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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球暖化及溫室效應的衝擊

居住環境面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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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球暖化及溫室效應的衝擊(續)

居住環境面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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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天氣事件（例如洪水、風暴等）

減緩氣候變遷失敗

重大自然災害

數據欺詐/盜竊的大規模事件

大規模的網絡攻擊

人為的環境破壞和災害

大規模的非自願移民

生物多樣性減少和生態系統崩潰

水資源危機

主要經濟體的資產泡沫



(2)能源管理之特殊性

能源管理系統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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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推動一次性的節能改善活動後，可能因為缺乏適當的管理機制，無法造成有效的節能效果；

但是，當組織建立能源管理系統後，可以透過PDCA的管理循環，引導組織持續改善節能績效，

降低能源使用成本。

一次性的節能改善活動 持續改善的能源管理系統

全面性檢視能源使用，具策略之節能規劃、持續提升能源
績效，增加企業競爭力



(2)能源管理之特殊性(續)

能源管理系統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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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約能源改善 能源管理系統

以避免浪費為原則，可以透過

提高效率與減少使用的方式，

達成節省能源費用之目標。

以持續改善為前提，可以透過

績效管理與制度管理的方式，

實現能源績效改善之目標。

標準化制度管理能源績效持續改善 能源管理系統



(3)推動效益

能源管理系統簡介

6



(3)以醫療採購為例

能源管理系統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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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節能技術診斷服務(搭配能源管理系統進行輔導

能源管理系統簡介

 行前聯繫與排定行程

 現場實地勘查

 能源使用資料蒐集

 輔導文件與量測儀器整備

節能診斷
技術服務
工作流程

STEP

01
STEP

02

STEP

03
STEP

04

STEP

05

節能輔導
前置作業

現場診斷
量測分析

改善方案
規劃研擬

撰寫節能
診斷報告

節能教育
訓練分享

節能診斷建議報告書

 針對各項改善措施執行作法、
資金投入及後續應注意事項等
進行討論，確保受輔導用戶能
充分瞭解各項改善建議內容

 針對常見的節能措施進行經驗
交流（如：電力需量負載管理、
設備操作調整、運轉維護、裝
設配置及使用管控等項）

 分享節能成功案例之背景資料、
執行方法、節能效益及投資回
收等內容，並提供能源用戶作
為規劃節能措施之參考

節能教育訓練

輔導前置作業

設備標準測試程序作業指導書

問題

分析

改善

作法

節能

潛力

投資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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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國際企業推動 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現況

資料來源：The ISO Survey of Management System Standard Certifications 2016

能源管理系統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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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會員國受到能源效率指令影響，都有責
任提出相對應政策推廣能源管理系統。

以德國最為積極，8,314家德國企業通過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驗證，位居全球第一。

國際標準化組織(ISO) 截至2017年底統計，
22,870家企業已通過ISO 50001國際驗證

以歐洲企業通過比例最高，其次為亞洲。

歐洲

亞洲
中東

3,078
14.1%

1.3%

83.2%
8,314

2,307

亞洲第3
全球第10



(6)我國服務業部門推動 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現況

能源管理系統簡介

服務業已擴散建置ISO/CNS 50001

(超過524家用戶)

 中國信託銀行全國149家分行

 玉山銀行全國138家分行

 玉山證券公司全國18家分行

 國泰金控公司19家分行

 第一銀行167家分行

 元大金控總公司及9家子公司

 富邦金控總公司及4家子公司

 長庚醫院6家分院

 榮民總醫院3家分院等

 遠傳電信11家營業據點

服務業未來擴散建置ISO/CNS 50001

(超過354家用戶)

 遠東SOGO百貨全國7家百貨大樓(108-109年)

 中信金控全國所有子公司245個據點(109年)

 台新銀行全國102個據點(109-110年)等

至107年底，國內服務業建置能源

管理系統的企業家數，共計144家。

歷年受輔導用戶已自行擴散超過

500家關係企業據點，預計到109

年擴散總數將超過800家。





最高管理階層應展現對能源管理系統之領導與承諾

確保已建立能源管理系統之範圍與邊界

確保已配合組織策略方向及其處境建立能源管理政策、目標及能源標的

確保將能源管理系統要求事項整合於組織的營運過程。

確保已批准與執行能源管理行動計畫。

確保已備妥能源管理系統所需的資源。

確保已溝通能源管理系統之有效性及符合能源管理系統要求事項之重要性。

確保能源管理系統可達成其預期結果。

確保已促進能源管理系統與能源績效之持續改善。

確保已組成能源管理團隊

指導與支援參與人員對能源管理系統有效性及能源績效改善做出貢獻。

支援其他直接相關管理階層在其責任領域之領導力。

確保能源績效指標能適切地表達能源績效。

在能源管理系統範圍與邊界內，確保已建立及實施用以鑑別及處理影響能源

管理系統與能源績效變化之程序

1.建立領導者當責(Accountability)管理的概念

能源管理系統因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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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組織及其前後環節

組織應決定與其目的及影響其達成能源管理系統預期結果與改進能源績

效的能力有關的之外部議題與內部議題。

內部議題：

外部環境會受到組織影響的議題(營運、效率、操作…)

外部議題：

外部環境會影響到組織的議題(法規、技術、市場、社經環境…)

理解利害相關者之需求與期待

組織應決定下列事項

與其能源管理系統及能源績效有關的利害相關者

與這些利害相關者有關的要求事項

組織的能源管理系統要處理哪些已鑑別的需求與期待

2.重視利害相關者(Stakeholder)的需求與期待

能源管理系統因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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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風險與機會的行動

規劃能源管理系統時，組織應考量4.1節所提及的議題與4.2 所提及的要求

事項以及審查可以影響能源績效的組織活動與過程。

組織應決定需加以處理之風險與機會

確保能源管理系統可以達成其預期結果，包括能源績效改善

防止或減低不期望得到之效應

達成持續改善能源管理系統及能源績效

 組織應規劃下列事項

處理風險與機會之行動

如何

將這些行動整合與實施於組織的營運過程

評估這些行動的有效性

3.導入風險(Risk)預防的觀念

能源管理系統因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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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管理系統因應對策

能源數據蒐集規劃

 組織應在已規劃的時間內鑑別、量測、監測及分析確認影響能源績效

的營運過程之關鍵特性。

 這些需要監測及量測的關鍵特性至少包括：

達成能源目標與標的的行動計畫之有效性

能源績效指標(EnPI)、重大能源使用設備(SEU)之運作

實際與預期的能源耗用量

 組織應依其規模、複雜度、資源及監測/量測設備，定義及實施能源

數據蒐集計畫，這項計畫應指定必須量測的關鍵特性之數據，並陳述

該數據應如何及以何種頻率進行蒐集與保存。

 需要蒐集哪些數據、如何蒐集及蒐集頻率之規劃，將有助確保經能源

審查維護的數據及監測、量測、分析及評估的過程之可用性。

4.強化能源績效指標(EnPI)管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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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節約能源推動小組

介紹能源管理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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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用嘉義大學節約能源推動小組組織架構

 

主任委員 

副校長 

委員 執行秘書 

營繕組長 

副主任委員 

總務長、環安中心中心主任 

電力管理員 

各單位、場所 

電力管理員 

各單位、場所 

工作小組 

營繕組、事務組、環安中心 

能源管理人員 

800 KW↑用電單位管理員 

副執行秘書 

事務組長 

副執行秘書 

民雄總務組長 

 副執行秘書 

環安中心環保組長 

 

委員產生依下列職務出任：

主任秘書、教務長、學生事務長、
總務長、研發長、圖書館館長、電
算中心中心主任、環境保護及安全
管理中心中心主任、體育室主任、
產學營運及推廣處處長、各學院院
長及人事室主任、主計室主任。



(2)能源管理委員會權責分工

委員會權責 職稱 工作任務

主任委員 副校長

1. 實施及維持能源政策；
2. 指定管理階層代表與批准能源管理團隊之形成；
3. 提供資源以建立實施、維持及改善能源管理系統並產生能源績

效；
4. 主持能源管理審查會議。

副主任
委員(管理代表)

總務長

1. 確保能源管理系統依據本標準予以建立、實施、維持及持續改
善；

2. 鑑別由適當管理階層授權人員與管理階層代表以支持能源管理
活動；

3. 向主任委員報告能源管理系統之績效；
4. 向組織的所有階層推廣能源政策與目標之認知。

副主任
委員

環安中心
主任

1. 協助管理代表報告能源管理系統之績效；
2. 協助管理代表召開工作會議及維持能源管理系統；
3. 協助管理代表檢視及推廣能源管理目標。

介紹能源管理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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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源管理委員會權責分工

委員會權責 職稱 工作任務

執行秘書
營繕組
組長

1. 宣傳本校能源管理政策；
2. 發動能源審查，審查本校能源使用情形；
3. 分析本校使用能源所面對的風險與機會；
4. 建立本校能源數據蒐集計畫
5. 規劃及研擬本校能源管理目標及行動計畫；
6. 研擬本校能源管理程序文件及表單；
7. 監督與量測本校能源績效之變化；
8. 協調本校能源管理內部溝通事宜；
9. 制定能源管理內部稽核計畫。

委員

主任秘書、教務長、學
生事務長、總務長、研
發長、圖書館館長、電
算中心中心主任、環境
保護及安全管理中心中
心主任、體育室主任、
產學營運及推廣處處長、
各學院院長及人事室主
任、主計室主任

1. 協助宣傳本校能源管理政策；
2. 實施能源審查，盤點能源使用設備；
3. 規劃及推動能源管理行動計畫；
4. 協助研擬本校能源基線及能源績效指標；
5. 處理及回應本校能源管理內部溝通事宜；
6. 監督、量測、分析及評估全校能源績效之變化；

實施能源管理法規登錄與評估；
7. 實施能源管理內部稽核；
8. 出席能源管理審查會議。

介紹能源管理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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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權責 職稱 工作任務

能源管理幹事
電力管理員/工作小組(營
繕組、事務組、環安中

心) /能源管理人員

1. 協助宣傳及推廣能源管理政策；
2. 規劃及推動能源管理目標及行動計畫；
3. 監督、量測、分析及評估所屬部門能源績效之

變化；
4. 宣導本校能源管理程序文件及表單；
5. 實施能源管理內部稽核；
6. 出席能源管理審查會議，檢討本校能源管理系

統績效及能源績效變化。

(2)能源管理委員會權責分工(續)

介紹能源管理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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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執行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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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執行期程

1.建立能源管理團隊

2.召開工作討論會議

3.實施能源審查/能源法規鑑別

5. 行動計畫/程序文件修訂

6.辦理教育訓練(含節能診斷)

7.實施內部稽核

8.舉辦管理階層審查會議

9.實施外部第三者系統驗證

4.組織處境分析/基線與指標建立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取得第三者驗證證書

能源管理系統輔導期程：109年5~11月；11月底取得證書

11.能管系統持續改善 23



敬請賜教
林 倚 楨

電話：02-29110688轉635
電郵：yichen@tgpf.org.tw
行動：0972-368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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