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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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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管理績效管理 能源管理系統

節約能源改善 能源管理系統

以避免浪費為原則，採用

節能改善技術或設備提升

能源績效表現，可以短期

達成節約能源目標。

以持續改善為目標，透過

績效管理與制度管理方式

落實節約能源，可以長期

促成能源績效持續改善。



1.最高管理階層表態支持

2.掌握重大的能源使用狀況

3.訂定明確的節能改善目標

4.制定完整的節能改善方案

5.建立完善的設備操作流程

6.採購高效率能源使用設備

7.定期監測與量測能源績效

8.遵守能源管理相關法規

9.即時矯正能源異常行為

10.定期審查能源管理績效

節能典範企業特質 ISO 50001國際標準從「制度管理」與「績效管理」的觀點，

引導企業持續改善能源績效，朝向節能典範企業的方向努力

一、前言

P.5



 本計畫已結合專業的輔導顧問群與節能技術量測團隊，

輔導建立完整的能源管理制度以及發掘潛在的節能改善

空間。

 本計畫將協助實施能源審查、設定能源管理目標、研提

能源管理行動計畫、製作能源管理程序文件、舉辦能源

管理教育訓練及實施能源管理系統內部稽核，並進一步

協助申請ISO 50001國際標準驗證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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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管理系統
建置輔導

能源管理績效
改善輔導



本計畫依ISO 50001國際標準輔導學校建置能源管理系統，其

輔導內容包括：

1. 成立能源管理團隊：

輔導學校整合各部門資源並建立能源管理團隊，以落實推動各項能源

管理策略與行動計畫。

2. 實施能源審查：

輔導學校鑑別與其營運活動過程相關的重大能源使用區域或設備，並

建立能源基線與能源管理績效指標。

3. 提供節能技術診斷：

輔導學校實施節能技術診斷，利用專業儀器，依現場作業需求，針對

照明、空調、動力、空壓或鍋爐等能源使用設備之能源運轉效率進行

量測及分析，並協助研提能源管理行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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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全能源管理制度：

輔導學校依ISO 50001國際標準條文要求，建立能源管理程序文件以及

相關紀錄表單。

5. 實施能源管理內部稽核：

輔導學校依ISO 50001國際標準條文要求，執行能源管理內部稽核，並

召開管理審查會議，以改正各項稽核缺失。

6. 培訓能源管理系統種子人員：

輔導學校舉辦能源管理教育訓練，培訓能源管理系統種子人員，凝聚

對能源管理系統之認知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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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輔導內容--系統建置輔導

能源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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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輔導內容--系統建置輔導

績效指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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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輔導內容--系統建置輔導

二階文件

三階規範

四階表單

一階手冊

制度文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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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輔導內容--系統建置輔導

操作標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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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輔導內容--系統建置輔導

Plan

1

為用而訓、訓用合一

能源管理教育訓練

1

ISO 50001標準導讀

能源管理法規簡介

能源審查實務 2

3

1

能源基線與績效指標

能源管理行動計畫研擬

能源管理程序文件製作 2

4能源管理內部稽核

能源管理系統持續改善 3

Do

Check

Act

1.成立能源管理團隊

2.實施能源審查

3.建立能源績效指標

4.推動能源管理行動計
畫

5.製作能源管理程序文
件

6.建立能源設備操作規
範

7.執行能源管理內部稽
核

8.實施管理階層審查

配合輔導流程，採取即訓即用，
提供相關能源管理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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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輔導內容--績效改善輔導

節能技術診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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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輔導內容--績效改善輔導

診斷能源使用資料

電費單、電力單線圖、
能源平衡圖、設備規格、
耗能狀況及使用時間

量測能源使用效率

依現場設備稼動率、耗能量
及安全性，決定量測並分析
各耗能設備運轉現況

計算節能改善空間

探討空調、照明、電力、
鍋爐及空壓等系統設備
之節能效益

1.用戶基本資料調查

2.能源使用現況分析

3.能耗檢測及問題分析

4.改善建議事項分析

5.節能潛力/效益評估

6.節能績效保證評估

節能診斷輔導
作業流程

節能技術診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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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輔導期程

工作項目
輔導期程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籌組能源管理團隊 ※

2.舉辦啟始會議 ※

3.實施能源審查 ※ ※ ※ ※ ※

4.實施節能技術診斷 ※

5.建立能源管理目標/ 標的/ 行動計畫 ※ ※

6制定能源政策 ※ ※

7.製作/ 發行能源管理程序文件 ※ ※ ※ ※ ※ ※

8.實施能源管理教育訓練 ※ ※ ※ ※ ※

9.實施內部稽核/管理階層審查 ※ ※

10.實施能源管理系統外部驗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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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討論事項

1. 能源管理系統範疇、邊界

2. 能源管理系統推行組織與權責分工

3. 能源管理系統起始會議議程建議

4. 能源管理系統程序文件(文件整併、填文件一覽表)

5. 能源管理系統第三者驗證單位

6. 合作協議書簽訂進度

7. 能源管理系統輔導期程及須配合事項

8. 能源審查進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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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能源管理系統範疇、邊界

四、討論事項

• 範疇：高雄醫學大學
能源管理系統所涵蓋
的活動、設施及決策

• 邊界：高雄市三民區
十全一路100號(電號
11068505006)

• 應用範圍：全區域

資料來源：能源管理系統示範輔導申請資料

驗證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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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源管理系統推行組織與權責分工

四、討論事項

資料來源：能源管理系統示範輔導申請資料



P.19

2.能源管理系統推行組織與權責分工

四、討論事項

組織分工 工作職掌
成員 部門/職稱

主任委員 副校長/楊俊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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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管理
代表

總務長/黃耀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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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能源管理系統示範輔導申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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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源管理系統推行組織與權責分工

四、討論事項

組織分工 工作職掌
成員 部門/職稱

能源管理
總幹事

總務處/郭安佳
1. 協助能源管理代表推動能源管理相關事務。
2. 協助召開能源管理審查會議，並負責完成會前

準備事項。

能源管理
委員

各部門主管

1. 協助審議及宣達能源政策。
2. 處理及管理該部門之能源管理溝通事宜。
3. 出席能源管理審查會議。
4. 依管理審查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指派工作。

能源管理
幹事

主管指派之
部門同仁

1. 協助所屬部門填寫、彙整維持能源管理系統所
需相關資料。

2. 擔任能源管理內部稽核人員。
3. 檢視能源管理程序文件適用性。

資料來源：能源管理系統示範輔導申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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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源管理系統推行組織與權責分工

四、討論事項

組織分工 工作職掌

能源管理 陸文德委員 負責學校能源相關法規鑑別登錄之部門

能源管理 郭安佳委員 負責學校能源使用管理與規劃之部門

能源管理 彭崑旺委員 負責學校設備管理與保養之部門

能源管理 陸文德委員 負責學校設備採購、工程發包與設計之部門

能源管理張志仲委員 負責學校文件發行與管理之部門

能源管理陳信福委員 負責學校內外部溝通之部門

能源管理楊幸真委員 負責學校規劃訓練之部門

負責學校能源管理稽核之部門

資料來源：能源管理系統示範輔導申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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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能源管理系統起始會議議程建議

四、討論事項

時間 內容 主持人

14:00~14:10 報到

14:10~14:30 致 詞
高雄醫學大學

經濟部能源局(邀請中)
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14:30~14:50
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
簡介與輔導期程說明 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14:50~15:00 合影拍照

高雄醫學大學
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推動起始會議 議程

日期：106年5月OO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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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討論事項

4. 能源管理系統程序文件(文件整併、填文件一覽表)，詳附件1

5. 能源管理系統第三者驗證單位，詳附件2

6. 合作協議書簽訂進度

7. 能源管理系統輔導期程及須配合事項，詳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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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能源審查進行方式

四、討論事項

• 將驗證範圍劃分為多個區域，分別審查
，以：

o 提升能源審查效率；

o 讓熟悉不同區域之人員分工盤查；

o 可回饋各區域之能源耗用資訊。

• 區域劃分原則：

o 依樓層劃分；

o 依作業區域特性劃分，如分割成公
用系統區、製程區(可細分生產線)
、作業機房、行政區域；

o 依人員業務性質劃分。

劃分能源審查區域 審查人員分工

• 針對劃分區域，選定適當之能源
審查人員。

• 審查人員應具備下列能力：

o 理解該區域之設備與能源使
用；

o 可評估該區域之能源耗用；

o 熟悉能源審查表單填寫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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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能源審查進行方式

四、討論事項

依系統別調查各項能源使用設備項目

－空調

－照明

－冷凍冷藏

－送排風

－給排水

－電梯

－鍋爐及熱泵

－車輛

－緊急發電機

－插座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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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敬請配合事項

1. 籌組能源管理推行組織 (起始會議前完成)

2. 確認起始會議時間(5/15~5/26約1小時)

3. 確認教育訓練時間(5/19)，主題：能源審查實務(2hrs)
、能源基線與績效指標(3hrs)

4. 提供既有文件一覽表(既有文件包括：ISO 90001、ISO
14001…程序文件)



• 林金美 專案經理

•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48號4樓之3

• 電話：02-2910-6067#512

• 傳真：02-2910-7804

• E-Mail：Ljm@tgpf.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