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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成立能源服務公司最佳組合模式可行性評估 

摘   要 
李涵茵 

本研究案能源技術服務公司（Energy Service Company；ESCO）

之定義：（1）電業自由化前採用狹義之定義，即能源效率之管理服務。

（2）電業自由化後採用廣義之定義，即擴大至能源交易服務。從各國

能源技術服務產業成功發展的關鍵因素分析中，可以清楚的發現：政

府角色的積極扮演，從制訂公共部門節能目標開始，使政府成為 ESCO

第一批、最大額的、有規模經濟效益的「客戶」，以形成 ESCO 服務

的商機，無疑是 ESCO 產業發展的第一步，其中又以相關法案的通過

與現行制度之修改為最重要。一旦政府示範性計畫達成宣示效果，即

可將 ESCO 的概念普及到各部門，並在發展過程中針對實際發生的障

礙因素，由政府部門設法排除，則 ESCO 產業即可成功地自力更生，

在其他能源密集部門尋求更具有成效和獲利率較高的投資和服務。此

外，我國未來 ESCO市場的市場潛力推估，績效保證 ESCO市場潛力

約為 59.6億元。 

台電公司在不同時期基於經營情境之不同分別扮演不同的角

色，『台電作為促動者下之組合方案』時，主要基於政府政策及企業

社會責任因素，因基於目前國營、非自由化情境及法規之限制，轉

投資ESCO事業的障礙性高，故做法上係配合政府政策推動及塑造國

內 ESCO 市場有利環境。『台電成為促動者兼能源技術服務業者下之

組合方案』時，台電公司之經營情境屬於民營、非自由化情境。由

於進入民營化在相關法規鬆綁時，亦可透過投資模式採外部策略聯

盟、併購、關係企業及控股公司模式設立 ESCO。『台電成為能源技

術服務業者下之組合方案』時，在策略規劃考量政府政策、社會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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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經營績效與電力供需整體資源規劃下，依公司最佳經營模式選

擇最佳方案。可透過投資模式採外部策略聯盟、併購、關係企業及

控股公司模式設立ESCO，因屬國營或民營及自由化情境，台電公司

可朝向SUPER ESCO發展。 

在台電公司推動 ESCO之最佳組合方案仍須依照不同時期的情

境因素，排除該時期發展的相關障礙，台電推動 ESCO之最佳組合

方案，詳見表 1。各不同時期台電公司在推動能源技術服務公司之

角色、定位、主要因素與可行策略，詳見表 2。  

本研究之結論與建議綜合如下： 

1.收集分析國外能源技術服務產業發展成功關鍵之因素在於政府

扮演積極推動之角色，首先在法令規章上明訂政府推動之決心，

如美國之能源政策法、國家節能政策法等；日本之能源合理運用

法、節約能源對策等；韓國之能源合理使用法、節能行動方案等，

使 ESCO 之推動有明確的法規依據與具體行動方案。其次推動

ESCO最主要之資金問題，亦提供完善的融資計畫或財務補助方

案，如美國之聯邦能源管理計畫（FEMP）；日本之編列預算補

貼經費與融資貸款；韓國之開發銀行等提供融資與財稅獎勵等。

最後為形成 ESCO服務的商機，美國政府以公部門節能為目標，

提供 ESCO 業者最大之客戶；日本與韓國亦由政府公部門開始

建立示範計畫，再帶動擴大至民間。如此在政府積極推動與完整

配套措施配合運作下，ESCO產業因而彭渤發展。 

2.國內 ESCO 產業因缺乏配套法令規章，且中小企業為主自有資

金有限，銀行融資困難，因之目前國內並無完整合理之 ESCO

可提供節能績效保證，融資獎勵，施工驗證整套之服務，僅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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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型之企業，個別與用戶訂定合約，從事節能技術服務業務。如

欲推動國家節約能源之政策，其成效自然有限，參考國外成功之

經驗，國內欲推動能源服務技術產業，首先訂定有關之法令規

章，輔予相關之獎勵措施，由政府政策宣示並以公部門帶頭示

範，方有成效，故本研究提出我國未來推動 ESCO 之策略與具

體推動措施供政府及產業界參考。 

3.分析國內 ESCO 節能市場之潛力，依能源局統計資料，假設我

國 ESCO 在各部門節能市場之結構與日本類似，推估我國績效

保證 ESCO 市場潛力約為 59.6 億元。但國內法規，獎勵條件均

未建立，民間之認知與接受程度仍有問題，以營建署推動綠建築

節能方案個案分析資料顯示，在全額補助下回收年限約 5年，顯

然國內目前推動 ESCO 其經齊效益偏低，參考國外推之經驗，

可以在公部門選擇數個適當之單位作為示範案例先行推動，評估

其績效並加速進行配合相關配套措施之建立以利全面擴大。 

4.本研究分析國外電業參與或投資 ESCO 公司之經營方式，比較

美國、日本及韓國在已訂有相關法規與配套措施配合下，因情境

不同亦有差異，例如美國電力市場自由化，電業投資 ESCO 經

營電力交易及節能業務，日本電業投資 ESCO，但獨立經營 ESCO

業務，韓國電業則投資一家公法人之能源管理公司（KEMCO）

後並不參與業務。評估國內之環境與 ESCO 市場，台電公司欲

投資經營 ESCO 業務，在法令規章限制下，推動不易，且分析

經濟效益，在無利基條件下，台電投資 ESCO顯然無經濟效益，

因之本研究建議台電宜從內部單位推動節能工作著手，並提供對

ESCO之協助服務以配合政府推動節能技術服務產業之政策，俟

市場成熟或電力市場自由化後再考慮是否投資成立 E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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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研究曾舉辦兩場產官學研究法令邀請國內相關之專家，徵詢對

於國內推動節能技術服務產業之意見，經彙總後仍以國內要推動

ESCO須克服之問題包括：(1)政府在法令、政策、融資等方面應

有配套措施；(2)由政府公部門示範推動；(3)建立驗證制度；(4)

能源價格合理化；(5)專業人材培訓；(6)台電以轉投資方式成立

ESCO，這些意見均可作為國內以後推動 ESCO之參考。 

6.節約能源是政府既定政策，更面臨京都議定書生效，以及能源價

格高漲等因素之影響下，推動 ESCO 產業以落實節約能源為我

國未來可行策略之要項，因之本研究分別提出對政府及產業之建

議事項以及台電公司配合政府政策推動 ESCO 之短期、中期與

長期可行策略，作為決策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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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台電推動 ESCO之最佳組合方案  

時程 最佳方案組合 服務範圍及項目 須排除的障礙 

短期 
(1~T年) 

A. 促動者 
1. 節能服務團
隊 

2. 統包工程委
外模式 

3. 專案招標委
外 

4. 促動關聯法
人機構成立
ESCO 

5.建立節能優
良示範案例 

1. 台電發電廠、變電所、區
營業處及其他設備節能改
善、設備維護。 

2. 台電企業內分散式電源、
再生能源之規劃、設計、
建置、維護及運轉(配合能
源配比政策)。 

3. 台電企業內部環境保護、
廢棄物處理。 

4. 台電能源用戶資訊服務知
識產業及教育產業事業。 

5. 建立企業內部節能示範優
良案例(為中長期鋪路)。 

1. 統包工程之外包採購制度。 
2. 現有功能性組織與內部資源
整合及資源分配權責與爭
議。 

3. 營運績效評估模式爭議。 
4. 國營機構跨單位合作機制。 

中期 
(T+1~T+3年) 

B. 促 動 者 兼
ESCO 下之
組合方案 

1. 自行設立
ESCO 

2. 轉投資
ESCO 

(購併/授權/合資
/聯盟/控股) 
3. 促動關聯法
人機構成立
ESCO 

4.擴大建立節能
優良示範案例 

1. 發電廠、變電所、區營業
處及其他設備節能改善、
設備維護。 

2. 用戶電力設備節能改善。 
3. 用戶油氣、熱供應、用水
設備節能改善、設備維護。 

4. 分散式電源、再生能源之
規劃、設計、建置、維護
及運轉。 

5. 能源用戶資訊服務知識產
業及教育產業事業。 

6. 擴大建立企業內部節能示
範優良案例 

1. 政策法規(含 ESCO 產業及台
電相關法規)及經營情境之不
確定性。 

2. 市場機制(不成熟市場障礙)。 
3. 財務資金。 
4. 投資風險與效益(股東權益)。 
5. 技術取得及人力調配。 
6. 台電企業文化(內部障礙)。 
7. 政治因素與利益衝突(民意機
構)。 

8. 其他不確定因素及障礙。 

長期 
(T+2~T+5年) 

C. ESCO 下之組
合方案 

1.自行設立
ESCO或轉投
資 ESCO 

2.擴大成為
SUPER ESCO 

  (涵蓋能源效
率管理服務及能
源交易等衍生之
服務)  
 

1. 台電內部市場、公民營整
體市場節能規劃、設計、
建置、維護、運轉及顧問。 

2. 電力、瓦斯、再生能源等
能源燃料交易事業。 

3. 電力、能源設備供應、維
修、租賃、融資。 

4. 能源科技資訊服務知識產
業及教育產業事業。 

5. 海內外 ESCO/CDM/排放
權交易等事業。 

6. 擴大成為 SUPER ESCO 

1. 上述所提各項障礙。 
2. 跨國企業經營相關法規及機
制設計。 

3. 海內外市場進入障礙及市場
競爭能力。 

4. 其他可控及不可控因素。 

註：T年=台電民營化，自由化實施年度本計畫開始實施為第 1年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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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台電推動 ESCO可行性與組合模式評估 

期別 
項目 短期 中期 長期 

角色 促動者 促動者與能源技術服務

業者 
能源服務業者 

 

定位 
1. 協助政府推動 ESCO產業 
2. 為未來自由化後規劃 

1. 協助政府推動 ESCO
產業 

2. 為未來自由化後規劃 

1. 進入市場自由競爭 
2. 追求公司利潤與形
象 

主要因素 
1. 法規限制 
2. 無市場利基 
3. 國營非自由化市場 

1. 部份法規放寬 
2. 市場逐漸擴大 
3. 民營、非自由化 

1. 法規放寬 
2. 市場自由化競爭 
3. 國營或民營自由化 

可行策略 

1. In House內部服務 
擴大能源服務對服務範圍與

對象（台電內部電廠、辦公

大樓） 
2. 提供 ESCO之市場 

(1)建立示範系統 
(2)視其績效陸續開放台電內
部電廠、辦公大樓 

(3)委外 ESCO辦理 
3. 提供外界 ESCO技術服務 

(1)提供諮詢、規劃服務 
(2)以個案方式提供技術服務 
(3)提供M&V技術服務 

4.協商相關企業推動 ESCO 
 (1)鼓勵相關單位或企業如台
機社、中興工程、大電力、

能資所、中技社等投入

ESCO 
(2)鼓勵設備製造廠商等投入
ESCO 

5.推動需求面管理 
(1)擴大推動 DSM 之範圍與

項目。 
(2)引進國外 DSM新措施。 

6.投入 CO2減量及氣候公約相

關節能或新能源開發與環境

改善之 R/D業務。 

1.自行設立 ESCO 
2.轉投資 ESCO 
3.採購併/授權/合資/聯盟

/控股等對台電公司最
有利模式 

4.擴大原有短期建議之
事業範圍，涵蓋內部服

務與外部服務。 
5.協商相關機構或企業
促成 ESCO設立，參與
ESCO運作在法規、制
度、M&V、標準化績
效合約等相關配套措

施研究與制定。 
6.繼續擴大示範系統優
良案例建立。 

1.自行設立 ESCO 
2.轉投資 ESCO 
3.成為 SUPER ESCO 
4.擴大事業項目 

(1)能源效率管理服
務 

(2)能源交易 
5.擴大地理涵蓋市場 

(1)國內市場 
(2)國外市場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