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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節能政策與目標 

部門 領域 
能源效率提升或節能

潛力 
投入策略 

工業 

馬達 

1.馬達能源效率提升
潛力15% 

2.系統改造節能潛力
20~25% 

1.效率管理法令導入 

2.開發低成本線上馬
達監控管理技術 

鍋爐 

1.操作改善能源效率
提升潛力1%~2% 

2.汰舊換新能源效率
提升潛力3%~5% 

1.既有鍋爐效率提升
藉由政策輔導 

2.汰舊換新藉由能源
效率法令導入 

汽電 

共生 

推廣汽電共生系統，
能源利用效率提升約
12~25%。 

1.政策獎勵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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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節能政策與目標 

部門 領域 
能源效率或節能提升潛

力 
導入策略 

其他 

一般用電 
器具 

1.空調效率提升25% 

2.照明效率提升15% 

3.冰箱效率提升45% 

1.效率管理法規 

2.提升產業技術水準所
需技術研發 

冷凍空調 
1.變頻空調效率提升20-
30 % 

1.效率管理法規導入 

2.開發高效率、低成本
之設備、產品及未來
天然冷媒應用技術 

能源監控 
管理 

 

 

 

1.設備(馬達、壓縮機)能
源監控管理節能潛力3 
%以上 

2.產業能源監控管理節
能潛力3-10% 

3. 住商能源監控管理節
能潛力 10 – 15% 

1.政策結合能源技術服
業推動導入 

2.以政策推動公部門、
國營事業體系導入示
範 

3.開發智慧型能源監控
與節能決策專家資訊
平台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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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 2020 ~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2009 2008 2007 年度 

馬達 

改造 

鍋爐 

效率 

提昇 

馬達能源效率 

全面納管 

馬達全面能源效率標示 

推動汰舊換新採用高效率馬達及系統改造(效率提升15%,80%替代率) 

輔導鍋爐合理化操作管理(效率提升1%，普及率50%) 

鼓勵低效率鍋爐汰舊換高效率鍋爐(效率提升3%，汰換率50%) 

工 

業 

部 

門 

全面落實新設鍋爐能源效率管理 

1.2006年工業部門耗能占整體51%、其中耗熱占比56%、耗電占比44%。 
2.馬達耗電占工業55~65%(約780億度) 。 
3.工業耗熱中鍋爐耗能占55%。 
4. 2006年汽電共生裝置容量已占總裝置容量約 17%。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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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 2020 ~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2009 2008 2007 年度 

 其 

他 

跨 

部 

門 

冷 

凍 

空 

調 

全面變頻空調機(效率提升25%，普及率80%) 

高效率大型離心式冰水機(效率提升25% ，普及率20%) 

天然冷媒變頻冰箱(效率提升25%、普及率100%)  
變頻冷凍冷藏櫃(效率提升20%、普及率50%)  
CO2熱泵(COP≧3.0、普及率20%) 

分期提高用電器具及設備能源效率標準 

(例如：照明↑15%、冷氣↑25% 冰箱↑45% ) 

器具 

能源 

效率 

管理 

推動用電器具 

全面能源效率標示 

1. 商業部門夏月空調約占41% 。商業部門空調年耗電約占25%。 

2. 製程冷凍空調耗電約占工業部門用電16%。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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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節能項目與種類 

 

電能；冷熱能；功能； 

光能；自然能；輻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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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節能物質 

 

 

水；氣；汽；油；原料； 

其他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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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節能方法 

      3.1 行政管理 

             隨手關燈 

               溫度26℃以下不開冷氣 

       3.2 良好操作 

         SOP 

 3.3 工程改善 

        針對問題提出工程改善 

 3.4 設計規劃 

        節能預防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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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節能原則 

      4.1 目標性   

            電；冷熱能；功；光；自然能 

4.2 功能目的性 

      驅動力多大 可達目的多大 

4.3 選擇性 

       相同目的 ，何著較適切 

4.4 操作適切性 

       現場環境較容易執行 

4.5 效率性 

       最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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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節能指標KPI 

      5.1 目的   

              降低成本，製程改善，永續經營 

5.2  能源使用指標 

      △E  per 

        ㎡ ， ㎏，  ㎞， 線，組件，區域 

5.3 能源指標與成本分析 

       物質 

5.4 其他指標 

       品質  

       減碳  

       溫室氣體 

       碳足跡 



節能應用技術 11 

六、廠區節能機會 

      6.1  行政辦公區 

        冷氣，照明，用水 

6.2公共支援區(utility) 

       動力供應(電力，壓力) 

       水與純水製造  

       鍋爐蒸氣供應 

       廢固水氣處理 

6.3生產操作區 

6.4 其他補助區 

       物料  倉儲  餐飲 宿舍  交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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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節能執行內容 

 

7.1  電力 
        契約容量   

        離尖峰用電 

        三段式用電   

        電容器效率 

         輸電電損 

        馬達(變頻，高效率)  

        各部門用電量管理 

        全廠用電需求管理 

        需電控制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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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節能執行內容 

7.2  冷熱能(蒸氣，加熱媒) 
      鍋爐系統效率(油水汽)(控制系統)    

      鍋爐蒸氣供應系統   

      高階熱能充分供應低階熱能使用 

      廢熱回收系統 

      冷凝水回收 

      冷卻水回收 

      吸收式熱胖使用(heat pump) 

      熱管使用 (heat pipe) 

      保溫保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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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節能執行內容 

    7.3 功 
       壓力功(PV work)   

           水車   

           風車   

           空壓系統 

           真空系統 

            ejector 

           壓縮機   

           射出機 

           其他與PV or  Fd機械功 

 

Ps: 功往往產生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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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節能執行內容 

7.4 冷凍空調 
   標地環境熱量負載 

   風管系統與保冷 

   出風口溫度設定 

   出風回風濾網清洗 

    冰水機系統 

    冷卻水系統 

   負載管理與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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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節能執行內容 

     7.5  照明 

7.6 製程改善 

   各單元高效率操作使用 

           檢測 (溫度計， 壓力計，流量計， 

                         三用電表) 

           分析(檢測數具配何操作需求)  

           計算  

           工程專案改善 

   低耗能 低汙染  低耗廢  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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