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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約能源及使用能源效率規定與

執行說明

主辦單位: 經濟部能源局
承辦單位: 工業技術研究院_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時 間：110年3月17~19日



Copyright 2021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

一、法規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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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規依據

◼ 能源管理法（民國98年7月8日修正）

➢第 8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既有能源用戶所使用之照明、動
力、電熱、空調、冷凍冷藏或其他使用能源之設備，其能源之使
用及效率，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所定節約能源之規定。

前項能源用戶之指定、使用能源設備之種類、節約能源及能源使
用效率之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23條 能源用戶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八條所定關於能源使用
及效率之規定者，主管機關應限期命其改善或更新設備；屆期不
改善或更新設備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再
限期辦理；屆期仍不改善者，按次加倍處罰。

◼ 依據能源管理法第八條之規定，經濟部自民國101年9月起陸續公告
水泥、鋼鐵、造紙、石化、電子與紡織等六大主要能源消費產業應
遵循之節約能源及使用能源效率規定，並自104年1月1日起陸續開
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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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別 法規名稱 適用之能源用戶 公告日期 實施日期

水泥業
水泥製造業應遵行之節
約能源與能源效率指標
規定

凡從事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61卜特蘭普通水
泥製造之行業均屬之。

101/09/24 104/01/01

鋼鐵業
鋼鐵製造業應遵行之節
約能源及使用能源效率
規定

依法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之鋼鐵製造業 102/09/13 104/01/01

造紙業
造紙業應遵行之節約能
源及使用能源效率規定

從事製造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 1455 裱面紙板、
CNS 2955 瓦楞芯紙、CNS 10776 塗布白紙板、
CNS 1456 未塗布白紙板、CNS 3498 灰紙板、
CNS 15276 未塗布印刷書寫用紙或CNS 1091 衛
生紙（以下合稱規範紙品）之紙漿、紙及紙製
品製造業。

102/11/15 104/01/01

石化業
石化業節約能源及使用
能源效率規定

依法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之石油化工原料
製造業、合成樹脂、塑膠及橡膠製造業及人造
纖維製造業。

103/07/29 104/07/01

電子業
電子業節約能源及使用
能源效率規定

依法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之下列行業：
(一)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二)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104/03/04 104/11/01

紡織業
紡織業節約能源及使用
能源效率規定

依法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之下列行業：
(一) 紡紗業。
(二) 織布業。
(三) 不織布業。
(四) 印染整理業。

104/10/30 105/01/01

二、六大主要能源消費產業能效規定適用之能源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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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大產業能效規定之指定能源設備及應
符合之規範

4

產業別 指定能源設備/系統 特定產業規範項目 其他規定事項

水泥業
生熟料系統、旋窯系統、
水泥磨系統

生熟料系統、旋窯系統、水泥磨
系統之單位產品耗能標準限值 1.每年三月底前上網完成產業能

效指標申報作業；

2.溫度或含氧體積濃度連續監測

位置之規定；

3.溫度或含氧體積濃度感測元件

校正之相關規定，如校正頻率、

檢驗機構及校正方式…等；

4.連續監測頻率、紀錄方式之規

定；

5.相關校正、抄錄及計算等紀錄

保存年限之規定(至少五年)。

6.符合得不適用產業能效規定之

情形者，經檢具相關證明文件

函報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後，方

得不適用相關規定。

7.其餘規定事項，詳見各產業之

能效規定條文內容。

鋼鐵業 高爐、連續式加熱爐
高爐節能系統與連續式加熱爐爐
氣含氧體積濃度及出口溫度限值

造紙業

以廢紙或紙漿作為原料，
經散漿、淨漿、磨漿、
調漿、抄紙、捲紙及裁
切（分條），至完成原
紙複捲過程使用之設備。

裱面紙板、瓦楞芯紙、塗布白紙
板、未塗布白紙板、灰紙板、未
塗布印刷書寫用紙、衛生紙單位
產品耗能標準限值

石化業
加熱爐、裂解爐、熱媒
鍋爐

加熱爐、裂解爐與熱媒鍋爐煙氣
含氧體積濃度及出口溫度限值

電子業
冰水機群組、風機、吸
附式乾燥機、壓縮空氣
系統

冰水機群組冰水/冷卻水出水、
回水溫差月平均值限值與合理化
操作規定；風機、吸附式乾燥機、
壓縮空氣系統等合理化操作規定

紡織業 冰水機群組、熱媒鍋爐

冰水機群組冰水/冷卻水出水、
回水溫差月平均值限值與合理化
操作規定；熱媒鍋爐煙氣含氧體
積濃度及出口溫度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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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 六大產業得不適用能效指標相關規定之事項

水泥
三、(三)……。但因生產情形特殊，經本部同意者，不在此限。
《若用戶生產高細度產品致能效指標值高於規定值，應檢具相關文件函報主管機關同意》

鋼鐵

五、能源用戶使用連續式加熱爐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致未符合最末熱回收裝置出口溫度
或爐氣含氧體積濃度規定者，經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函報經濟部同意後，得不適用第
三點之規定：
（一）連續式加熱爐加熱區之所有燃燒機，均使用蓄熱式燃燒機。
（二）產品規格或製程特殊，對於最末熱回收裝置出口溫度或爐氣含氧體積濃度有特殊需求。
（三）受空間限制，設置熱回收裝置顯有困難。

造紙

四、能源用戶使用造紙設備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檢具證明文件函報經濟部同意後，得
不適用前點第一款規定：
（一）造紙設備生產規範紙品年產量，低於該設備年產總量百分之十。
（二）新設置造紙設備，或既有造紙設備進行改裝或維護工程之測試。

石化

四、能源用戶使用加熱爐、裂解爐或熱媒鍋爐，有下列情形之一，致未符合煙氣出口溫度
或煙氣含氧體積濃度規定者，經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函報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後，得不適
用前點規定：
（一）產品規格或製程特殊，對於煙氣出口溫度或煙氣含氧體積濃度有特殊需求。
（二）批次生產之加熱爐、裂解爐或熱媒鍋爐。
（三）加熱爐或裂解爐之日平均設備利用率低於百分之七十。
（四）熱媒鍋爐之日平均設備利用率低於百分之五十。
（五）新設置設備，或既有設備進行改裝或維護工程之測試。
（六）受空間或其他法規限制，設置熱回收裝置顯有困難。

六大產業得不適用能效指標相關規定之事項(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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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 六大產業得不適用能效指標相關規定之事項

電子

三、(一)、2.表一「 冰水機之蒸發器冰水與冷凝器冷卻水出水、回水溫差規定值」：
冷凝器運轉條件有特殊需求，操作溫差須保持小於 3℃者，則以該冷凝器冷卻水
出、回水溫差設計值之 0.6倍作為規定值，且能源用戶須提出設計文件以資佐證。
(未規定須函報主管機關同意)

三、（四）壓縮空氣系統：單一廠區內設有三臺以上，且總功率達一百五十馬力以
上之經常運轉空壓機者，須實施壓縮空氣系統負載調控。但無適當設備實施壓縮
空氣系統負載調控，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後，得不適用之。

紡織

七、能源用戶使用之冰水機群組，如僅供辦公區域空調用途，得不適用第三點之規
定。(未規定須函報主管機關同意)

八、能源用戶使用熱媒鍋爐，有下列情形之一，致未符合煙氣出口溫度或煙氣含氧
體積濃度規定者，經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函報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後，得不適用第
四點之規定：
（一）產品規格或製程特殊，對於煙氣出口溫度或煙氣含氧體積濃度有特殊需求。
（二）批次生產之熱媒鍋爐。
（三）熱媒鍋爐之日平均設備利用率低於百分之五十。
（四）新設設備，或既有設備進行改裝或維護工程之測試。
（五）受空間或其他法規限制，設置熱回收裝置顯有困難。

六大產業得不適用能效指標相關規定之事項(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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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能源效率規定書面查驗與實地稽查作業流程(1/2)

裁處

產業能效申報、書面查驗及不符合規定之作業流程

110年能效指標需申報資料
✓ 例行性申報項目
✓ 法規要求之其他事項

針對能效用戶申
報之所有資料，
逐一進行審查。

能源局要求用戶限期改善

能源局要求用戶提報改善或
更新設備計畫並限期改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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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效規定書面查驗基本判定原則

➢ 用戶以「本廠無使用法規管制之指定設備，應不需進行申報 」、「本廠法規管
制之指定設備均停用中，不需進行申報 」及「其他原因無法完成申報」等理由
完成申報者，皆須上傳切結書。未上傳切結書者，一律視為未完成申報。

➢ 能效指標數值符合規定限值且其他要求事項皆符合規定者，書審判定為符合規
定。

◆電子業、紡織業之冰水機群組冰水、冷卻水之出水、回水溫差月平均值符
合規定之判定基準：出水、回水之溫差月平均值不符合規定(未達3℃)之月
數未超過4個月者(發生在冬季或異常低溫月份)，判定為符合規定。

➢ 能效指標數值不符合規定限值或其他要求事項不符合規定者，書審判定為不符
合規定。

◆符合各產業能效規定之特殊情形或不適用情形之用戶，需上傳經濟部同意
得不適用相關規定之函文電子檔，經審查確認後，方得判定為符合規定。

• 以空間理由排除者，申請一次即可；以其他理由申請排除者，需每年提出申請。

◆未能檢附經濟部同意之函文者，判定為不符合規定。

➢ 其他申報資料(含法規規定之其他項目)不完整或不合理者，判定不符合規定。

◆若屬數據或資料誤植，用戶補正後，資料將再次審查，以確定是否符合規
定。

◆未提出補正者，視為不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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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能源效率規定書面查驗與實地稽查作業流程(2/2)

產業能效實地稽查作業及不符合規定處理流程

實地稽查項目包括
申報資料，以及各
產業能效規定之所
有要求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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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查驗與實地稽查不符合規定之處理方式

◼ 依據能源管理法第23條規定辦理：

➢能源用戶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八條所定關於能源使
用及效率之規定者，主管機關應限期命其改善或更新
設備；屆期不改善或更新設備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
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再限期辦理；屆期仍不改善者
，按次加倍處罰。

◼ 用戶因故無法在規定期限內完成改善或更新設備者，須檢
具相關文件資料(包括改善具體做法、展延原因、計畫/工
程施作時程、…等)函報主管機關(能源局)，經主管機關函
文同意後，方得展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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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產業能效規定相關資訊取得管道

◼ 經濟部能源局網站

➢https://www.moeaboe.gov.tw/ECW/populace/home/Home.aspx

◼ 工業節能服務網

➢https://emis.itri.org.tw/

◼ 六大產業能效指標規定相關諮詢方式

➢能效指標申報專線電話：03-5910085

➢六大產業負責人
✓水泥業：范先生

✓鋼鐵業：廖先生

✓造紙業：許先生

✓石化業：曾先生

✓電子業：薛先生

✓紡織業：蔡先生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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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_六大產業應遵行之節約能源與

能源效率指標規定說明
✓水泥業
✓鋼鐵業
✓造紙業
✓石化業
✓電子業
✓紡織業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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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製造業應遵行之節約能源與
能源效率指標規定說明

主辦單位: 經濟部 能源局
承辦單位: 工業技術研究院_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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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規依據

二、本規定適用之能源用戶

三、本規定用詞定義

四、規定項目與內容

五、實地稽查重點項目

六、申報作業常見問題及解答

簡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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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管理法（民國98年7月8日修正）

第一條為加強管理能源，促進能源合理及有效使用，特制定本法。

第八條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既有能源用戶所使用之照明、動力、電熱、

空調、冷凍冷藏或其他使用能源之設備，其能源之使用及效率，

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所定節約能源之規定。

第廿三條能源用戶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八條所定關於能源使用及效率之

規定者，主管機關應限期命其改善或更新設備；屆期不改善或更新
設備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再限期辦理；
屆期仍不改善者，按次加倍處罰。

◼ 經濟部依能源管理法第8條規定，已公告發布之子法：

■公用設備之使用能源效率規定：蒸汽鍋爐(公告日期：民國101年3月22日)。

■「能源密集產業」節約能源及使用能源效率規定：
水泥業(101年09月24日)、鋼鐵業(102年09月13日)、造紙業(102年11月15日)

石化業(103年07月29日)、電子業(104年03月04日)、紡織業(104年10月30日)

一、法規依據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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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別簡易查詢網站:

「經濟部商業司 - 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Bar/queryInit.do

◼本規定適用之能源用戶，指依法辦理公
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之下列行業：

水泥製造業，凡從事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61

卜特蘭普通水泥製造之行業均屬之。

中華民國行業分類標準第10版
C大類-製造業
23中類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233小類-水泥及其製品製造業
2331細類 -水泥製造業

二、本規定適用之能源用戶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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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量測 本 規 定 用 詞 定 義

1 生熟料系統原料倉儲開始至熟料入庫所使用之電能設備。

2 旋窯系統 生料進入預熱機至旋窯高溫燒成所使用之能源設備。

3 水泥磨系統熟料出庫起至水泥成品入庫所使用之電能設備。

水泥製造業製程設備系統能源範圍

附件一

三、法規用詞定義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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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網申報時間

• 每年三月底前，應上網（網址：https://eei.itri.org.tw/）申報前兩個半年期

之生熟料系統、旋窯系統及水泥磨系統之能效指標，以供查核。

◆ 儀器校驗、能源效率指標計算與紀錄保存

• 指定使用能源設備之各系統，應裝置能源使用及產品生產數量量測儀表，

且符合能源用戶品保系統之校驗規定。

• 每日應紀錄各儀表之數值，每月依附件二完成前一個月之能源效率指標。

• 相關校驗、抄錄及計算之紀錄，至少應保存五年。

◆ 排除條款

• 指定使用能源設備之能源效率指標，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一月一日起，

每半年值應低於附件三規定之能源效率指標值。但因生產情形特殊，函報

經濟部能源局同意者，不在此限。

四、規定項目與內容(1/3)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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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單位
○○○○

(生產線編號名稱)

○○○○
(生產線編號名稱)

○○○○
(生產線編號名稱)

淨自發電量,A 千度(MWh)

生熟料系統總耗電,B 千度(MWh)

熟料總產量,C 公噸(t)

旋
窯
系
統
總
熱
能
使
用

煤碳,D 公噸(t)

煤碳熱值(燃料低熱值),E 千卡/公斤(kcal/kg)

燃料油,F 公秉(kL)

燃料油熱值(燃料低熱值),G 千卡/公升(kcal/L)

○○（燃料名稱）,H ○○

○○熱值(燃料低熱值),I ○/○

小計,

J=(D×1,000×E)＋(F×1,000×G)

＋(H×○○×I)

百萬卡(Mcal)

水泥磨系統總耗電,K 千度(MWh)

水泥總產量,L 公噸(t)

生熟料系統能源效率指標,(B-

A)×1,000/C

度/公噸-熟料
(kWh/t-熟料)

旋窯系統能源效率指標,J/C
百萬卡/公噸-熟料
(Mcal/t-熟料)

水泥磨系統能源效率指標
,K×1,000/L

度/公噸-水泥
(kWh/t-水泥) 

能源管理人員簽名：
能源用戶負責人簽名：

能源效率指標計算表

能源用戶全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資料起訖：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附件二
四、規定項目與內容(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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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用戶使用下列設備，自中華民國104年1月1日起，應符合下列規定：

生熟料系統 旋窯系統 水泥磨系統

74(度/公噸-熟料) 893(百萬卡/公噸-熟料) 46(度/公噸-水泥)

註：能源效率指標計算：EEI= 

EEI：能源效率指標。
E：每半年能源使用數量，生熟料系統電能使用得扣除淨自發電量，
旋窯系統之熱能使用以燃料低熱值計算，水泥磨系統為電能使用。
W：每半年生產產品重量。

E

━━
W

附件三 四、規定項目與內容(3/3)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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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紀錄表詳見附件

實地稽查項目

五、實地稽查重點項目

◼ 能源效率指標值是否符合規定？

◼ 量測儀表設置與校驗情形
➢ 是否依規定裝置能源使用及產品生產數量量測儀表？

➢ 上述量測儀表是否符合能源用戶品保系統之校驗規定執行校驗？

◼ 紀錄之完整性
➢ 是否保有每日抄錄能源使用及產品生產數量儀表之數值紀錄？

➢ 是否保有每月能源效率指標計算紀錄？

◼ 申報資料與歷史紀錄之符合性
➢ 現場抽查歷史紀錄資料是否與申報資料相符？

21

稽查結果未符合規定，用戶應於能源局規定時間完成改善或更
新設備，並上傳改善後佐證資料。

不符合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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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說明

1

本規定適用的水泥業業者為用
電契約容量超過800千瓦的能
源大用戶嗎？

本規定適用的能源用戶為水泥製造業，不分大、小能源
用戶，均應遵循。

2
本規定管制生產何種產品？生
產爐石粉受管制嗎?

本規定管制之能源用戶為凡從事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61卜特蘭普通水泥製造之行業均屬之。因此，生產
爐石粉不受管制，但對切換生產水泥或爐石粉之共用球
磨機台，必須詳細記錄生產水泥之起訖時間、產量、能
源用量，以作為計算水泥磨系統能效指標之依據。

3

水泥磨設備研磨特殊細度之水
泥導致能效指標超過規定，應
如何處理？

備妥相關佐證資料，函寄經濟部能源局說明事由，徵詢
同意排除。

4
旋窯燃燒R類廢棄物之熱能可
否排除旋窯系統之熱能計算？

本規定起草之初，產官學會議結論之一是應該排除，以
鼓勵能源用戶參與循環經濟發展，協助環境保護。建議
備妥相關佐證資料，函寄經濟部能源局說明事由，徵詢
同意排除。

5 不進行上網申報會有罰則嗎?

依能源管理法第23條，違反第8條規定者，應限期改善，
屆期不改善者，處新台幣2萬元至10萬元之罰鍰，並再
限期辦理；屆期仍不改善者，按次加倍處罰。

六、申報作業常見問題及解答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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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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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用戶編號 能源用戶名稱

用戶地址

聯絡人
姓名 E-mail

電話 傳真

查核性質 □例行定期查核□第一次複查□第二次複查

是否

完成查核

□是

□否(□已遷移或歇業□拒絕檢查□規避妨礙檢查□其他 )

現場查核

及處理情

形

一、具體改善結果說明(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增列表單)

(1)生熟料系統設備(系統設備編號：_________)

□符合規定；□未符合規定。設備能源使用效率值：________________(kWh/t-熟料)。

(2)旋窯系統設備(系統設備編號：_________)

□符合規定；□未符合規定。設備能源使用效率值：________________(Mcal/t-熟料)。

(3)水泥磨系統設備(系統設備編號：_________)

□符合規定；□未符合規定。設備能源使用效率值：________________(kWh/t-水泥)。

二、處理情形

□ 查核結果符合規定。
□ 查核結果未符合規定，用戶應於一個月內提出改善計畫書，郵寄給查核人員。
□ 複查結果符合規定，經查核人員審核通過後，同意解除列管，辦理建檔、銷案並呈報能源局

核備。

查核人簽名： 能管員簽名：

部門主管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查核編號:

水泥業能效指標查核紀錄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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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處

產業能效申報、書面查驗及不符合規定之作業流程

110年能效指標需申報資料
✓ 例行性申報項目
✓ 法規要求之其他事項

針對能效用戶申
報之所有資料，
逐一進行審查。

能源局要求用戶限期改善

能源局要求用戶提報改善或
更新設備計畫並限期改善

八、能效申報與書面查驗作業管理程序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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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實地稽查管理程序

實地稽查項目包括
申報資料，以及各
產業能效規定之所
有要求事項。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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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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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鐵業節約能源及使用能源效率

規定說明

主辦單位: 經濟部 能源局
承辦單位: 工業技術研究院_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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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規依據
二、本規定適用之能源用戶
三、本規定用詞定義
四、本規定管理項目_連續式加熱爐
五、本規定管理項目_高爐
六、能效申報與書面查驗作業管理程序
七、實地稽查管理程序
八、實地稽查重點
九、常見問題及解答

簡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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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管理法（民國98年7月8日修正）

第一條為加強管理能源，促進能源合理及有效使用，特制定本法。

第八條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既有能源用戶所使用之照明、動力、電熱、

空調、冷凍冷藏或其他使用能源之設備，其能源之使用及效率，

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所定節約能源之規定。

第廿三條能源用戶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八條所定關於能源使用及效率之

規定者，主管機關應限期命其改善或更新設備；屆期不改善或更新
設備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再限期辦理；
屆期仍不改善者，按次加倍處罰。

◼ 經濟部依能源管理法第8條規定，已公告發布之子法：

■公用設備之使用能源效率規定：蒸汽鍋爐(公告日期：民國101年3月22日)。

■「能源密集產業」節約能源及使用能源效率規定：
水泥業(101年09月24日)、鋼鐵業(102年09月13日)、造紙業(102年11月15日)

石化業(103年07月29日)、電子業(104年03月04日)、紡織業(104年10月30日)

一、法規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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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要點所稱指定能源用戶指依法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

登記之鋼鐵製造業。

2. 本要點所查驗之設備為連續式加熱爐與高爐(以下簡

稱能源設備)。連續式加熱爐系指具有預熱區、加熱

區與均溫區三種溫區型式，且額定總燃燒量每小時超

過一千萬千卡之鋼胚加熱爐設備。高爐系指將鐵礦石

、焦炭及其他相關原料煉製為鐵水之設備。

二、本規定適用之能源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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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量測 本 規 定 用 詞 定 義

1
額定總
燃燒量

指連續式加熱爐中所有燃燒機最大燃料使用量其高熱值之總和。但不計
入僅用於點火用途之燃燒機最大燃料使用量之高熱值。

2
連續式
加熱爐

指具有預熱區、加熱區與均溫區三種溫區型式，且額定總燃燒量每小時
超過一千萬千卡之鋼胚加熱爐設備。

3 高爐 指將鐵礦石、焦炭及其他相關原料煉製為鐵水之設備。

4 既設設備
指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之連續式加熱爐或高爐：
1.本規定生效日前完成設置者；其於生效日後進行局部改裝者，視為既設設備。
2.本規定生效日前完成採購，且生效日尚未完成設置，經提出採購合約佐證者。

5 新設設備 指既設設備以外之連續式加熱爐或高爐。

6 煙道管徑

指符合下列條件之內直徑或等效內直徑：
1.煙道為圓管者，指內直徑。
2.煙道為非圓管者，指等效內直徑，即煙道管內側截面積之四倍，除以煙
道管內側截面周長所得值。

7
煙氣出口
溫度

指下列監測點記錄之煙氣溫度讀值：
1.連續式加熱爐本體煙氣出口未設置有熱回收裝置者，監測點應位於自加
熱爐本體排氣出口起算煙道管徑五倍以內，如圖一所示。
2.連續式加熱爐本體煙氣出口設有熱回收裝置者，監測點應位於距第一熱
回收裝置入口（自第一熱回收裝置入口連接煙道之漸縮口起算）煙道管
徑五倍以內，如圖二所示。

三、法規用詞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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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量測 本 規 定 用 詞 定 義

8

最末熱回收
裝置出口溫
度

指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之溫度：
1.連續式加熱爐本體煙氣出口未設置有熱回收裝置者，指煙氣出口溫度。
2.連續式加熱爐本體煙氣出口設有熱回收裝置者，指監測點位於最末熱
回收裝置出口（自最末熱回收裝置出口連接煙道之漸縮口起算）煙道管
徑五倍以內記錄之煙氣溫度，如圖二所示。

9
正常運轉
期間

指自連續式加熱爐開始出料鋼胚，至鋼胚停止入料到連續式加熱爐之期
間。但有異常狀況發生時，自發生時起至排除時止，經能源用戶提出相
關紀錄佐證，得不計入正常運轉期間。

10 連續監測 指於正常運轉期間內，每十五分鐘記錄監測數值一筆以上。

11 月平均值
指每月一日零時起至當月末日二十四時止，正常運轉期間內監測數值之
算術平均值。

12 年平均值 指當年各月平均值之算術平均值。

13 共燒 指連續式加熱爐同時使用液體及氣體燃料。

三、法規用詞定義(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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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用戶使用下列設備，自中華民國104年01月01日起，應符合下列規定：

能源效率查驗重點

1.連續式加熱爐爐氣含氧體積濃度年平均值及最末熱回收裝置出口溫度年平均
值上限，規定如表一及表二。

2.連續式加熱爐如有共燒情況，其爐氣含氧體積濃度，須符合熱值總量較高燃
料之爐氣含氧體積濃度規定。

設備
燃料別

既設設備 新設設備

氣體燃料 3.5% 2.5%

液體燃料 4.2% 3.5%

表一 連續式加熱爐爐氣含氧體積濃度年平均值上限 表二 連續式加熱爐最末熱回收裝置出口溫度年平均值上限

設備
煙氣出口
溫度範圍(T)

既設設備 新設設備

T  500℃ 330℃ 275℃

500 < T  600℃ 395℃ 335℃

600 < T  700℃ 435℃ 365℃

700 < T  800℃ 460℃ 420℃

800 < T  900℃ 480℃ 435℃

T > 900℃ 510℃ 460℃

四、本規定管理項目_連續式加熱爐(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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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用戶使用下列設備，自中華民國104年01月01日起，應符合下列規定：

能源效率查驗重點

1. 連續式加熱爐本體預熱區設置爐氣含氧體積濃度感測元件，並於排氣煙道
設置煙氣溫度感測元件（如圖一及圖二）。

2. 前述感測元件須能連續監測並記錄日期、時間、爐氣含氧體積濃度、煙氣
出口溫度及最末熱回收裝置出口溫度。

圖一 連續式加熱爐（未設置熱回收裝置）爐氣含氧體積濃
度感測元件及溫度感測元件設置點示例
註：D為煙道管徑

圖二 連續式加熱爐（設有熱回收裝置）爐氣含氧體積濃度

感測元件及溫度感測元件設置點示例

四、本規定管理項目_連續式加熱爐(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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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含氧體積濃度感測元件器差值小於零點一氧氣體積百分濃度；煙氣溫度感測元件器

差值小於讀值百分之一。

2.每十八個月至少校正一次，可自行辦理或委託其他單位辦理。

3.委託其他單位辦理校正者，受託單位之檢驗室須通過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認證；

自行辦理校正者，須提供下列文件以供查驗：

(1)用以比對之標準件校正報告，且自行辦理校正之日期須在標準件校正報告有效

期間內，其出具報告之檢驗室，須通過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認證。

(2)標準氣體之氧氣濃度報告，其出具報告之檢驗室，須通過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

金會認證。

4.爐氣含氧體積濃度感測元件或煙氣溫度感測元件如有故障情形，須於故障發生次日

起二個月內完成檢修。

5.每年三月底前，依表三計算前一年度之煙氣出口溫度、最末熱回收裝置出口溫度及

爐氣含氧體積濃度年平均值，上傳至指定網站（網址： https://eei.itri.org.tw/），

並繪製每月監測數值趨勢圖以供查驗。

6.相關校正、抄錄及計算紀錄保存至少五年。

◼ 爐氣含氧體積濃度感測元件及煙氣溫度感測元件，依下列規定辦理校正：

四、本規定管理項目_連續式加熱爐(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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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用戶使用連續式加熱爐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致未符

合最末熱回收裝置出口溫度或爐氣含氧體積濃度規定者，經

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函報經濟部同意後，得不適用能源效率之

規定：

1. 連續式加熱爐加熱區之所有燃燒機，均使用蓄熱式燃燒機

。

2. 產品規格或製程特殊，對於最末熱回收裝置出口溫度或爐

氣含氧體積濃度有特殊需求。

3. 受空間限制，設置熱回收裝置顯有困難。

四、本規定管理項目_連續式加熱爐(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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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煙氣出口溫度、爐氣含氧體積濃度及最末熱回收裝置出口溫度

之平均值計算說明

時間 08:15 08:30 08:45 09:00 09:15 09:30 09:45 10:00 10:15 10:30

爐氣含氧
體積濃度

2.5 2.5 2.8 2.4 2.8 2.7 5.6 6.0 6.2 6.0

煙氣出口
溫度

750 751 755 749 753 750 742 735 738 740

最末熱回
收裝置出
口溫度

420 423 421 419 422 421 412 407 409 411

紀錄間隔需<=15 min

異常狀況期間，資料不列入
計算，但需有相關證明文件

月平均值：該月正常運轉期間記錄監測數值之算術平均值。

年平均值：該年各月平均值之算術平均值。

正常運轉期間：指自連續式加熱爐開始出料鋼胚，至鋼胚停止入料到連續
式加熱爐之期間。異常狀況包括：關閉部分燃燒器、換輥、停爐等等。

正常運轉期間，所有資料都
需列入計算

四、本規定管理項目_連續式加熱爐(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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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每年三月底前，完成填寫申報資料並上傳至指定網站，網址為：

https://eei.itri.org.tw/

◼ 不定期進行年度實廠查訪

四、本規定管理項目_連續式加熱爐(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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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用戶使用新設高爐應於首次投入生產日起，
或使用既設高爐應於前次停爐檢修完成日起十五
年內，全數完成設置並啟用下列附屬設備，且應
提供竣工或交貨驗收證明文件以供查驗：

1.爐頂氣回收系統。
2.粉煤噴煤系統。
3.爐頂壓能源回收系統。
4.熱風爐廢熱回收系統。

◆高爐能源效率規定

五、本規定管理項目_高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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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處

產業能效申報、書面查驗及不符合規定之作業流程

110年能效指標需申報資料
✓ 例行性申報項目
✓ 法規要求之其他事項

針對能效用戶申
報之所有資料，
逐一進行審查。

能源局要求用戶限期改善

能源局要求用戶提報改善或
更新設備計畫並限期改善

六、能效申報與書面查驗作業管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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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實地稽查管理程序

42

實地稽查項目包括
申報資料，以及各
產業能效規定之所
有要求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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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稽查重點項目

 指定能源用戶設備是否設置爐氣含氧體積濃度感測元件。

 指定能源用戶設備是否設置煙氣溫度感測元件。

 指定能源用戶設備所設置之爐氣含氧體積濃度感測元件安裝位置是否符合規定。

 指定能源用戶設備所設置煙氣溫度感測元件安裝位置是否符合規定。

 指定能源用戶設備所設置之爐氣含氧體積濃度感測元件校正記錄是否符合規定。

 指定能源用戶設備所設置煙氣溫度感測元件校正記錄是否符合規定。

 是否連續監測並記錄設備之日期、時間、爐氣含氧體積濃度、煙氣出口溫度及最

末熱回收裝置出口溫度。

 指定能源用戶設備爐氣含氧體積濃度年平均值為______%，是否超過公告值。

 指定能源用戶設備最末熱回收裝置出口溫度年平均值為______℃，是否超過公告

值。

八、實地稽查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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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釋疑及申報作業常見問題及解答(1/2)

Q1：加熱爐若在改善設備後廢氣溫度或爐氣含氧濃度未能在預定日
期(報備日期)達到法規要求，應如何處理?

A1：依能源管理法第廿三條規定：

能源用戶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八條所定關於能源使用及效
率之規定者主管機關應限期命其改善或更新設備；屆期不改
善或更新設備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
再限期辦理；屆期仍不改善者，按次加倍處罰。

Q2：加熱爐之非正常運轉、特殊產品…等異常製程是否也要輸入資
料？

A2：不管是正常、非正常運轉，所有資料都必須紀錄。

九、常見問題及解答(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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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溫度計如何校驗?精度要到哪一個等級?

A3：可自行進行校驗或委託外部機構校驗，二者均須具可追溯至財
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F)之認證之校正報告文件。含氧體
積濃度感測元件器差值小於零點一氧氣體積百分濃度；煙氣溫
度感測元件器差值小於讀值百分之一。

Q4：含氧體積濃度感測元件及煙氣溫度感測元件器多久要校正?

A4：每十八個月至少校正一次。

Q5：爐氣含氧體積濃度感測元件或煙氣溫度感測元件如有故障情形
，應如何處理？

A5：須於故障發生次日起二個月內完成檢修。

法規釋疑及申報作業常見問題及解答(2/2)

九、常見問題及解答(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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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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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紙業節約能源及使用能源效率

規定說明

主辦單位: 經濟部 能源局
承辦單位: 工業技術研究院_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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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規依據
二、本規定適用之能源用戶
三、造紙業應遵行之節約能源及使用能

源效率規定
四、能效申報與書面查驗作業管理程序
五、實地稽查管理程序
六、申報作業常見問題及解答

簡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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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管理法（民國98年7月8日修正）

第一條為加強管理能源，促進能源合理及有效使用，特制定本法。

第八條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既有能源用戶所使用之照明、動力、電熱、

空調、冷凍冷藏或其他使用能源之設備，其能源之使用及效率，

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所定節約能源之規定。

第廿三條能源用戶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八條所定關於能源使用及效率之

規定者，主管機關應限期命其改善或更新設備；屆期不改善或更新
設備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再限期辦理；
屆期仍不改善者，按次加倍處罰。

◼ 經濟部依能源管理法第8條規定，已公告發布之子法：

■公用設備之使用能源效率規定：蒸汽鍋爐(公告日期：民國101年3月22日)。

■「能源密集產業」節約能源及使用能源效率規定：
水泥業(101年09月24日)、鋼鐵業(102年09月13日)、造紙業(102年11月15日)

石化業(103年07月29日)、電子業(104年03月04日)、紡織業(104年10月30日)

一、法規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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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別簡易查詢網站:

「經濟部商業司 - 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Bar/queryInit.do

◼本規定適用之能源用戶，指從事製造中
華民國國家標準CNS 1455裱面紙板、
CNS 2955瓦楞芯紙、CNS 10776塗布白
紙板、CNS 1456未塗布白紙板、CNS 

3498灰紙板、CNS 15276未塗布印刷書
寫用紙或CNS 1091衛生紙（以下合稱規
範紙品）之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中華民國行業分類標準第10版
C大類-製造業
151小類 –紙漿、紙及紙板製造業
152小類 –瓦楞紙板及紙容器製造業
159小類 –其他紙製品製造業

二、本規定適用之能源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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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 / 量測 本 規 定 用 詞 定 義

1 裱面紙板
指從事製造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 1455裱面紙板（以下合稱規範紙品）
之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2 瓦楞芯紙
指從事製造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 2955瓦楞芯紙（以下合稱規範紙品）
之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3 塗布白紙板
指從事製造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 10776塗布白紙板（以下合稱規範
紙品）之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4
未塗布白紙

板
指從事製造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 1456未塗布白紙板（以下合稱規範
紙品）之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5 灰紙板
指從事製造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 3498灰紙板（以下合稱規範紙品）
之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6
未塗布印刷
書寫用紙

指從事製造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 15276未塗布印刷書寫用紙（以下
合稱規範紙品）之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7 衛生紙
指從事製造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 1091衛生紙（以下合稱規範紙品）
之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一)本規定適用之能源用戶，指從事製造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 1455裱
面紙板、CNS 2955瓦楞芯紙、CNS 10776塗布白紙板、CNS 1456未塗布
白紙板、CNS 3498灰紙板、CNS 15276未塗布印刷書寫用紙或CNS 1091

衛生紙（以下合稱規範紙品）之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三、造紙業應遵行之節約能源及使用能源效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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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能源用戶以廢紙或紙漿作為原料，經散漿、淨漿、磨漿、
調漿、抄紙、捲紙及裁切（分條），至完成原紙複捲過程使
用之設備，如附件一。

附件一：造紙業紙廠設備系統邊界示意圖

(二)本規定所稱造紙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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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使用能源效率計算公式（如附件二）計算之造紙設備使用能源效率，
不得超過附件三規定之上限值。

(二)依下列方式之一記錄造紙設備生產規範紙品使用能源數量：

1.造紙設備設有獨立之電能、蒸汽、天然氣或液化石油氣表計者，以該
表計之讀值記錄。

2.造紙設備未設有獨立之電能、蒸汽、天然氣或液化石油氣表計者，以
造紙設備生產規範紙品之總重量占當年度所有造紙設備生產產品總重
量之比值，分別乘以能源用戶當年度總電能、總蒸汽、總天然氣或總
液化石油氣使用量。

(三)造紙設備設有獨立之電能、蒸汽、天然氣或液化石油氣表計者，每年校
正該表計至少一次；該表計經校正後之精確度，須符合原廠初始規格之
規範。

(四)每年三月三十一日前填寫規範紙品使用能源數量申報表（如附件四），
並上傳至指定網站（網址http:// eei.itri.org.tw/）。

(五)電能、蒸汽、天然氣或液化石油氣表計讀值抄錄、校正，以及使用能源
數量計算之紀錄，保存至少五年。

(三)能源用戶使用造紙設備，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一月一日起，應符合
下列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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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值(H)參考表

能源種類 熱值 單位

電能 2.236 kcal/kWh

蒸汽 660 kcal/T

液化石油氣(LPG) 6.635 kcal/L

天然氣(NG) 9 kcal/m3

資料來源:104年能源統計手冊-能源產品單位熱值

使用能源效率 ( 百萬卡/噸紙 )

=電能使用量(瓩小時/噸紙 ) ×2.236 (百萬卡/瓩小時)+蒸汽使用量(噸蒸

汽/噸紙) ×660 (百萬卡/噸蒸汽)+天然氣使用量(立方公尺/噸紙)×9 (百萬

卡/立方公尺)+ 液化石油氣使用量(公升/噸紙)×6.635(百萬卡/公升)

附件二：造紙業使用能源效率計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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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種 紙類
使用能源效率

(百萬卡/噸．年)

工業用紙

裱面紙板 2,223

瓦楞芯紙 1,943

灰紙板、塗布白紙板、
未塗布白紙板

2,800

文化用紙 未塗布印刷書寫用紙 3,080

家庭用紙 衛生紙 4,363

附件三：造紙設備使用能源效率上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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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用戶名稱：                  公司                      廠 

申報資料年度：      年度（請確實填寫規範紙品於當年度 1 月至 12 月期間之年度總產量及使用能源數量 

造紙設備 

(註 1) 

生產紙品類別 

(註 2) 

年產量 

(噸/年) 

(註 3) 

使用能源數量(註 4) 

電能 

(瓩小時 /噸-紙) 

蒸汽 

(噸-蒸汽/噸-紙) 

天然氣 

(立方公尺/噸-紙) 

液化石油氣 

(公升/噸-紙) 

       

       

       

註：1. 請以造紙設備（範圍如附件一）為單元辦理申報；如表單不敷使用時，請自行複印填寫。 

2.「生產紙品類別」請擇一填入：「裱面紙板」、「瓦楞芯紙」、「灰紙板」、「塗布白紙板」、「未塗布白紙板」、「未塗布印刷書寫用紙」

或「衛生紙」。 

  3.「年產量」係指經複捲（裁切/分條）後之成品、半成品及損紙之總重量。 

4.「使用能源數量」係指造紙設備直接使用之電能與熱能，亦即廢紙或紙漿經散漿、淨漿、磨漿、調漿、抄紙、捲紙、裁切或分

條，至完成原紙複捲過程之使用能源量；不包括公用設備（如鍋爐、廢水處理、空調、照明、空壓機、抽取地下水與水質處理

等）之使用能源量。 

填 報 人：                   職稱：                      聯絡電話：                   

業務主管：                   職稱：                      聯絡電話：                   

附件四：規範紙品使用能源數量申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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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造紙設備生產規範紙品年產量，低於該設備年產

總量百分之十。

（二）新設置造紙設備，或既有造紙設備進行改裝或維

護工程之測試。

(四)能源用戶使用造紙設備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經檢具證明文件函報經濟部同意後，得不適用

前點第一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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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處

產業能效申報、書面查驗及不符合規定之作業流程

110年能效指標需申報資料
✓ 例行性申報項目
✓ 法規要求之其他事項

針對能效用戶申
報之所有資料，
逐一進行審查。

能源局要求用戶限期改善

能源局要求用戶提報改善或
更新設備計畫並限期改善

四、能效申報與書面查驗作業管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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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實地稽查管理程序

59

實地稽查項目包括
申報資料，以及各
產業能效規定之所
有要求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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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地稽查及拍照重點

□指定能源用戶設備是否設置蒸汽流量計。

□指定能源用戶設備是否設置電錶。

□指定能源用戶設備是否設置天燃氣流量計。

□指定能源用戶造紙設備使用能源效率值______(百萬卡/噸．年)，是否超
過公告上限值______(百萬卡/噸．年)

□指定能源用戶造紙設備之年產量申報是否符合規定要求之範圍。

□指定能源用戶造紙設備之使用能源數量申報是否符合規定要求之範圍。

□指定能源用戶造紙設備之表計校驗是否符合規定之要求。

二、現場處理情形

□稽查結果未符合規定，用戶應於能源局規定時間完成改善或更新設備，
並上傳改善後佐證資料。

實地稽查重點及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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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說明

1

本規定適用的造紙業業者為用
電契約容量超過800千瓦的能
源大用戶嗎？

本規定適用的能源用戶，包括紙漿、紙張及紙板製造業，
不分大、小用戶均適用。

2 本規定適用於何種產品？

本規定適用之能源用戶，指從事製造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 1455裱面紙板、CNS 2955瓦楞芯紙、CNS 10776

塗布白紙板、CNS 1456未塗布白紙板、CNS 3498灰紙
板、CNS 15276未塗布印刷書寫用紙或CNS 1091衛生紙
（以下合稱規範紙品）之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3 本規定所稱造紙設備為何？
指能源用戶以廢紙或紙漿作為原料，經散漿、淨漿、磨
漿、調漿、抄紙、捲紙及裁切（分條），至完成原紙複
捲過程使用之設備。

4

未設有獨立之電能、蒸汽、天
然氣或液化石油氣表計者如何
計算？

以造紙設備生產規範紙品之總重量占當年度所有造紙設
備生產產品總重量之比值，分別乘以能源用戶當年度總
電能、總蒸汽、總天然氣或總液化石油氣使用量。

5

設有獨立之電能、蒸汽、天然
氣或液化石油氣表計者需進行
校正嗎？

每年校正該表計至少一次；該表計經校正後之精確度，
須符合原廠初始規格之規範。

6 有排除條款嗎？ 生產規範紙品年產量，低於該設備年產總量百分之十。

7 不進行申報會有罰則嗎?

依能源管理法第23條，違反第8條規定者，應限期改善，
屆期不改善者，處新台幣2萬元至10萬元之罰鍰，並再
限期辦理；屆期仍不改善者，按次加倍處罰。

六、申報作業常見問題及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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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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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業節約能源及使用能源效率
規定說明

主辦單位: 經濟部 能源局
承辦單位: 工業技術研究院_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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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規依據
二、本規定適用之能源用戶
三、本規定用詞定義
四、本規定管理項目_加熱爐、裂解爐、熱媒鍋爐
五、本規定其他說明
六、能效申報與書面查驗作業管理程序
七、實地稽查管理程序與稽查重點
八、常見問題及解答

簡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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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管理法（民國98年7月8日修正）

第一條為加強管理能源，促進能源合理及有效使用，特制定本法。

第八條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既有能源用戶所使用之照明、動力、電熱、

空調、冷凍冷藏或其他使用能源之設備，其能源之使用及效率，

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所定節約能源之規定。

第廿三條能源用戶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八條所定關於能源使用及效率之

規定者，主管機關應限期命其改善或更新設備；屆期不改善或更新
設備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再限期辦理；
屆期仍不改善者，按次加倍處罰。

◼ 經濟部依能源管理法第8條規定，已公告發布之子法：

■公用設備之使用能源效率規定：蒸汽鍋爐(公告日期：民國101年3月22日)。

■「能源密集產業」節約能源及使用能源效率規定：
水泥業(101年09月24日)、鋼鐵業(102年09月13日)、造紙業(102年11月15日)

石化業(103年07月29日)、電子業(104年03月04日)、紡織業(104年10月30日)

一、法規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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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規定適用之能源用戶，指依法辦理公
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之下列行業：

石油化工原料製造業、合成樹脂、

塑膠及橡膠製造業及人造纖維製造業

行業別簡易查詢網站:

「經濟部商業司 - 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Bar/queryInit.do

中華民國行業分類標準第10版
C大類-製造業
1810細類 –化學原材料製造業
1841細類 –塑膠原料製造業
1842細類 –合成橡膠原料製造業
1850細類 –人造纖維製造業

二、本規定適用之能源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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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 / 量測 本 規 定 用 詞 定 義

1 額定總燃燒量
指加熱爐、裂解爐或熱媒鍋爐中，所有燃燒機最大燃料使用量之低熱值總和。
但不計入僅用於點火用途之燃燒機使用燃料之低熱值。

2 加熱爐
指具有對流區與輻射區二種溫區型式，利用燃燒燃料釋放熱能，升高爐管中
液態或氣態原料溫度，且額定總燃燒量超過每小時四百萬千卡之設備。

3 裂解爐
指具有對流區及輻射區二種溫區形式，利用燃燒燃料釋放熱能，升高爐管中
液態或氣態原料溫度並產生裂解反應，且額定總燃燒量超過每小時四百萬千
卡之設備。

4 熱媒鍋爐
指利用氣相或液相有機熱媒作為工作流體，且額定總燃燒量超過每小時二百
萬千卡之鍋爐。

5 既設設備

指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之加熱爐、裂解爐或熱媒鍋爐：
1、本規定生效前完成設置者。
2、本規定生效前完成採購，且生效當日尚未完成設置，經提出採購契約佐
證者。

6 新設設備 指既設設備以外之加熱爐、裂解爐或熱媒鍋爐。

7 煙道管徑

指符合下列條件之內直徑或等效內直徑：
1、煙道為圓管者，指內直徑。
2、煙道為非圓管者，指等效內直徑，亦即煙道管內側截面積之四倍，除以
煙道管內側截面周長所得值。

三、法規用詞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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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 / 量測 本規定用詞定義

8
煙氣出

口溫度

指下列監測點記錄之煙氣溫度讀值：
1、加熱爐或裂解爐本體煙氣出口未設置有熱回收裝置者，位於自加熱爐或裂解爐本體對
流區煙氣出口起算煙道管徑五倍以內之監測點。（如圖一）
２、加熱爐或裂解爐本體煙氣出口設有熱回收裝置者，位於距最末熱回收裝置煙氣出口
（自最末熱回收裝置出口連接煙道之漸縮口起算）煙道管徑五倍以內之監測點。（如圖二）
３、熱媒鍋爐本體煙氣出口未設置有熱回收裝置者，位於自熱媒鍋爐本體煙氣出口起算煙
道管徑五倍以內之監測點。（如圖三）
４、熱媒鍋爐本體煙氣出口設有熱回收裝置者，位於最末熱回收裝置煙氣出口煙道管徑五
倍以內之監測點。（如圖四）。

9
煙氣含氧體
積濃度

指下列監測點記錄之煙氣含氧體積濃度讀值：
１、位於加熱爐或裂解爐對流區或煙道內部之監測點。
２、位於熱媒鍋爐本體煙氣出口之監測點。

10
正常運轉

期間
指自加熱爐、裂解爐或熱媒鍋爐出料、製成合格產品，至停止入料之期間。

11 連續監測 指於正常運轉期間內，每十五分鐘記錄監測數值一筆以上。

12 月平均值 指每月一日零時起至當月末日二十四時止，正常運轉期間內監測數值之算術平均值。

13 年平均值 指當年各月平均值之算術平均值。

14 共燒 指加熱爐、裂解爐或熱媒鍋爐同時使用二種以上之液體、氣體或固體燃料。

15 設備利用率 指加熱爐、裂解爐或熱媒鍋爐之熱負荷率，其計算公式請參考法規內容。

16
日平均

設備利用率

指每日零時起至當日二十四時止，每小時計算於熱媒鍋爐正常運轉期間內設備利用率之算
術平均值。

三、法規用詞定義(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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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加熱爐或裂解爐（未設置熱回收裝置）
煙氣含氧體積濃度及煙氣出口溫度之監測點

圖二 加熱爐或裂解爐（已設置熱回收裝置）
煙氣含氧體積濃度及煙氣出口溫度之監測點

加熱爐、裂解爐煙氣出口溫度及含氧體積濃度_監測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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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熱媒鍋爐(未設置熱回收裝置)
煙氣含氧體積濃度及煙氣出口溫度之監測點

圖四、熱媒鍋爐(已設置熱回收裝置)
煙氣含氧體積濃度及煙氣出口溫度之監測點

熱媒鍋爐煙氣出口溫度及含氧體積濃度_監測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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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使用燃料種類數。

Qi：第i種燃料之進流量

（氣體燃料：立方公尺/小時；液體燃料：公升/小時；固體燃料：公斤/小時）。

Hi：第i種燃料之低熱值

（氣體燃料：千卡/立方公尺；液體燃料：千卡/公升；固體燃料：千卡/公斤）。

R：額定總燃燒量（千卡/小時）。

熱值(H)參考表

能源種類 熱值 單位

燃料油 9,600 kcal/L

柴油 8,400 kcal/L

液化石油氣(LPG) 6,635 kcal/L

天然氣(NG) 9,000 kcal/m3

燃料煤 5,890 kcal/kg

資料來源:104年能源統計手冊-能源產品單位熱值

計算公式:

設備利用率計算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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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熱爐、裂解爐及熱媒鍋爐煙氣含氧體積濃度年平均值及煙氣出口溫度年平均值上限，
須符合表一、表二及表三所列。但有共燒情況，其煙氣含氧體積濃度及煙氣出口溫度，
以熱值總量較高燃料之煙氣含氧體積濃度及煙氣出口溫度規定為斷。

（二）連續監測並記錄加熱爐及裂解爐之煙氣含氧體積濃度及煙氣出口溫度，且紀錄內容包括
日期、時間、煙氣含氧體積濃度及煙氣出口溫度。

（三）連續監測並記錄熱媒鍋爐之煙氣出口溫度，且紀錄內容包括日期、時間及煙氣出口溫度。
（四）每週至少監測一次並記錄熱媒鍋爐之煙氣含氧體積濃度，且紀錄內容包括日期、時間及

煙氣含氧體積濃度。
（五）煙氣含氧體積濃度感測元件及煙氣出口溫度感測元件，依下列規定辦理校正：

1、煙氣含氧體積濃度感測元件器差值須小於零點一氧氣體積百分濃度；煙氣出口溫度
感測元件器差值須小於讀值百分之一。

2、每十二個月至少自行或委託其他單位辦理一次校正。
3、委託其他單位辦理校正者，受託單位之檢驗室須通過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認證；
自行辦理校正者，須提供下列文件以供查驗：

(1)用以比對之標準件校正報告，且自行辦理校正之日期須在標準件校正報告有效期間
內，其出具報告之檢驗室，須通過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認證。

(2)標準氣體之氧氣濃度報告，其出具報告之檢驗室，須通過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
認證。

（六）煙氣含氧體積濃度或煙氣出口溫度感測元件發生故障時，須於故障發生次日起二個月內
完成檢修。

（七）每年三月底前，能源用戶應填寫並上傳申報前一年度加熱爐、裂解爐或熱媒鍋爐使用情
形如表四）至指定網站（網址：https://eei.itri.org.tw/）以供查驗。

（八）相關校正、抄錄及計算之紀錄，應保存至少五年。

能源用戶使用加熱爐、裂解爐或熱媒鍋爐，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七月一日起，應符合下列
規定：

四、本規定管理項目_加熱爐、裂解爐及熱媒鍋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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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燃料
上限值

既設設備 新設設備

氣體燃料 液體燃料 氣體燃料 液體燃料

含氧體積濃度(%) 3.5 4.2 2.8 3.3

煙氣出口溫度(℃) 180 200 160 180

表一、加熱爐煙氣含氧體積濃度及煙氣出口溫度年平均值上限

設備/燃料
上限值

既設設備 新設設備

氣體燃料 液體燃料 氣體燃料 液體燃料

含氧體積濃度(%) 3.5 4.2 2.8 3.3

煙氣出口溫度(℃) 180 200 160 180

表二、裂解爐煙氣含氧體積濃度及煙氣出口溫度年平均值上限

加熱爐、裂解爐能源效率規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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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熱媒鍋爐煙氣含氧體積濃度及煙氣出口溫度年平均值上限

設備/燃料

上限值

既設設備 新設設備

氣體
燃料

液體
燃料

固體
燃料

(煤炭)

氣體
燃料

液體
燃料

固體
燃料

(煤炭)

含氧體積濃度
(%)

5.2 5.7 7.2 4.7 5.1 6.5

煙氣出口溫度
(℃)

220 250 250 200 230 230

熱媒鍋爐能源效率規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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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
編號

額定
總燃燒
量

(kcal/h)

使用燃料名稱
年使用
燃料量

煙氣出口溫
度年平均值

(℃)

爐氣含氧體積
濃度年平均值

(%)

如有異常狀況，請
說明原因及因應作

法
種類 名稱 低熱值

氣體 kcal/m3 m3

液體 kcal/L kL

固體(煤炭) kcal/kg kg

氣體 kcal/m3 m3

液體 kcal/L kL

固體(煤炭) kcal/kg kg

表四 能源用戶加熱爐、裂解爐及熱媒鍋爐使用情形申報表
能源用戶名稱：○○公司（○○廠）
設備別（請勾選）：□加熱爐 □裂解爐 □熱媒鍋爐
申報資料期間： 年（記錄期間自當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填表人： ________________ 職稱：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 

業務主管：________________ 職稱：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 

加熱爐、裂解爐及熱媒鍋爐量測紀錄申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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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用戶使用加熱爐、裂解爐或熱媒鍋爐，有下列情形之一，致未符合煙氣出口

溫度或煙氣含氧體積濃度規定者，經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函報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後，

得不適用前點規定：

（一）產品規格或製程特殊，對於煙氣出口溫度或煙氣含氧體積濃度有特殊需求。

（二）批次生產之加熱爐、裂解爐或熱媒鍋爐。

(三) 加熱爐或裂解爐之日平均設備利用率低於百分之七十。

（四）熱媒鍋爐之日平均設備利用率低於百分之五十。

（五）新設置設備，或既有設備進行改裝或維護工程之測試。

（六）受空間或其他法規限制，設置熱回收裝置顯有困難。

◆不適用本規定之說明

五、本規定其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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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處

產業能效申報、書面查驗及不符合規定之作業流程

110年能效指標需申報資料
✓ 例行性申報項目
✓ 法規要求之其他事項

針對能效用戶申
報之所有資料，
逐一進行審查。

能源局要求用戶限期改善

能源局要求用戶提報改善或
更新設備計畫並限期改善

六、能效申報與書面查驗作業管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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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實地稽查管理程序

78

實地稽查項目包括
申報資料，以及各
產業能效規定之所
有要求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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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用戶使用下列設備，自中華民國104年7月1日起，應符合下列規定：

管理項目 能源效率查驗重點

加熱爐

裂解爐

1.煙氣出口溫度(℃)。(記錄時間:連續監測)

2.煙氣含氧體積濃度(%)。(記錄時間:連續監測)

依使用之氣體燃料、液體燃料、固體燃料分別進行管制。

→監測點位置參考法規圖一及圖二之說明。

燃氣加熱爐 燃氣裂解爐

加熱爐、裂解爐能源效率實地稽查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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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用戶使用下列設備，自中華民國104年7月1日起，應符合下列規定：

管理項目 能源效率查驗重點

熱媒鍋爐

1.煙氣出口溫度(℃)。(記錄時間:連續監測)

2.煙氣含氧體積濃度(%)。(記錄時間:每週至少一次)

依使用之氣體燃料、液體燃料、固體燃料分別進行管制。

→監測點位置參考法規圖三及圖四之說明。(詳後續之說明)

燃油或燃氣_熱媒鍋爐 燃煤_熱媒鍋爐

熱媒鍋爐能源效率實地稽查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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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能源用戶設備是否設置煙氣含氧體積濃度感測器。

□指定能源用戶設備是否設置煙氣出口溫度計或感測器。

□指定能源用戶設備煙氣出口溫度______℃，超過公告值______℃。

□是否有連續監測並記錄設備之煙氣出口溫度、日期及時間。

□指定能源用戶設備煙氣含氧體積濃度______%，超過公告值______%。

□是否有監測並記錄設備之煙氣含氧體積濃度、日期及時間。

(熱媒鍋爐為每週至少記錄一次)

□指定能源用戶設備進行連續監煙氣出口溫度使用之表計是否辦理校正。

□指定能源用戶設備進行監測煙氣含氧體積濃度使用之表計是否辦理校正。

加熱爐、裂解爐及熱媒鍋爐實地稽查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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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說明

1 本規定適用的石化業業者為用
電契約容量超過800千瓦的能源
大用戶嗎?

本規定適用的能源用戶，包括石油化工原料製造業、
合成樹脂、塑膠及橡膠製造業及人造纖維製造業，不
限於契約容量超過800KW之能源大用戶。

2 加熱爐、裂解爐之煙氣出口溫
或煙氣含氧體積濃度數據可以
用人工抄寫、記錄嗎?

加熱爐、裂解爐之煙氣出口溫或煙氣含氧體積濃度數
據每十五分鐘記錄監測數值一筆以上。

3 熱媒鍋爐額定總容量低於200萬
千卡/時者，需要申報嗎?

本規定對於適用之熱媒鍋爐超過每小時二百萬千卡之
鍋爐，使用熱媒鍋爐要進行申報。低於200萬千卡/時
則不需申報。

4 溫度感測器或含氧體積檢測元
件(儀器)一定要每年辦理校正嗎?

可以自校嗎?

1.依規定，溫度感測器或含氧體積濃度感測元件，每年
至少需校正一次，可自行辦理或委託其他單位辦理。

2.受託單位之檢驗室須通過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會認證；
自行辦理校正者，須出具比對之標準件校正報告，且
標準件校正報告之檢驗室須通過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
金會認證。

5 熱媒鍋爐煙氣含氧體積濃度數
據可以用人工抄寫、記錄嗎?

每週至少監測一次並記錄熱媒鍋爐之煙氣含氧體積濃
度，且紀錄內容包括日期、時間及煙氣含氧體積濃度。

6 不進行申報會有罰則嗎? 依能源管理法第23條，違反第8條規定者，應限期改善，
屆期不改善者，處新台幣2萬元至10萬元之罰鍰，並再
限期辦理；屆期仍不改善者，按次加倍處罰。

八、申報作業常見問題及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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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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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業節約能源及使用能源效率

規定說明

主辦單位: 經濟部 能源局
承辦單位: 工業技術研究院_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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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規依據

二、本規定適用之能源用戶

三、本規定用詞定義

四、本規定管理項目_冰水機群組

五、本規定管理項目_風機

六、本規定管理項目_吸附式乾燥機

七、本規定管理項目_壓縮空氣系統

八、能效申報與書面查驗作業管理程序

九、實地稽查管理程序

十、實地稽查重點

十一、法規釋疑及申報作業常見問題及解答

簡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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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管理法（民國98年7月8日修正）

第一條為加強管理能源，促進能源合理及有效使用，特制定本法。

第八條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既有能源用戶所使用之照明、動力、電熱、

空調、冷凍冷藏或其他使用能源之設備，其能源之使用及效率，

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所定節約能源之規定。

第廿三條能源用戶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八條所定關於能源使用及效率之

規定者，主管機關應限期命其改善或更新設備；屆期不改善或更新
設備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再限期辦理；
屆期仍不改善者，按次加倍處罰。

◼ 經濟部依能源管理法第8條規定，已公告發布之子法：

■公用設備之使用能源效率規定：蒸汽鍋爐(公告日期：民國101年3月22日)。

■「能源密集產業」節約能源及使用能源效率規定：
水泥業(101年09月24日)、鋼鐵業(102年09月13日)、造紙業(102年11月15日)

石化業(103年07月29日)、電子業(104年03月04日)、紡織業(104年10月30日)

一、法規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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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別簡易查詢網站:

「經濟部商業司 - 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Bar/queryInit.do

◼本規定適用之能源用戶，指依法辦理公
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之下列行業：

（一）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二）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中華民國行業分類標準第10版
C大類-製造業
26中類 -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27中類 -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二、本規定適用之能源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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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量測 本 規 定 用 詞 定 義

1 冰水機
指使用冷媒做為工作流體，以機械功為動力，冷媒經由壓縮、冷卻、膨
脹及蒸發等過程而達到造冷功效之設備。

2 冷凝器 指將氣態冷媒冷凝成液態冷媒，以釋放熱量之熱交換器。

3 蒸發器 指將液態冷媒蒸發成氣態冷媒，以吸收熱量之熱交換器。

4
外氣
空調箱

指將外部空氣導入箱體，進行除濕、降溫及加溫等程序，以獲得特定環
境條件補充空氣之設備。

5
空氣

處理單元
指用以調節及循環空氣之通風裝置。

6 風機
指使用於潔淨室之外氣空調箱或空氣處理單元，且功率大於二十馬力之
送風裝置。

7
自動調速
裝置

指以電腦或可程式化邏輯控制器，自動調整風機馬達轉速之裝置。

8 空壓機
指以機械能將容器內空氣，由常態壓力及體積，壓縮至特定壓力及體積
之設備。

9
壓縮空氣
系統

指由空壓機、穩壓空氣桶、精密過濾器、冷凍式或吸附式乾燥機及儲氣
桶等設備所組成，可提供壓縮空氣之系統。

三、法規用詞定義

88



Copyright 2021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

設備/量測 本 規 定 用 詞 定 義

10
吸附式
乾燥機

指吸附材料具備再生功能，且使用於壓縮空氣系統以排除水分之空氣乾
燥設備。

11 吹淨損失率
指吸附式乾燥機之入口壓縮空氣流量扣除出口壓縮空氣流量後，除以入
口壓縮空氣流量所得值。

12 負載率 指設備負載時數，除以負載時數與卸載時數總和所得值。

13
冰水機
負載調控

併聯運轉之冰水機群組，在滿足空調負荷下，根據每日空調負載變化實
施最佳化之開機數量與順序控制，或使用最少開機數量之條件下運轉。

14

壓縮空氣
系統

負載調控

壓縮空氣需量之基載部分，以空壓機滿載狀態運轉；壓縮空氣需量之變
動負載部分，對於負載率小於百分之八十之空壓機單機實施變頻控制或
其他由能源用戶提出佐證可達成節能效益之措施。

15 連續監測
指於正常運轉期間內，在特定期間之量測。但有異常狀況發生時，自發
生時起至排除時止，經能源用戶提出相關紀錄佐證，得不計入正常運轉
期間。

16 月平均值
指每月一日零時起至當月末日二十四時止，正常運轉期間內監測數值之
算術平均值。

三、法規用詞定義(續)

89



Copyright 2021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

◼ 能源用戶使用下列設備，自中華民國104年11月1日起，應符合下列規定：

管理項目 能源效率查驗重點

冰水主機

1.蒸發器(冰水)出、回水溫差。(紀錄時間:每小時至少一次)

2.冷凝器(冷卻水)出、回水溫差。(紀錄時間:每小時至少一次)

3.負載調控。

離心式冰水主機
(80-3000RT)

螺旋式冰水主機
(20-800RT)

往復式冰水主機
(3-220RT)

四、本規定管理項目_冰水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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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項目 能源效率規定

1.冰水機

◼ 蒸發器冰水出、回水溫差

月平均值須達 3 ℃以上

◼ 冷凝器冷卻水出、回水溫差

月平均值須達 3 ℃以上。但冷凝器運轉條件有特殊需求，操
作溫差須保持小於 3℃者，則以該冷凝器冷卻水出、回水溫差
設計值之0.6倍作為規定值，且能源用戶須提出設計文件以資
佐證。

◼ 負載調控

如單一廠區設有三臺以上常設運轉之冰水機且總容量達180冷
凍噸以上，須實施負載調控。

2.風機
◼ 使用於潔淨室之外氣空調箱、空氣處理單元之風機，應裝設
自動調速裝置。

3.吸附式乾燥機 ◼ 吹淨損失率不得超過15%。

4.壓縮空氣系統
◼ 單一廠區內設有三臺以上常設運轉之空壓機且總功率達

150馬力以上，應實施負載調控。

◼ 能源用戶使用下列設備，自中華民國104年11月1日起，應符合下列規定：

四、本規定管理項目_冰水機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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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續監測蒸發器冰水出水、回水攝氏溫度（圖一）及冷凝器冷卻水出水、回水攝氏溫度
（圖二），並記錄至小數點後第一位，且每小時至少一次。

◼ 蒸發器冰水出水、回水溫差及冷凝器冷卻水出水、回水溫差之月平均值，應符合冰水機之
蒸發器冰水與冷凝器冷卻水出水、回水溫差規定值。（如表一）

規定項目 溫差 規定值

蒸發器冰水出水、回水溫差 T2 - T1 3℃以上

冷凝器冷卻水出水、回水溫差 T4 - T3

3℃以上，但冷凝器運轉條件有特殊需求，操作溫差須保持小於3℃

者，則以該冷凝器冷卻水出、回水溫差設計值之0.6倍作為規定值，
且能源用戶須提出設計文件以資佐證。

圖一、冰水機冰水出水、回水溫差量測位置 圖二、冰水機冷卻水出水、回水溫差量測位置

溫度計 T1 溫度計 T2 

溫度計 T3 溫度計 T4 

表一、冰水機之蒸發器冰水與冷凝器冷卻水出水、回水溫差規定值

◆冰水機群組能源效率規定
四、本規定管理項目_冰水機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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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廠區內設置有三臺以上，且總容量達一百八十冷凍噸以上之經常運轉冰水機
者，須實施負載調控。

◆連續監測溫度使用之表計，應依下列規定辦理校正：

1、每十二個月至少校正一次，可自行辦理或委託其他單位辦理。

2、委託其他單位辦理校正者，受託單位之檢驗室須通過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會

認證；自行辦理校正者，須出具比對之標準件校正報告，且自行辦理校正之

日期須在標準件校正報告有效期間內，其出具標準件校正報告之檢驗室須通

過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認證。

◆目前表計之感測元件發生故障時，須於故障發生次日起二個月內修復。

◆冰水機群組能源效率規定

◼ 每年三月底前，上傳申報前一年度冰水機蒸發器冰水出水、回水溫差各月平均值、冷凝器冷卻

水出水、回水溫差各月平均值及冰水機實施冰水機負載調控情形（格式如表二、表三及表四）

至指定網站（網址：https://eei.itri.org.tw/），以供查驗。

◼ 相關校正、抄錄及計算紀錄，至少保存五年。

◆ 申報時間與紀錄保存

四、本規定管理項目_冰水機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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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1-每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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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2-
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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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水機群組能源效率規定申報表

表二、冰水機蒸發器冰水出、回水溫差申報表 表三、冰水機冷凝器冷卻水出、回水溫差申報表

96

四、本規定管理項目_冰水機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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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水機群組能源效率規定申報表(續)















表四、冰水機群組實施負載調控使用情形申報表

四、本規定管理項目_冰水機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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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於潔淨室之外氣空調箱或空氣處理單元，且功率大於
二十馬力之風機，應裝設自動調速裝置

◆風機_能源效率規定

無塵室AHU

空氣處理單元

潔淨室送風系統

管理項目

外氣空調箱

五、本規定管理項目_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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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附式乾燥機_能源效率規定

◼ 吸附式乾燥機方法一計算之吹淨損失率，不得超過百分之十五：

◼ 提供中央主管機關或委託執行機構之查核人員吸附式乾燥機實際操作壓力
露點溫度及其所對應之吹淨損失率。

SHD3
025

SHD3
045

SHD3
075

SHD3
100

SHD3
125

SHD3
150

SHD3
200

SHD3
240

2.5 4.5 7.5 10 12.5 15 20 24

◼乾燥機型號與規格

進氣溫度修正係數

(Mpa) 0.4 0.5 0.6 0.7 0.8 0.9 1

0.63 0.75 0.88 1.00 1.13 1.25 1.38

壓力修正係數 (35℃之下的標準值)

型號SHD3045 乾燥機操作於壓力露點 - 40℃之吹淨損失率為16.5%

壓力露點溫度 修正係數

-20℃ 14%

-40℃ 16.5%

-70℃ 23%

1

2

案例

六、本規定管理項目_吸附式乾燥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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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附式乾燥機依方法二計算之吹淨損失率，不得超過百分之十五：

◼ 依據國際標準 ISO 7183：2007規範，連續監測吸附式乾燥機完成再生循
環期間之入、出口流量至少十次再生循環，分別計算各再生循環之吹淨
損失率後，取其算術平均值。

乾
燥
桶

#2

於6~10管徑處量
測出口流量

於6~10管徑處
量測入口流量

乾
燥
桶

#1

◼ 現場量測方式

參照ISO 7183：2007規範

吹
淨
排
氣

吸附式乾燥機_能源效率規定(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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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壓縮空氣需量之基載部分，以空壓機滿載狀態
運轉；壓縮空氣需量之變動負載部分，對於負
載率小於百分之八十之空壓機單機實施變頻控
制或其他由能源用戶提出佐證可達成節能效益
之措施。

2. 單一廠區內設有三臺以上常設運轉之空壓機且
總功率達一百五十馬力以上，應實施負載調控
，但目前無適合設備可實施負載調控之壓縮空
氣系統，經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函報中央主管機
關同意後，得不適用本項規定。

◆壓縮空氣系統_能源效率規定

七、本規定管理項目_壓縮空氣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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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處

產業能效申報、書面查驗及不符合規定之作業流程

110年能效指標需申報資料
✓ 例行性申報項目
✓ 法規要求之其他事項

針對能效用戶申
報之所有資料，
逐一進行審查。

能源局要求用戶限期改善

能源局要求用戶提報改善或
更新設備計畫並限期改善

八、能效申報與書面查驗作業管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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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實地稽查管理程序

實地稽查項目包括
申報資料，以及各
產業能效規定之所
有要求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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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稽查重點項目

⚫ 指定能源用戶總計冰水循環數___處，其中第____號冰水循環，冰水出水□T1

量測點，回水□T2量測點是否設置溫度計?

⚫ 指定能源用戶總計冷卻水循環___處，其中第____號冰水循環，冷卻水出水

□T3量測點，回水□T4量測點是否設置溫度計?

⚫ □指定能源用戶是否依規定實施溫度計校驗?或校驗報告是否可追溯至TAF?

⚫ □指定能源用戶是否依規定實施每小時監測並記錄上述溫度差?

⚫ 指定能源用戶冰水溫差___月平均值為___℃，是否達規定值?

⚫ 指定能源用戶冷卻水溫差___月平均值為___℃，是否達規定值?

⚫ □指定能源用戶是否實施冰水機群組負載調控?

⚫ □指定能源用戶無塵室20hp以上之外氣空調箱風機是否裝設變速裝置?

⚫ □指定能源用戶吸附式乾燥機依規定□方法1或□方法2計算之吹淨損失率為

____%，是否達規定值(< 15%)?

⚫ □指定能源用戶壓縮空氣系統負載率< 80%者是否實施負載調控?

十、實地稽查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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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申報表過去僅有冰水機表格，法規中管制的其他設備如；風機
、空壓機、吸附式乾燥機等如何申報?

A1：除冰水機之外的其他管制項目自110年起需上網申報，請列管
能源用戶事先準備相關資料上傳，於實地赴廠查驗時進行確認
。

Q2：冰水機溫度記錄可以用人工方式進行嗎?

A2：可以，基本上只要做記錄即可，不限制記錄方法；但人工記錄
易有誤差，且每小時至少須記錄一次。考量人工成本，建議儘
可能採用自動記錄方式較佳。

Q3：溫度計如何校驗?精度要到哪一個等級?

A3：可自行進行校驗或委託外部機構校驗，二者均須具可追溯至財
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F)之認證之校正報告文件。溫度計
量測範圍0~50℃取3~5點校驗，精度在±0.2℃內。

十一、法規釋疑及申報作業常見問題及解答(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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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無塵室的風機是否皆需安裝變頻器?

A4：風機指使用於潔淨室之外氣空調箱或空氣處理單元，且功率大於二十
馬力(不含20HP)之送風裝置，須安裝變速機構以因應外氣變化進行節
能。除安裝變頻器之外，亦可用其他方式進行外氣風量調節。

Q5：本公司冰水機未達3台且冷凍噸數少於180RT，是否無須申報能源效
率指標?

A5：仍須申報冰水/冷卻水之出水、回水溫差值，但無須申報冰水系統負
載調控(表四)。

Q6：吸附式乾燥機的吹淨損失如何計算?若找不到資料該怎麼辦?

A6：方法1：依據實際操作壓力露點溫度提供原吸附式乾燥機設備製造商
所對應之吹淨損失率技術資料。

方法2：能源用戶委託專業機構依據國際標準(ISO) 7183：2007規定，
連續監測吸附式乾燥機完成再生循環期間之入口壓縮空氣流
量、出口壓縮空氣流量至少十次再生循環，分別計算各次再
生循環之吹淨損失率後，取其算術平均值。

十一、法規釋疑及申報作業常見問題及解答(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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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為何申報完畢，還收到未完成申報的通知?

A7：能源用戶須填寫完每一個欄位並檢視是否有”未打勾√ ”的情形，必須皆為”打勾√”

狀態，才能點擊提出完成申報送出。

Q8：裝設溫度記錄器須投資多少費用?政府有補助嗎?

A8：(1)對於既有中央監視系統之能源用戶可自行將溫度訊號傳輸至監視系統做存取，

僅有線路費支出。對未設置任何監測系統之能源用戶，每一個冰水機群組之連

續監測設施平均設置成本約10萬元(參考用，設施包含：記錄器本體、冰水共

管處出水、回水貼附式溫度計各一支、冷卻水共管處出水、回水貼附式溫度計

各一支、線材、施工費等)，貼附式溫度之校正費用約5千元/片(參考用)。

(2)有關設立連續監測設施補助機制之建議，能源局目前並無編列補助經費。

Q9：每台冰水機皆須申報溫差嗎?何謂”冰水循環”?

A9：請詳閱法規內容及溫度計裝設位置以免誤判，並非每一台冰水機都要申報出水、

回水溫差。冰水機群組中各台冰水若匯流構成一個密閉循環系統，則無論幾台，

須在共管處裝置溫度計，僅申共管處的出水、回水溫差即可，不是每一台都申報

。惟若僅有一台構成一個系統，則僅申報該台冰水機的出水、回水溫差值。

十一、法規釋疑及申報作業常見問題及解答(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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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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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織業節約能源及使用能源

效率規定說明

主辦單位: 經濟部 能源局
承辦單位: 工業技術研究院_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109



Copyright 2021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

一、法規依據
二、本規定適用之能源用戶
三、本規定用詞定義
四、本規定管理項目_冰水主機
五、本規定管理項目_熱媒鍋爐
六、本規定其他說明
七、能效申報與書面審查作業管理程序
八、實地查驗管理程序
九、現場查驗重點
十、申報作業常見問題及解答
十一、實地稽查案例分享

簡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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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管理法（民國98年7月8日修正）

第一條為加強管理能源，促進能源合理及有效使用，特制定本法。

第八條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既有能源用戶所使用之照明、動力、電熱、

空調、冷凍冷藏或其他使用能源之設備，其能源之使用及效率，

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所定節約能源之規定。

第廿三條能源用戶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八條所定關於能源使用及效率之

規定者主管機關應限期命其改善或更新設備；屆期不改善或更新
設備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再限期辦理；
屆期仍不改善者，按次加倍處罰。

◼ 經濟部依能源管理法第8條規定，已公告發布之子法：

■公用設備之使用能源效率規定：蒸汽鍋爐(公告日期：民國101年3月22日)。

■「能源密集產業」節約能源及使用能源效率規定：
水泥業(101年09月24日)、鋼鐵業(102年09月13日)、造紙業(102年11月15日)

石化業(103年07月29日)、電子業(104年03月04日)、紡織業(104年10月30日)

一、法規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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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別簡易查詢網站:

「經濟部商業司 - 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Bar/queryInit.do

◼本規定適用之能源用戶，指依法辦理公
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之下列行業：

（一）紡紗業。

（二）織布業。

（三）不織布業。

（四）印染整理業。

中華民國行業分類標準第10版
C大類-製造業
111小類 - 紡紗業
112小類 - 織布業
113小類 - 不織布業
114小類 - 染整業

二、本規定適用之能源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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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 / 量測 本 規定 用 詞定 義

1 冰水機
指使用冷媒作為工作流體，以機械功為動力，冷媒經由壓縮、冷卻、膨脹及
蒸發等過程而達到造冷功效之設備。

2 冷凝器 指將氣態冷媒冷凝成液態冷媒，以釋放熱量的熱交換器。

3 蒸發器 指將液態冷媒蒸發成氣態冷媒，以吸收熱量的熱交換器。

4 負載調控
指併聯運轉之冰水機群組，在滿足空調負荷下，根據每日空調負載變化實施
最佳化之開機數量與順序控制，或使用最少開機數量之條件下運轉。

5 熱媒鍋爐 指利用氣相或液相有機熱媒作為工作流體之鍋爐。

6 額定總燃燒量
指熱媒鍋爐中，所有燃燒機最大燃料使用量之低熱值總和。但不計入僅用於
點火用途之燃燒機使用燃料之低熱值。

7 既設設備

指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之冰水機或熱媒鍋爐：
1、本規定生效前完成設置者。
2、本規定生效前完成採購，且生效當日尚未完成設置，經提出採購契約佐
證者。

8 新設設備 指既設設備以外之冰水機或熱媒鍋爐。

9 煙道管徑

指符合下列條件之內直徑或等效內直徑：
1、煙道為圓管者，指內直徑。
2、煙道為非圓管者，指等效內直徑，亦即煙道管內側截面積之四倍，除以
煙道管內側截面周長所得值。

三、法規用詞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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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 / 量測 本規定用詞定義

10 煙氣出口溫度

指下列監測點記錄之煙氣溫度讀值：
1、熱媒鍋爐本體煙氣出口未設有熱回收裝置者，位於自熱媒鍋爐本體煙氣出口起算
煙道管徑五倍以內之監測點。（如圖一）

2、熱媒鍋爐本體煙氣出口設有熱回收裝置者，位於最末熱回收裝置煙氣出口煙道
管徑五倍以內之監測點。（如圖二）

11
煙氣

含氧體積濃度
指監測點位於熱媒鍋爐本體煙氣出口之煙氣含氧體積濃度感測元件讀值。

12
冰水機

正常運轉期間
指冰水機於正常運轉狀態下之使用期間。

13
熱媒鍋爐

正常運轉期間
指自熱媒鍋爐出料、製成合格產品，至停止入料之期間。

14 連續監測
指於正常運轉期間內，在特定期間之量測。
但有異常狀況發生時，自發生時起至排除時止，經能源用戶提出相關紀錄佐證，得不計
入正常運轉期間。

15 月平均值
指每月一日零時起至當月末日二十四時止，冰水機正常運轉期間或熱媒鍋爐正常運轉期
間內監測數值之算術平均值。

16 年平均值 指當年各月平均值之算術平均值。

17 共燒 指熱媒鍋爐同時使用二種以上之液體、氣體或固體燃料。

18 設備利用率 指熱媒鍋爐之熱負荷率，其計算公式請參考法規內容。

19
日平均

設備利用率

指每日零時起至當日二十四時止，每小時計算於熱媒鍋爐正常運轉期間內設備利用率之
算術平均值。

三、法規用詞定義(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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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使用燃料種類數。

Qi：第i種燃料之進流量

（氣體燃料：立方公尺/小時；液體燃料：公升/小時；固體燃料：公斤/小時）。

Hi：第i種燃料之低熱值

（氣體燃料：千卡/立方公尺；液體燃料：千卡/公升；固體燃料：千卡/公斤）。

R：額定總燃燒量（千卡/小時）。

熱值(H)參考表

能源種類 熱值 單位

燃料油 9,600 kcal/L

柴油 8,400 kcal/L

液化石油氣(LPG) 6,635 kcal/L

天然氣(NG) 9,000 kcal/m3

燃料煤 5,890 kcal/kg

資料來源:107年能源統計手冊-能源產品單位熱值

計算公式:

設備利用率計算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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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用戶使用下列設備，自中華民國105年1月1日起，應符合下列規定：

管理項目 能源效率查驗重點

冰水主機

1.蒸發器(冰水)出、回水溫差。(紀錄時間:每小時至少一次)

2.冷凝器(冷卻水)出、回水溫差。(紀錄時間:每小時至少一次)

3.負載調控。

離心式冰水主機
(80-3000RT)

螺旋式冰水主機
(20-800RT)

往復式冰水主機
(3-220RT)

四、本規定管理項目_冰水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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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續監測蒸發器冰水出水、回水攝氏溫度（圖三）及冷凝器冷卻水出水、回水攝氏溫度
（圖四），並記錄至小數點後第一位，且每小時至少一次。

◼ 蒸發器冰水出水、回水溫差及冷凝器冷卻水出水、回水溫差之月平均值，應符合冰水機之
蒸發器冰水與冷凝器冷卻水出水、回水溫差規定值。（如表一）

規定項目 溫差 規定值

蒸發器冰水出水、回水溫差 T2 - T1 3℃以上

冷凝器冷卻水出水、回水溫差 T4 - T3 3℃以上，但冷凝器運轉條件有特殊需求，操作溫差須保持小於3℃

者，則以該冷凝器冷卻水出、回水溫差設計值之0.6倍作為規定值，
且能源用戶須提出設計文件以資佐證。

圖三 冰水機冰水出水、回水溫差量測位置 圖四 冰水機冷卻水出水、回水溫差量測位置

溫度計 T1 溫度計 T2 

溫度計 T3 溫度計 T4 

表一 冰水機之蒸發器冰水與冷凝器冷卻水出水、回水溫差規定值

◆冰水主機能源效率規定

四、本規定管理項目_冰水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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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廠區內設置有三臺以上，且總容量達一百八十冷凍噸以上之經常運轉冰水

機者，須實施負載調控。

◆連續監測溫度使用之表計，應依下列規定辦理校正：

1、每十二個月至少校正一次，可自行辦理或委託其他單位辦理。

2、委託其他單位辦理校正者，受託單位之檢驗室須通過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會

認證；自行辦理校正者，須出具比對之標準件校正報告，且自行辦理校正之

日期須在標準件校正報告有效期間內，其出具標準件校正報告之檢驗室須通

過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認證。

◆目前表計之感測元件發生故障時，須於故障發生次日起二個月內修復。

◆冰水機群組能源效率規定

四、本規定管理項目_冰水機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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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冰水機蒸發器冰水出、回水溫差申報表 表五、冰水機冷凝器冷卻水出、回水溫差申報表

能源用戶名稱：○○公司（○○廠)
資料年度： 年(記錄期間自當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冰水
循環
編號

設計值 實測值(月平均值)

異常原因
說明蒸發器冰水出、

回水溫差(℃)
月份

蒸發器冰水出、
回水溫差(℃)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冷卻
水循
環編
號

設計值 實測值(月平均值)

異常原因
說明冷凝器冷卻水出、

回水溫差(℃)
月份

冷凝器冷卻水
出、回水溫差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註：若冰水循環系統超過一個以上，請逕行增列填寫。 註：若冷卻水循環系統超過一個以上，請逕行增列填寫。

填表人： ___________ 職稱：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          
業務主管： ___________ 職稱：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

填表人： ___________ 職稱：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          
業務主管： ___________ 職稱：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

能源用戶名稱：○○公司（○○廠)
資料年度： 年(記錄期間自當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冰水機群組能源效率規定申報表

四、本規定管理項目_冰水機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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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冰水機群組實施負載調控使用情形申報表

能源用戶名稱：○○公司（○○廠)
資料年度： 年(記錄期間自當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冰水機群組
編號

群組
台數
(台)

總額定
冷凍能力

(RT)

實施冰水機
負載調控

實施冰水機
負載調控

方式
備 註

是
□自動控制
□人工抄表

否
原因：

中央監控軟體
PLC控制
其他控制方式

填表人： ___________ 職稱：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          
業務主管： ___________ 職稱：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

註：若冰水機群組超過一個以上，請逕行增列填寫。

◆冰水機群組能源效率規定申報表(續)

四、本規定管理項目_冰水機群組



Copyright 2021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 121

◼ 能源用戶使用下列設備，自中華民國105年1月1日起，應符合下列規定：

管理項目 能源效率查驗重點

熱媒鍋爐

1.煙氣出口溫度(℃)。(記錄時間:每四小時至少一次)

2.煙氣含氧體積濃度(%)。(記錄時間:每週至少一次)

依使用之氣體燃料、液體燃料、固體燃料分別進行管制。

→監測點位置參考法規圖三及圖四之說明。(詳後續之說明)

燃油或燃氣_熱媒鍋爐
鏈條式塊煤_熱媒鍋爐

五、本規定管理項目_熱媒鍋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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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熱媒鍋爐煙氣含氧體積濃度及煙氣出口溫度年平均值上限（既設設備 )

燃料種類

管制項目

氣體燃料 液體燃料

固體燃料

額定總燃燒量
超過9百萬千卡/小時

額定總燃燒量
9百萬千卡/小時以下

含氧體積濃度(%) 5.2 5.7 7.2 14

煙氣出口溫度(℃) 220 250 250 250

表三、熱媒鍋爐煙氣含氧體積濃度及煙氣出口溫度年平均值上限（新設設備 )

燃料種類

管制項目
氣體燃料 液體燃料

固體燃料

額定總燃燒量
9百萬千卡/小時以下，且於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六月
三十日前完成設置者

非適用
左列條件者

含氧體積濃度(%) 4.7 5.1 11 6.5

煙氣出口溫度(℃) 200 230 210 230

◆熱媒鍋爐能源效率規定

五、本規定管理項目_熱媒鍋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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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熱媒鍋爐(未設有熱回收裝置)
煙氣含氧體積濃度及煙氣出口溫度之監測點

圖二、熱媒鍋爐(已設有熱回收裝置)
煙氣含氧體積濃度及煙氣出口溫度之監測點

◆熱媒鍋爐煙氣出口溫度及含氧體積濃度_監測點

五、本規定管理項目_熱媒鍋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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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煙氣含氧體積濃度年平均值及煙氣出口溫度年平均值上限，須符合表二及表三所列。
但有共燒情況，其煙氣含氧體積濃度及煙氣出口溫度，以熱值總量較高燃料之煙氣
含氧體積濃度及煙氣出口溫度規定為斷。

（二）連續監測並記錄煙氣出口溫度每四小時至少一次，且紀錄內容包括日期、時間及煙氣
出口溫度。

（三）每週至少監測一次並記錄煙氣含氧體積濃度，且紀錄內容包括日期、時間及煙氣含氧
體積濃度。

（四）煙氣含氧體積濃度感測元件及煙氣出口溫度感測元件，依下列規定辦理校正：
1、煙氣含氧體積濃度感測元件器差值須小於零點一氧氣體積百分濃度；煙氣出口溫度
感測元件器差值須小於讀值百分之一。

2、每十二個月至少自行或委託其他單位辦理一次校正。
3、委託其他單位辦理校正者，受託單位之檢驗室須通過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認證；
自行辦理校正者，須提供下列文件以供查驗：

(1)用以比對之標準件校正報告，且自行辦理校正之日期須在標準件校正報告有效期間
內，其出具報告之檢驗室，須通過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認證。

(2)標準氣體之氧氣濃度報告，其出具報告之檢驗室，須通過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
認證。

（五）煙氣含氧體積濃度或煙氣出口溫度感測元件發生故障時，須於故障發生次日起二個月內
完成檢修。

◆熱媒鍋爐能源效率規定(續)

五、本規定管理項目_熱媒鍋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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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
編號

額定
總燃燒量
(kcal/h)

使用燃料名稱
年使用
燃料量

煙氣出口溫
度年平均值

(℃)

爐氣含氧體積濃
度年平均值(%)

如有異常狀況，請說
明原因及因應作法

種類 名稱 低熱值

氣體 kcal/m3 m3

液體 kcal/L kL

固體(煤炭) kcal/kg kg

氣體 kcal/m3 m3

液體 kcal/L kL

固體(煤炭) kcal/kg kg

表七、能源用戶熱媒鍋爐使用情形申報表

能源用戶名稱：○○公司（○○廠）
資料年度： 年（記錄期間自當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填表人： ________________ 職稱：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 
業務主管：________________ 職稱：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 

◆熱媒鍋爐量測紀錄申報表

五、本規定管理項目_熱媒鍋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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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能源用戶熱媒鍋爐熱煙氣出口溫度及含氧體積濃度申報表

能源用戶名稱：○○公司（○○廠）
使用燃料：□ 氣體燃料 □ 液體燃料 □ 固體燃料(煤炭)
設備編號：
額定總燃燒量： 百萬仟卡/小時
資料年度： 年（記錄期間自當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月份
煙氣出口溫度

(℃)
爐氣含氧體積濃度

(%)
如有異常狀況，請說明原因及

因應作法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填表人： _______________ 職稱：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 
業務主管：_______________ 職稱：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 

◆熱媒鍋爐量測紀錄申報表(續)

五、本規定管理項目_熱媒鍋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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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用戶使用之冰水機群組，如僅供辦公區域空調用途，得不適用第三點之規定。

➢ 能源用戶使用熱媒鍋爐，有下列情形之一，致未符合煙氣出口溫度或煙氣含氧體積濃度規

定者，經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函報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後，得不適用第四點之規定：

（一）產品規格或製程特殊，對於煙氣出口溫度或煙氣含氧體積濃度有特殊需求。

（二）批次生產之熱媒鍋爐。

（三）熱媒鍋爐之日平均設備利用率低於百分之五十。

（四）新設置設備，或既有設備進行改裝或維護工程之測試。

（五）受空間或其他法規限制，設置熱回收裝置顯有困難。

◼ 每年三月底前，能源用戶應填寫並上傳申報前一年度冰水機群組及熱媒鍋爐使用情形

（如表四至表八）至指定網站（網址：https://eei.itri.org.tw/）以供查驗。

◼ 相關校正、抄錄及計算之紀錄，應保存至少五年。

◆能源效率申報時間與紀錄保存

◆不適用本規定之說明

六、本規定其他說明

http://eei.itr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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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處

產業能效申報、書面查驗及不符合規定之作業流程

110年能效指標需申報資料
✓ 例行性申報項目
✓ 法規要求之其他事項

針對能效用戶申
報之所有資料，
逐一進行審查。

能源局要求用戶限期改善

能源局要求用戶提報改善或
更新設備計畫並限期改善

七、能效申報與書面審查作業管理程序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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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實地查驗管理程序

實地稽查項目包括
申報資料，以及各
產業能效規定之所
有要求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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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水主機現場查驗重點

一、現場查驗及拍照重點

□指定能源用戶設備是否設置蒸發器出、回水溫度計或感測器。

□指定能源用戶設備是否設置冷凝器出、回水溫度計或感測器。

□指定能源用戶設備蒸發器出、回水溫度差______℃，是否超過公告值3℃。

□指定能源用戶設備冷凝器出、回水溫度差______℃，是否超過公告值3℃。

□是否連續監測並每一小時記錄設備之蒸發器及冷凝器出回、水溫度、日期
及時間。

□指定能源用戶設備進行連續監測溫度使用之表計是否辦理校正。

九、現場查驗重點(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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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媒鍋爐現場查驗重點

一、現場柴驗及拍照重點

□指定能源用戶設備是否設置煙氣含氧體積濃度感測器。

□指定能源用戶設備是否設置煙氣出口溫度計或感測器。

□指定能源用戶設備煙氣出口溫度______℃，超過公告值______℃。

□是否有連續監測並每四小時記錄設備之煙氣出口溫度、日期及時間。

□指定能源用戶設備煙氣含氧體積濃度______%，超過公告值______%。

□是否有每週監測並記錄設備之煙氣含氧體積濃度、日期及時間。

□指定能源用戶設備進行連續監煙氣出口溫度使用之表計是否辦理校正。

□指定能源用戶設備進行監測煙氣含氧體積濃度使用之表計是否辦理校正。

九、現場查驗重點(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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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說明

1 本規定適用的紡織業業者為用電契約
容量超過800千瓦的能源大用戶嗎?

本規定適用的能源用戶，包括紡紗、織布、不
織布以及印染整理業，不分大、小用戶均適用。

2 如果廠區冰水主機僅二台，未達180RT，
需要申報嗎?

能源用戶使用之冰水機，只要非用於辦公區域
之空調用途，都要進行申報。

3 熱媒鍋爐額定總容量低於100萬千卡/時
者，需要申報嗎?

本規定對於適用之熱媒鍋爐並未設限，只要用
戶使用熱媒鍋爐，不分容量都要進行申報。

4 溫度感測器或含氧體積檢測元件(儀器)

一定要每年辦理校正嗎?可以自校嗎?

1.依規定，溫度感測器或含氧體積濃度感測元
件，每12個月至少須校正一次，可自行辦理或
委託其他單位辦理。

2.受託單位之檢驗室須通過財團法人全國認證
基會認證；自行辦理校正者，須出具比對之標
準件校正報告，且標準件校正報告之檢驗室須
通過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認證。

5 如果冰水主機冰水、冷卻水溫差低於
法規公告值3℃時，應如何處理?

若為特殊需求，申報時於異常欄位中說明，並
提供設計文件以資佐證。

6 出水、回水溫差或煙氣含氧體積濃度
數據可以用人工抄寫、記錄嗎?

可以。

7 不進行申報會有罰則嗎? 依能源管理法第23條，違反第8條規定者，應限
期改善，屆期不改善者，處新台幣2萬元至10萬
元之罰鍰，並再限期辦理；屆期仍不改善者，
按次加倍處罰。

十、申報作業常見問題及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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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稽查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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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性質能源查核申報

節電1%執行及規劃查驗

指定能源用戶使用蒸汽鍋爐
應遵循之節約能源規定

技師或能管員設置查驗

能源用戶申報資料查驗

查核設備
蒸汽鍋爐

排氣溫度

空氣比 (O2%)

紡織業節約能源及使用
能源效率規定

查核設備：冰水主機 冰水/冷卻水出回水溫差 (>3℃)

查核設備：熱媒鍋爐
煙氣出口溫度

煙氣含氧體積濃度(O2%)

每1小時紀錄乙次

每4小時紀錄乙次

每週紀錄乙次

檢測孔

申報資料抽查

證書、設置表

措施確認、照相

紡織業實地查核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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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名單篩選 Mail或電話通知能源用戶

依日期實地訪廠查驗

能源查核 蒸汽鍋爐查核 能效指標查核

申報資料查核 設備檢查 設備及報表檢查

第一次檢查
* 鍋爐合格使用證
* 確認排氣溫度
* 實測空氣比

◼ 冰水主機
- 冰機出回水溫差紀錄表

(去年度、抽查)
熱媒鍋爐

- 鍋爐合格使用證
- 排氣溫度及含氧濃度紀錄表

(去年度、抽查)
✓ 溫度監測元件及O2檢測儀校驗

報告

1 2 3

稽查結果歸檔

➢ 電號
➢ 電費單
➢ 能管員證書
➢ 技師或能管員設置表
➢ 節電1%措施(含照相)

結果歸檔 擇期複查

符合
不符合
違反能源管理法

案件舉發通知書

解除列管 裁處罰鍰

符合 不符合

結果歸檔 改善計畫書

符合 不符合

➢擇期複查-歸檔
➢裁處罰鍰

實地查核作業流程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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堃霖冰水主機260RT 冰水_出、回水監測 冷卻水_出、回水監測

現場連續監測器

電腦連線連續值

用戶查核缺失：監測儀器(貼附式)
未進行年度校驗報告，提改善計畫
書說明改善時程。

冰水主機實地查核案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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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側冰機 160RT左側冰機 160RT

冷卻水塔 插入式溫度感測元件器安裝位置 冰水及冷卻水溫差紀錄器

冰水主機實地查核案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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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水及冷卻水，出回
水溫度及溫差紀錄，
每一個小時紀錄乙次

其他說明

每天1張

出水溫度 回水溫度 溫差 出水溫度 回水溫度 溫差

00:00

01:00

02:00

03:00

04:00

05:00

06:00

07:00

08:00

0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15:00

16:00

17:00

18:00

19:00

20:00

21:00

22:00

23:00

日平均

蒸發器(冰水) 冷擬器
人員簽名 備註

XXXX股份有限公司(範本_

冰水主機 冰水/冷卻水 口回水溫差抄表紀錄

         年       月       日 冰水主機   蒸發器(冰水)及冷擬器(冷卻水) 出、回水溫度℃紀錄 (每一小時一次)

冰水主機(群)編號：

主管簽名：

其他說明：

(1). 溫度表計或溫度感測元件，每十二個月至少校正一次。(TAF認證)

(2). 溫度表計或溫度感測元件發生故障時，需於故障發生日起二個月內修復。

(3). 相關校正、抄錄及計算之紀錄，應保存至少五年。

冰水主機抄表記錄範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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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媒鍋爐實地查核案例一

➢ XX股份有限公司燃氣熱媒鍋爐使用情形檢查

確認排氣溫度
感測元件位置

確認排氣氧含量
檢測孔位置

鍋爐本體(有無熱回收)

鍋爐檢查合格證

鍋爐銘牌(製造編號/構造檢查碼)

另外檢查用戶有關下述之日、月實際運作記錄表
煙氣出口溫度(℃) - 每4個小時紀錄1次
含氧體積濃度(O2%) - 每週紀錄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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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星期 00:00 04:00 08:00 12:00 16:00 20:00 人員簽名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每月

第一週

O2%

量測值

每月

第二週

O2%

量測值

每月

第三週

O2%

量測值

每月

第四週

O2%

量測值

每月

第五週

O2%

量測值

/ / / / /

含氧體積濃度(%)量測 (每週至少一次)

年       月 熱媒鍋爐：                  機台 煙氣出口溫度℃紀錄 (每四小時一次)

XXXX股份有限公司

熱媒鍋爐 煙氣出口溫度及含氧體積濃度抄表紀錄

主管簽名：

其他說明：

(1). 煙氣出口溫度感測元件及含氧體積濃度感測元件，每十二個月至少校正一次。(TAF認證)

(2). 煙氣出口溫度感測元件及含氧體積濃度感測元件發生故障時，需於故障發生日起二個月內修復。

(3). 相關校正、抄錄及計算之紀錄，應保存至少五年。

煙氣出口溫度(℃)

每四個小時紀錄乙次

含氧體積濃度(O2%)
每週紀錄乙次

其他說明

每月1張

熱媒鍋爐抄表記錄範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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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股份有限公司燃氣熱媒鍋爐使用情形檢查

大震_燃氣熱媒鍋爐

廠商有安裝連續監測值儀器顯示O2%及出口溫
度均符合規定，但感測元件依規定須有校驗報
告。

熱媒鍋爐實地查核案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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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正報告

燃煤鍋爐

連續監測儀器

燃氣、燃油 鍋爐

手持式檢測儀

GMI-PS200 
(測O2%)

KIMO 
(測O2%、煙氣溫度)

自行設計
(測O2%、煙氣溫度)

Testo 煙道檢測儀

相關儀器用戶每年
要校正一次!

“TAF標章”

業者使用之含氧濃度件測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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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