得重複裁處。」又認

可在另有其他行政目的之情形下，可以併採

罰鍰以外之其他種類行政罰，故兼採併罰主

義。

     至於行政罰與刑罰之競合問題，主要的

核心問題在行政罰與刑罰兩者，是否被認定

為同性質之處罰。如為相同，則應受到一行

為不二罰原則之拘束；如為不同，則為滿足

立法目的及保護法益，自可施以併罰。早期

實務與學說對此有不同見解，但此問題在行

政罰法施行後，亦得到解決。

     行政罰法第26條第1項：「一行為同時觸

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

刑事法律處罰之。但其行為應處以其他種類

行政罰或得沒入之物而未經法院宣告沒收

者，亦得裁處之。」在這個規定中，將行政

罰分為兩種：一種是與刑罰內容相同者，如

罰款、沒入；一種是與刑罰內容不同者，如

停工、限期改善等。在處罰內容相同的部

分，係採刑事程序優先原則，又因刑事處罰

為我國最嚴厲之處罰，故此原則亦等同於從

重主義；在處罰內容不同的部分，因顧及行

政目的之需求，則採併罰主義。

     然而廢棄物清理法第64條規定：「依本

法處罰鍰案件，涉及刑事責任者，應分別處

罰。」此規定與行政罰法第26條之規定有

所不同，產生法律競合。此時如依特別法優

於普通法原則來判斷，則究竟應認為行政罰

法為行政處罰之特別法而優先適用，抑或廢

棄物清理法為廢棄物管理之特別法而優先

適用？依照環保署95年7月13日環署廢字第

0950055962號解釋函之內容，其處理方式

為各環保單位應自函釋日起逕依行政罰法第

26條規定辦理，理由略述如下：

1. 廢棄物清理法第64條之規定係於民國74年

行政罰法尚未公布時所訂定，以目前「一

行為不二罰」及「刑事程序優先」之原則

觀之，並參酌行政程序法有關比例原則之

要求，要稱「應分別處罰」之規定屬行政

罰法第1條所謂之特別規定，仍有其不合

宜之處。

2. 法務部函釋認為廢棄物清理法第6 4條係

行政罰法公布施行前之舊立法例，是否可

解釋為係行政罰法第26條之特別規定，而

排除一行為不二罰及刑事程序優先原則之

適用，應依符合比例原則、正當法律程序

原則等憲法及行政法一般原則下，審慎解

釋；另鑑於部分學者專家確有「一行為不

二罰」及「刑事程序優先」要屬「憲法原

則」，認為行政罰法之規定其層次上高於

法律規定之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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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協辦之「兩岸科技園區中小企業

合作發展論壇」於5/21-22兩天於圓山飯店

展開，大陸代表團近200人與會，活動聚焦

在綠能、生技、文創等新興產業，結合台灣產業公協會群聚優勢與服務功能進行討論。本會

林董事長於大會中發表「推動節能減排創造台灣永續發展環境」專題演講，並主持綠能論壇

及合作交流會。討論議題分別為節能減排、能源再生、照明節能等，邀請台灣業者分享成功

經驗，配合本次『整合資源、搭建平台、落實合作』之主題，落實兩岸科技園區企業對接交

流，並探討具體合作模式及交流服務機制，建構兩岸合作服務平台，達成長期雙贏目標。

     為鼓勵能源用戶及產業界落實節能減

碳，配合能源局節約能源宣導列車系列活

動，本會於5月31日假行政院衛生署彰化醫

院舉辦第一場「節能績效保證專案成功案例

示範觀摩會」，號召產業界、能源用戶與政

府合力推動節約能源，加速達到推動節能目標。

     行政院衛生署彰化醫院於100年度獲得經濟部節能績效保證專案補助，節能措施含括(1)
儲冰空調系統修復；(2)空調系統最佳化控制；(3)空調附屬泵變頻；(4)增設變頻冰水機組。

每年總計節省電力153.98萬度，降低二氧化碳排放959公噸，節能費用達312萬元，專案節能

率達39.7％，節能成效顯著，足堪各界參考仿效。活動由彰化醫院蔡燿州副院長致詞揭開序

幕，並透過彰化醫院相關承辦人員及能源技術服務業者現身說法與實地觀摩，活動在與會人

士分享執行經驗與節能技術之研討交流中圓滿結束，順利推廣能源技術服務業業務之成效。

本會林董事長擔任大會專題演講並作綠能論壇主持
人，邀請台灣企業與會座談。右圖左3為本會副執行
長張啟達共同參與論壇。

儲冰空調系統及變頻冰水主機現場觀摩

兩岸交流～兩岸科技園區中小企業合作

發展論壇順利召開

產業節能宣導列車開動～節能績效保證

專案成功案例示範觀摩會-彰化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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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協助行政院環保署辦理之「第四屆兩岸因應氣候變遷學術研討會」5/21在中國大陸

北京召開。台灣代表團由環保署沈世宏署長率國內產官學研各界代表與會，研討會上午依序

由中國大陸發改委應對氣候變化司司長蘇偉、環保署參事兼溫減管理室執行秘書簡慧貞、

臺灣綜合研究院副院長黃宗煌、中國大陸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與國際合作中心副主任徐華

清、中國工程院院士杜祥琬等五位發表專題演講。下午則同步舉行四場次的專題論壇，由我

方12位、陸方13位等海峽兩岸產官學研各界代表，分別就「建構低碳綠色城市」、「低碳產

業技術」、「氣象監測預警技術與實踐」、及「新能源」等四大主題發表演講，並進行深入

的策略作法分享與經驗交流，研討會在熱烈互動下順利圓滿結束。

     陸方同時安排我代表團至吉林省松原市、河北省保定市等地進行實地參訪交流活動，並

由新竹市與保定市分別表達未來洽簽低碳友好城市之意願，各自深入介紹城市面臨氣候變遷

威脅所做的各項因應作為，以為共同建構低碳永續城市而努力。

「第四屆兩岸因應氣候變遷學術研討會」5/21在中國大陸北京順利召開。圖為環保署署長沈世宏(前排右8)、中
國大陸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前排左8）、本會執行長余騰耀（第二排右2）與台灣代表團及研討會講者合
影。

台灣代表團受邀訪問中國大陸河北省保定市。新竹市與保定
市分別表達洽簽低碳友好城市之意願。圖為環保署署長沈世
宏（左7）、中國大陸河北省保定市市長馬譽峰（右5）、新
竹市副市長游建華（左6）及本會執行長余騰耀（左1）與保
定市政府及發改委代表合影。

兩岸搭橋～第四屆兩岸因應氣候變遷學

術研討會於北京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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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協助國內中小企業因應全球節能減碳趨

勢，培訓企業執行節能減碳之專業人力，經濟

部中小企業處特委託本會針對中小企業進行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之綠色人才養成。課程分別於台北、台中及高雄辦理。

     本課程除講授國際能源管理發展趨勢、企業內部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建置方向、工廠

導入能源管理系統經驗與節能技術案例分享外，亦協助學員建立規劃、維持及持續改善企業

能源管理系統之能力，同時輔導學員稽核實務演練，使其具備能源管理建置暨內部稽核員與

主導稽核員之資格，以幫助中小企業落實節能管理與降低成本，提升企業全方位節能績效。

     本會長期致力協助產業溫室氣體管理能力建構與實

質減量，計畫執行成效深獲各界支持與肯定。據國科會

於102年2月公告之「101年度能源國家型計畫總績效評

等」結果，本會執行之「產業溫室氣體管理與調適計

畫」在20個能源科技政策類計畫評比中，獲得第2名殊

榮。此外，依據行政院經建會於102年4月「國家節能

減碳總行動方案101年度檢討報告」中揭示，本會執行之「推動產業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工

作，因CO2減量全年達成率高達168.6%，其優異表現獲選為「國家節能減碳總行動方案」

101年度亮點成果，充份展現本會卓越計畫執行能量。

     本會自94年起即協助工業局推動產業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協議，經統計鋼鐵、石化、水

泥、造紙、人纖、棉布印染等能源密集產業於95至100年間共執行3,473件減量措施，累計二

氧化碳減量585萬公噸。在工作推動及產業自身的努力下，101年參與自願減量協議之245家
廠商累計執行1,110件減量措施，總投入金額新台幣50.5億元，二氧化碳減量約118萬公噸，

成效卓著。本會將本著技術服務的初衷，持續協助各產業推動節能減碳，為政府及地球盡一

己之力。

培養綠色從業人才～ISO 50001能源管理

系統建置暨內部稽核員及

主導稽核員課程

本會江金城講師與學員授課情形

產業溫室氣體自願減量現場績效查核情形

執行計畫能力備受國家肯定～「產業溫

室氣體自願減量計畫」獲101年度國家節

能減碳總行動方案亮點成果



     本會受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委託，配合中

央能管法第八條指定能源用戶應遵守之節約能源

規定及臺北市工商業節能減碳管理自治條例等相

關節能法令之施行，促使營業場所落實節能減碳

並符合法規要求，同時提升工商業者節能減碳技

術與管理手法，以降低能源費用，「節能技術交

流觀摩研討會」特邀請臺北市用電契約容量達

100瓩以上之營業場所類能源用戶參加，由能源

技術服務同業公會說明節能績效保證專案推動模

式、協辦單位台北君悅大飯店，說明其申請臺北

市節能績效補助，進行空調與熱能系統整合之節能改善工程，分享其執行成效及現場觀摩。

會中同時邀請到臺北市歷年相關節能評獎績優之廠商，分享節能改善技術之應用與投資回收

效益分析，提供與會業者現場觀摩與技術交流，估計會後回饋於各服務單位推動相關節能減

碳措施後，約可創造2,400萬度/年之節電潛力。(以每家用電400萬度/年、節電5%計算)

     本會由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委託於6/7台中潭

子加工出口區與6/14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工教育生活中

心舉辦「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節能技術改善訓練課程」，

針對加工出口區內之廠商進行節能改善訓練。本次課程

邀請郭貹隆教授講解鍋爐節能技術與廢熱回收技術改善

實務、柯明村教授講解空調系統節能技術改善實務及

ESCO廠商分享實際熱回收與空調節能技術案例，期藉由實務講授廠內節能經驗，協助加工

出口區廠商落實廠內廢熱回收與空調節能作業，以大幅減低成本，獲得實質節能效益。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委託本會辦理之「101-103年度加工出口區節能技術服務及管理

計畫」，主要配合行政院推動國家節能減碳總計畫，提供區內廠商節能技術診斷、能源管理

系統建置、清潔生產應用及節能減碳人才培訓等服務，協助加工出口區管理處提供各項技術

輔導措施及節能減碳人才培訓，近期將持續開辦其他廠內節能之課程，協助廠商持續落實節

能減碳工作，以達成溫室氣體實質減量之永續目標。

訓練課程現場辦理情形

台北市政府產發
局副局長陳冠甫
於會議開幕致詞

台北君悅大飯店工程部經理解說現場
觀摩流程

深耕產業節能～加工出口區節能技術

改善訓練課程

申請補助改善能源使用～君悅飯店節能

技術交流觀摩研討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