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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甚麼是能源技術服務業(ESCO)

 甚麼是節能績效保證合約(ESPC)

 推動ESPC流程

 如何驗證節能績效

 國際能效量測驗證協定(IPMVP)

 M&V專業證照訓練課程

 第三方量測驗證機構

 ESCO商業模式

 政府現行推動ESCO輔導計畫說明

 政府部門導入ESCO業者的議題

 分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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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O, Energy Service COmpany

甚麼是能源技術服務業(ESCO)

ESCO之定義

ESCO與傳統節能改善之差異

ESCO的利益關係人及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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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能源技術服務業(ESCOs之定義)
經濟部商業司定義--能源技術服務業

從事新淨潔能源(包含太陽能、生質與廢棄功能、地熱、海洋能、

風力、水力)、節約能源、提升能源使用效率或抑制移轉尖峰用

電負載之設備、系統及工程之規劃、可性行研究、設計、安裝、

施工、維護、檢測、代操作、相關軟硬體構建及其相關技術服務

之行業。其行業代碼為 IG0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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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inner (追求目標)
例如：良率的提昇、系統最佳化控制
      企業浪費的診斷…

傳統節能
(空調、照明、電力...)

ESCO
系統整合節能 + 節能保證

(空調 + 照明 + 電力...)

商機大

競爭力強

技術層次高

商機小

競爭力弱

技術層次一般

ESCO與傳統節能改善之差異

傳統節能改善專案之缺點

業主有預算變列(資金)問題

缺乏節能績效保證

無具公信力之量測與驗證

業主需自行承擔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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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O的利益關係人及角色

能源用戶
ESCO業者

保險業者

金融機構

政府

租賃公司

工程公司

設備商

維修保養公司

績效保證合約
 能源診斷
 節能改造工程
 節能效益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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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節能績效保證合約(ESPC)

ESPC, Energy Saving Performance Contract

ESPC簡介

ESPC工作項目

ESPC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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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主收益

ESCO收益

銀行利息
能
源
費
用

能
源
費
用

能
源
費
用

業
主
收
益

節能專案實施前 節能專案實施期間 節能專案終止後

節能措施實施

節能績效保證專案(ESPC)
能源技術服務業（Energy Service Company，簡稱ESCO）係以節能績效保證
契約（Energy Saving Performance Contract，簡稱ESPC）的方式進行節能改
善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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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主收益

ESCO收益

銀行利息
能
源
費
用

能
源
費
用

能
源
費
用

業
主
收
益

節能專案實施前 節能專案實施期間 節能專案終止後

業主收益

ESCO收益

銀行利息

能
源
費
用

CO2減排效益

節能措施實施 CO2排放交易

節能績效保證專案
(具有溫室氣體減排交易)

為了因應京都議定書所提倡的溫室氣體減量排放之議題，藉由節能績效保證型契
約進行節能改善專案時，除了可以保證節省收益之外，還可以一併進行污染物減
排交易（Emission Trading）。

具有溫室氣體減排交易之績效保證型契約節能改善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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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O提供下列綜合性服務，給與能源用戶節能效益保證，再採用適當的驗證程序計算節能效益，
從節省之能源費用來負擔節能技術服務與設備等初始投資。

節能績效保證專案工作項目

能
源
診
斷
評
估

改
善
方
案
規
劃

改
善
工
程
設
計

監
造
管
理

節
能
效
益
驗
證(M

&V)
專
案
財
務
規
劃

工
程
施
工

節能績效保證專案的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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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償性專案(Self-sufficient project)
節能改善工程之初始投資費用，須全部從改善後所節省之能源費用中分期償還(Pay by Savings)。

 節能效益保證(Guaranteed savings)
ESCOs必須保證達到於合約中對顧客所承諾的節能效益，否則應負擔未達到的差額 (No cure, No pay.)。

 專案統包工程(Turn-key project)
ESCOs提供用戶自能源診斷評估、改善方案規劃、改善工程設計、工程施工、監造管理，到資金籌集之財
務計畫及投資回收保證的等全面性服務(Ono stop shopping)。

 非資產性擔保的融資(Project financing)
節能績效保證合約完全是以能源改善工程案未來產生現金流的盈餘做為融資擔保。

 節能效益驗證(Measurement & Verification) 
ESCOs必須以適當的手法或程序評價節能效益。
IPMVP。

有省錢

才付費

節能績效保證專案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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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C的推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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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約掛號 醫生問診 開處方籤 醫療諮詢 醫生看診 藥物/檢驗 醫師診療 定期追蹤

申請

診斷

現場
診斷

送出整體
節能方案

簽訂
契約

基準線
資料建立

節能系統
工程施作

節能效益
驗證

節能效益
維護

醫療

ESCO

節能
諮詢

現場
勘查診斷 維護管理

一般門診 醫療對策
討論

專科醫生
會診

醫院複診

M&V

ESCO就是能源醫生

ESCO服務流程

M&V 
Plan

Baseline

藥物治療 Xray、CT 定期回診

診斷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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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

DO

CHECK

ACTION

ESCO節能改善統包工程服務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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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診斷型態
能源診斷(審計)* Energy Audit
能源診斷是對建築物檢查、評估，並
指出節能機會的程序，是實施節能減
碳的一個重要環節。

能源診斷通常是根據國家有關節能法
規和標準，通過對能源使用狀況進行
定性、定量分析，對能源的使用效率、
能源使用量、能源經濟與環境效果進
行診斷、監測、評估和分析，排查能
源浪費原因，分析節能機會，進而提
出建議，達到節能、降低成本、提高
效益的成果。

 初步診斷（Walk-through audit）
 詳細診斷（Detailed/General energy audit）
 投資級別診斷（Investment-Grade audit）

SOURCE: *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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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驗證節能績效?

IPMVP, International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and Verification Protocol

2022/10/12 111年縣市節電培力工作坊 17



ESCO 動態的第一個定律

2022/10/12 111年縣市節電培力工作坊 18



測量節能量?
節能量代表消失的能源使用
我們沒使用的能源就無法測量.
我們無法【測量】節能量! 

我們可確實測量能源使用量.
我們【分析】量測到的能源使用量，並決定節能量的多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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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 需要兩種量錶

250,000

500,000

750,000

1,000,000
kWh

Baseline Period Reporting Period

Watt-hour Meter
(瓦時計)

What Would Have Happened Meter
(預期應該使用的能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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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MVP 基本公式
IPMVP節能量基本公式 #1:

節能量(報告的任何期間) =
基準期耗能量 - 改善報告期耗能量
+/-調整量

參考文獻: IPMVP Volume I, 2010, Chapter 4.1
IPMVP: International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and Verification Proto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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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量(Adjustments)
舉例來說明我們為何需要做調整:

設備實施了節能改善，但產能同時比去年要低。

有多少成本變動是因為節能改善，又有多少成本變動
是因為產品本身變化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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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量 (續)

我們調整基準期與改善報告期的耗能至相同條件
之下, 如此才能作出有根據的比對.

基準期 (Baseline Period) 改善報告期(Reporting Period)

性能量測驗證必須“蘋果比蘋果”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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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MVP 與E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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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ficiency Valuation Organization (EVO)
 The home of the IPMVP   www.evo-world.org
 Renamed in 2004, formerly IPMVP Inc, a nonprofit U.S. based corporation.

 EVO Vision
 A global marketplace that correctly values the efficient use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utilizes end-use 

efficiency options as a viable alternative to supply options.
建立一個全球性市集，使得對自然資源利用效率可以作正確評價，且善用提升終端效率方案成為供應
端方案的重要替代選項。

 EVO Mission
 To develop and promote the use of standardized protocols, methods and tools to quantify and manage the 

performance risks and benefits associated with end-use energy efficiency, renewable energy, and water 
efficiency business transactions.
發展並推廣標準化的協定、方法與工具，用來量化及管理伴隨能源效率改善、再生能源利用和用水效
率改善等商業交易行為而來的績效風險與利益。

EVO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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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改善計畫實施後，用來陳述決定節能量的框架，及定義一些基本術語。

 為特定專案的 M&V 計畫，指出需要包含的議題內容。

 在制定M&V計畫時允許靈活性，但同時要堅持以下原則：準確性、完整性、
保守性、一致性、相關性和透明度。

IPMVP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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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90年代美國各地已存在有各種不同的M&V協議，但仍未獲多數從業人員
所認可。
為了解決ESPC的推動障礙、縮短ESPC專案成立時程、建立共同溝通語言與利益關係人間之共識。

ESPC的利益關係人：能源用戶、ESCO、融資機構或個人。

 1996年美國能源部提供行政支援、資金和誘因，調和各種不同的M&V協定。
邀請來自15個國家超過150名志願者包括業主、金融家、承建商、工程顧問、
學者、公用設施公司）參與了為節能服務產業發展，而編寫IPMVP，並於
1997發行。

 2001年美國能源部將IPMVP轉交給EVO組織負責，EVO是一個自負盈虧的民
間非營利組織，主要資金來源自捐款。

IPMVP 的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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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MVP Vol. I – 決定節能量和節水量的概念和選項方案

 IPMVP Vol. II – 改善室內環境品質的概念及實務,2001

 IPMVP Vol. III – 特定M&V議題應用的指導原則
 Part I, Concepts and Options for Determining Energy Savings in New Construction, 2006 –決定新

建築物節能量的概念及實務

 Part II, Concepts and Practices for Determining Energy Savings in Renewable Energy 
Technologies Applications, –決定再生能源技術節能量的概念及實務

 IEEFP – 作為當地國際融資機構，對於能源效率與以節能為基礎的再生計畫進
行評估及融資提供指導原則。

IPMVP Core Concepts 2022

IPMVP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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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21/10/19 ~ 2021/10/21
 報名網址：https://www.tgpf.org.tw/event/2021082401.htm
 課程綱要：

1.國際節能量測量和驗證辦法（IPMVP）與節能績效量測驗證（M&V）介紹。
2.M&V基本概念，包括測量的定義、基本公式、IPMVP量測驗證選項、IPMVP應用的步驟及量測驗證關鑑議題。
3.M&V應用案例與分析。
4.M&V計畫擬定，包括執行規畫、基本原理、設定測量的邊界、設定獨立變數、取得基準線資料、量測設備、誤差分析等。
5.M&V問題討論，包括缺失數據、預算、室內環境質量、基準線調整、節能量確認等。
6.M&V計算，包括統計學簡介、取樣、迴歸分析、不確定度及進位等。
7.IPMVP量測驗證選項講解，選項(Option) A、B、C、D及其案例分析。
8.M&V其他應用。
9.問題與討論。
10.模擬試題講解
11.PMVA證照考試(選擇性報名)

PMVA 量測驗證專業人才訓練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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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O商業模式

節能效益分享型(Share Savings)

節能量保證型(Performance Guaranteed)

能源服務託管型

設備租賃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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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節能效益分享型，主要是進行

節能改善專案時，由ESCO提供專案所

需要的資金以及全過程的服務，且在

ESCO節能績效保證契約內容需規定專

案的節能指標、量測與驗證方案以及

基準線之訂定。

ESPC商業模式
(1)節能效益分享型(Share Savings)

由ESCO向金融機關進行專案融資，ESCO負擔節能
效益保證與還債風險，金融機構負擔ESCO信用風險。

擔保
融資

專案績效風險
還債風險

ESCO信用風險
專案績效風險

績效合約

返還
信用調查

能源用戶

金融機關
支付服
務費用

E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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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績效保證型則是由業主提供全部

或部分的資金，而由ESCO業者提供

全過程的服務，並於ESCO節能績效

保證契約內容規定專案的節能指標、

量測與驗證方案以及基準線之訂定。

ESPC商業模式
(2)節能績效保證型(Performance Guaranteed)

擔保

融資

支付
服務
費用

ESCO
專案績效風險

客戶信用風險

還債風險

績效合約

返還
信
用
調
查

能源用戶

金融機關

由能源用戶向金融機關進行專案融資，ESCO保證節能效益。
能源用戶負擔還債風險，金融機構負擔能源用戶信用風險，
ESCO負擔節能績效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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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服務託管型是ESCO按契約約定的能源服務性能指標，自行籌備

資金為業主所委託管理之公用設施進行改造工程、維運管理、維護保

養等費用。除了於契約內容需明訂能源服務性能指標之外，亦需說明

量測與驗證方案與基準線之訂定，及達成節省能源費用之目標。

業主可將非核心業務，藉由委託ESCO管理方式換取一定品質的能源

管理服務，以便於專注核心業務增加獲利。

ESPC商業模式
(3)能源服務託管型(Out-sour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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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租賃型主要盛行於製造節能設備(或技術)的ESCO，其營業模式

較接近於車輛租賃、或OA設備租賃。ESCO提供設備(或技術)與客戶，

在租賃期間確保其設備(或技術)可符合能源效率要求，並提供租賃方

定期保養、耗材更換及確保設備(或技術)正常運行。

客戶可避免一次性的資本投資，減輕資金壓力。並可及早導入節能設

備(或技術)，獲得節能效益。

ESPC商業模式
(4)設備租賃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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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客觀地研判節能

績效，協助利益關係

人達成共識。

第三方量測驗證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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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擔任委託方查證(verify)節能改造績效(節能量或減碳量)的獨立驗證單位。

2. 擔任節能績效保證合約(ESPC)雙方節能績效驗證過程的見證者(eyewitness) 或

節能績效糾紛的調解者。

3. 擔任節能績效保證合約(ESPC)的專業顧問。

協助委託方執行在ESPC之確認M&V計畫書、M&V能源基線、M&V報告

(節能績效驗證)等文件之妥適性及正確性。

獨立第三方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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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備量測驗證經驗(具CMVP/PMVA證照者)，且可被利益關係人信
任的獨立顧問。

2.具備節能改造工程設計及執行經驗的工程師。

誰是合適的獨立第三方驗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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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現行推動ESCO輔導計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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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門導入ESCO業者的議題

能源診斷
可行性研究
建立能源基線

發包方式
統包工程
設計規劃、改善工程、工程監
造、能源績效驗證

獨立能源績效專業顧問
PCM

預算編制與審計稽核
ESPC 設備產權歸屬
ESPC期滿移轉產權?
設備安裝完成即移轉產權?

長期能源績效管理
維護保養範圍及權責
運轉管理權責

2022/10/12 111年縣市節電培力工作坊 39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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