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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能源技術服務產業人才供需研究 

一、摘要 

能源技術服務產業(以下簡稱 ESCO)人才供需調查目的在協助政府

發展願景與國內外產業結構變遷分析產業專業人才供需人數變化、重要

職務類別及其能力條件、重要人才議題看法等資訊，以更有系統的掌握

產業人才供需缺口，並提出解決對策，以助益產業發展。 

本研究主要以經濟合作開發組織（OECD）建立之「地中海區域計

畫人力推估法」，並結合雇主調查法推算未來 3 年能源技術服務業者人

力需求數量，經研究結果預期 2015-2017 年產業就業人數為 2,983、

3,589、4,332 人次，人才需求新增量為 540、660、820 人次，供給面

依據臺灣高等教育整合資料庫之畢業生流向調查結果，專業人才供給數

2015-2017 年分別為 508 人、557 人、664 人，人才於量能部份呈現人

才充裕~人才供需平衡狀態。惟於人才應用上人才質能呈現專業能力不

足問題，未來應加強以在職訓練方式，進行全方位節能技術人才培訓，

以彌補學用落差。 

二、能源技術服務業發展趨勢分析 

我國政府於 87 年參考美日成功經驗，引進能源技術服務產業至國

內，產業範疇依我國經濟部商業司定義，係指從事新及淨潔能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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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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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產業國際發展趨勢 

目前全世界超過 40 個以上國家已經引進 ESCO 產業作為推動節

約能源和解決全球溫室效應的主要對策，主要推動國家涵括美國、

歐盟、日本及中國大陸等，各國政府均對產業推動補助、低利貸款

及投資抵減等措施促成產業發展，其中以美國及中國大陸為產業主

要標竿國家，茲就主要國家發展現況說明如下： 

1.美國：市場發展以公部門為核心向外發展，發展初期鼓勵聯邦政

府、州政府和私部門建築使用 ESPC 方案。顧客主要以機關學校

與醫院為對象(84％)。美國能源技術服務產業至 1990 開始穩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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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其中 2009-2011 年產業產值每年以 9%成長，成長幅度超出

美國國民生產毛額(GDP)，至 2011年產業產值達 53億美元(1,591

億元新台幣)。 

2.中國大陸：中國大陸藉由示範、推廣及獎勵等模式，促進能源技術

服務產業迅速發展，服務領域已擴展到工業、建築、交通及公共

機構等，產業產值由 2005 年起每年大幅成長，發展至 2011 年總

市場產值已由 47.3 億元(2005 年)大幅成長至 1,250 億人民幣元 

3.日本：市場以私部門機關為主(占 91％)，產業產值極易受景氣影

響，產業發展至 2007 年市場規模達最高值 406 億日圓(約新臺幣

117.5 億元)，2008 年因受金融海嘯影響，下降至 176 億日圓(約

新臺幣 50.9 億元)，至 2011 年產業產值達 300 億日圓(約新臺幣

86.6 億元)。 

4.歐盟：歐盟各國 ESCO 發展情勢並不相同，部分國家成功促成大

型 ESCO 公司營運，而部分國家僅處於萌芽階段，惟其產業相較

於其他主要國家，仍以供電業及電力調度為主，2010 年已逾 24

個國家具有 ESCO 產業，總市場產值約 32 億歐元(約新臺幣 1,175

億元)。 

(二)我國產業發展趨勢 

我國 ESCO 廠商發展至 2014 年計 208 家，主要組成為空調、照明、

熱泵、太陽能熱水、穩壓省電、監控系統與能源管理系統(BEMS)等

經銷及設備製造等廠商，近年來隨著政府投入推動產業發展及能源

價格合理化，造就了能源技術服務產業大幅成長，大型知名企業紛

紛成立子公司或能源部門推動相關業務，並透過與其他中小型

ESCO 公司合作共同承攬專案，發揮以大帶小之功能，提升產業競

爭力。依經濟部能源科技研究發展計畫進行 ESCO 產業產值調查結

果如圖 1 所示，產業於發展初期 2005 年之產值為新臺幣 3.7 億元，

產值每年均大幅度成長，至 2014 年產值高達新臺幣 110 億元，顯

示能源技術服務產業在無大環境因素衝擊下，每年皆穩定成長 30～

50％，預估 2015 年隨著各項措施推動，實際產值可達約新臺幣 125

億元。另外產業結構屬性以設備供應商占 67%最多，其次為工程施

工業者占 21%如圖 2 所示。 

(三)產業發展趨動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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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更精確掌握人才需求趨勢，分析外在因素對景氣變動之影響為重

要工作之一，能源技術服務業現處於成長初期，因此政府政策之引

導成為影響產業發展關鍵因素。檢視現階段所推動之引導措施，如

推動節能績效保證示範補助專案、公共工程導入 ESCO(LED 路燈)

及推動大專院校導入 ESCO 先期診斷等，可有效帶動產業執行節能

計畫，促成 ESCO 市場成長。此外，政府機關及學校四省專案計畫

所訂定明確節能目標，亦直接驅動公部門機關投入節能，引導節能

改善市場。 

分析國內 ESCO 產業發展現況，產業發展主要障礙因素為市場規模

尚未開啟，站在能源用戶的角度來看，回收年限長短為用戶進行投

資改善主要考量之一，其中能源價格偏低為主要原因之一。由於能

源價格是直接反應回收年限重要參數之一，本年度行政院推動『油

氣價格合理化方案』以及『電價合理化方案』等能源價格調整措施，

預期將衝擊各級用戶能源使用成本。尤其產業及企業等，為降低公

司營運成本，勢必檢討相關能源系統使用效率，投入節能改善工作，

因此對於節能改善市場之提升，將具有一定程度之效益。 

 

 

                    圖 1 我國 ESCO 產業產值調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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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能源技術服務產業結構分布圖 

三、人才推估研究方法 

為分析我國能源技術服務產業人才供需情況，本研究調查分析架構

如圖 3 所示，分為產業人才供結端及需求端二大構面調查，依調查結果

針對人才量能及質能進行分析，從而得出產業人才供需之問題，形成後

續人才培育政策措施，茲就相關研究方法說明如下： 

(一)人才需求面調查 

需求面採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開發之「地中海區域計畫法

人力推估法」，其原理為由經濟分析中投入產出觀點出發，為達到

特定經濟成長的目標，估計所需的人力需求。本研究主要透過產業

問卷調查、廠商訪談等方式，取得歷年產業總產值（營業額）、歷

年從業人數、歷年人均產值等關鍵數據，進而推算未來 3 年的人力

需求數量，產值預估是模擬「樂觀」、「持平」、「保守」三個情

境，本研究參採經濟部人才推動辦公室 2013年編修「產業專業人才

供需調查操作手冊」之建議，以持平情況產值的±5%模擬「樂觀」、

「保守」等情境。人均產值則是參考最近一年資料後加以推算。總

從業人數則以產值除以人均產值。就本研究問卷調查及範疇說明如

下 

1.問卷設計：問卷設計主要參採顧主調查法，鎖定中華電信、承隆智

能、翔盟科技、金元威、鈞元能源等 5 家代表產業訪談結果，取

得企業人才情況，設計相關問卷，問卷設計架構主要分為三大部

分分別如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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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力概況：調查現階段職員總人數以及男女就業情況比例，進

而調查各類人才來源所占的比例、人員新增需求最主要原因、

招募人才時遇到困難點及公司現有專業人才結構，可瞭解該企

業人力概況以及人才聘用之問題點。 

(2)關鍵職類需求：針對核心人力調查未來一年產業關鍵職類之需

求條件，目的在於瞭解產業對於人才供給之條件以及招募難易

程度。 

(3)人才政策問項主要希望能夠進一步瞭解企業招募人才之管道以

及人力招聘考量因素等，可輔助未來人才相關政策擬定之參

考。本年度之人才政策問項著新增調查受訪單位未來三年延攬

外籍人才需求情形及新進人才訓練成本等。 

2.調查範疇：本研究調查範疇為 ESCO 產業相關公協會會員，扣除

研究單位、學術機構及非營利法人單位等，共計 198 家次業者進

行調查。 

 

圖 3 能源技術服務業人才供需研究執行流程 

 

(二) 人才供給面調查 

本研究依據臺灣高等教育資料庫，分析學校供給資料之國內大學院

校重點產業之相關科系應屆畢業生就業投入情形，並設定假設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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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進行統計分析。從核心科系各年級之學生數，推估出未來畢業人

數， 並將延畢、服役、退役情況計入後，即為整體正規教育人力總

供給量，再乘上平均流入此產業之比例，加上非核心科系供給數據

計算結果，可得投入能源技術服務產業之人才供給數。產業人才供

給面推估流程如圖 4 所示。推估出培育面的學校新增供給量。設定

之主要對象學類計有 5201 電資工程、5202 機械工程、5204 化學

工程、5205 材料工程、5206 工業工程、5209 環境工程、5213 綜

合工程、5299 其他工程等學類，調查學位範圍包含學士、碩士及博

士等資料。 

Diagram核心科系畢業人數推估核心科系畢業人數推估

當年當年度度退伍人數推估退伍人數推估（（++））

前年度延畢人數推估前年度延畢人數推估（（++））

當年度服役人數推估當年度服役人數推估（（--））

當年度延畢人數推估當年度延畢人數推估（（--））

能源技術服務業能源技術服務業
人才供給能量人才供給能量

國內進修人數推估國內進修人數推估（（--））

投入
能源技術服務業

比例

（％）

投入
能源技術服務業

比例

（％）

當年度延畢人數推估當年度延畢人數推估（（--））

 

圖 4 產業人才供給面推估流程圖 

(三)供需分析方法 

產業人才供需指標是以歷年勞委會發佈求供倍數（求才人數/求職人

數）之最高及最低值作為變動範圍，並參考經建會景氣燈號期望機

率值，而於此範圍中劃分 5 個指標區間，並給予每個指標區間一個

特定符號，以代表人才供需情形，如表 1 所示，以調查能源技術服

務業人才供需量化結果，進而個別計算每一年的產業人才求供比後

（新增需求人數除以新增供給人數），對應會落於產業人才供需指

標哪項區間，最終推估得知各年人才供需情形，相關人才供需指標

意義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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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指標區間意涵 

表 2 人才供需指標意義 

求供倍數(X) 指標符號 代表意義 

X＜0.99 A＋＋ 人才極充裕 

0.99≦X＜1.16 A＋ 人才充裕 

1.16≦X＜1.40 A 供需平衡 

1.4≦X＜1.57 A－ 人才不足 

1.57≦X A－－ 人才極不足 

四、人才供需調查成果 

(一)人才需求調查成果 

本調查所謂專業人才係指學歷為大學（含）以上（包括四技、二技），

具能源及相關專門知識及技術嫻熟的應用，且具高附加價值或生產

力者。經本研究進行能源技術服務產業產問卷調查結果，綜合產業

發展現況以及廠商對於景氣看法之調查，推估 2014 年實際產值為

10,993.1 百萬元，受訪廠商預估廠商未來 1~3 年營收將較目前平均

成長 13.5%。推估 2015~2017 年之產值分別為 13,179.4 百萬元、

15,856.3 百萬元、19,137.8 百萬元。以 2012～2014 年人均產值調

查結果 4.0（百萬元/人）為基準，可推估未來三年 ESCO 人力需求

新增量於持平情況下分別為 540 人、660 人、820 人(如下表 3)。 

表 3  ESCO 人力需求情形統計表 

年度 2014 2015 2016 2017 

歷年產值(百萬) 10,993.1 13,179.4 15,856.3 19,137.8 

推估產業就業人數(人) 3,121 3,742 4,502 5,433 

新增人力
需求 

樂觀 - 560 690 860 
持平 - 540 660 820 
保守 - 510 620 770 

區間 X  < 0.99 0.99 ≦ X < 1.16 1.16 ≦ X < 1.4 1.4 ≦ X < 1.57 1.57≦X 

信號 ＋ ＋ ＋ ○ － － － 

意義 人才極充裕 人才充裕 供需均衡 人才不足 人才極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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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才供給調查成果 

依據臺灣高等教育整合資料庫之畢業生流向調查結果(如表 4 所

示)，於 2011 年電資工程等相關科系畢業生學士以上可就業人數為

21,537 人，實際投入 ESCO 產業人數為 193 人，投入比為 0.89%。 

表 4 2011年畢業生流向調查結果 

項目 就業人數 碩博士服國
防役人數 待業人數 可就業人數

(1) 
投入 ESCO產
業人數(2) 

投入 ESCO產
業比(2)/(1) 

學士 11,576 0 7,328 11,576 113 0.97% 

碩士 8,353 659 1,942 9,012 75 0.83% 

博士 870 78 73 948 5 0.54% 

小計 20,800 737 9,344 21,537 193 0.89% 

 

經統計彙整 2012 年大學以上核心科系畢業生可就業人數(如表 5 所

示)，加上退伍人數並扣除預計至國內、外進修人數以及服役人數，

可得可投入職場人數。並由投入能源技術服務業之比例 0.89%及各

學類 2014～2015 應屆畢業人數成長率，可推估 2015 年 ~2017 年

能源技術服務產業新增專業人才新增供給數分別為 508 人、557 人、

664 人。 

表 5 2015年 ~2017年能源技術服務產業新增專業人才供給估算表 

 項目 

2012年情況 
推估 2015

年新增供

給數 

推估 2016

年新增供

給數 

推估 2017

年新增供

給數 畢業人數 退伍人數 

預計至國

外進修人

數 

預計在國

內進修人

數 

服役人數 
可投入職

場人數 

學士 43,957 19,461 331 10,957 20,932 31,198 287  277  271 

碩士 18,895 6,359 161 463 7,976 16,654 174  194  218 

博士 4,310 399 8 12 1,303 3,385 48  86  156 

小計 67,162 26,219 501 11,432 30,211 51,237 508  557  664 

五、產業專業人才供需分析 

(一)專業人才供需量化分析 

由前項供需調查結果顯示，未來三年能源技術服務業產業人才無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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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樂觀、持平極保守情境下，人才供給程度均較需求程度少 2~196

人次(0.39%~22.79%)，轉換成供需指標如表 6 所示，可得知 2015

至 2017 年分別人才供需之情形，顯示人才求供比為 1.06~1.30 間，

人才供需指標主要呈現於接近人才充裕~人才供需平衡狀態。 

表 6 能源技術服務產業未來三年人才求供比 

時間 2015 2016 2017 

景氣情勢 樂觀 持平 保守 樂觀 持平 保守 樂觀 持平 保守 

求供比 1.10 1.06 1.00 1.24 1.18 1.11 1.30 1.23 1.16 

供需指標 A+ A+ A+ A A A+ A A A 

意義 人才充裕 人才充裕 人才充裕 供需平衡 供需平衡 人才充裕 供需平衡 供需平衡 供需平衡 

人才需求 560 540 510 690 660 620 860 820 770 

人才供應 508 508 508 557 557 557 664 664 664 

差異 52 32 2 133 103 63 196 156 106 

差異百分

比(%) 

9.28 5.93 0.39 19.28 15.61 10.16 22.79 19.02 13.77 

 

(二) 專業人才供需質性分析 

於人才新增質性需求方面，經人才政策問項調查結果顯示 46%之受

訪業者表示因應後續市場擴張具人才招募需求，其中高達 75%之業

者表示專業技能符合之人選過少導致人才招募困難，相關調查結果

顯示人才供需於量化上為接近供需平衡。惟招募之人才能力無法滿

足產業人才需求，其主要造成原因分別如下所述: 

1. 人才能力不足:產業業務執行中「績效量測與驗證」非學校一般性

課程，應屆畢業生無法滿足產業需求，僅能透過在職教育或相關

專案承攬中提升相關本質學能。 

2. 人才辨識困難:產業缺乏人才認證機制，致使業者無法辨識相關人

才，導致人才聘用困難。 

為協助產業進一步辨識及取得關鍵人才，完善相關職能定義，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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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邀請產業領域之專家、學者及廠商招開產業人才供需專家諮詢會

議，並依結論完成「能源診斷工程師」與「節能績效量測與驗證工

程師」等二類關鍵人才職能定義(如表 7 所示)，各核心職務的工作如

下列所述： 

1.能源診斷工程師：具備建築物耗能系統（空調、照明、熱泵、空壓、

熱能、電力及再生能源）改善規劃診斷能力，並提出可行改善方

案之能力。 

2.節能績效量測與驗證工程師：於節能改善專案執行過程中，具備改

善前後基準線建立及節能積效驗證專業能力之人員。 

表 7 關鍵人才需求職能定義 

 

六、結語 

觀察 2015-2017 人才供需情形結果，未來 3 年供需指標呈現人才相當充

裕之情形，顯示人才量能的部分是供給無虞的。但就質的部分來看，廠

商對於專業量測驗證人才以及跨領域的技術人才之需求相對較高，則是

未來需積極培育之產業關鍵人才。表示質性需求部分未來需再加強相關

配套，協助產業培養專業人力，進而促進產業活絡，未來更將針對以下

實施作法，以精進人才質量提升。 

關鍵
職缺 

人才需求條件 

工作內容簡
述 

基本學歷/科
系背景 能力需求 基本工

作年資 

人才招
募難易
度 

海外人才 
延攬需求 

職能標
準級別 

能源
診斷                    
工程
師 

對既有或新
設建築之能
源系統，進行
提升能源效
率之改善規
劃評估，進而
提出可行改
善方案及專
案管理之工
作 

學士/ 
機械工程、冷
凍空調工程、
電資工程、環
境工程、營建
工程、化學工
程、工業工
程、工程管理 

節能診斷
技術 
能源系統
規劃 

3-5年 一般 無  

節能
績效
量測
與驗
證工
程師 

於節能改善
專案執行過
程中，具備改
善前後基準
線建立及節
能績效驗證
專業能力之
人員。 

學士/ 
機械工程、冷
凍空調工程、
電資工程、環
境工程、工業
工程、工程管
理 

節能診斷
技術 
量測驗證
技術 

1-3年 一般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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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未來加強以在職訓練方式，結合公協會或專業訓練團體，培訓「能源

診斷工程師」與「節能績效量測與驗證工程師」等二類關鍵人才需求

職能，並強化實作部分，以彌補學用落差。 

2.依據經濟部核發「產業人才能力鑑定證明實施辦法」擬定「能源技術

服務業產業人才能力鑑定證明實施計畫」，推動產業人才認證機制，

邀請國內相關專家學者編輯適合我國使用之教材施予教育訓練，並藉

由能力認證考試機制，核發證明予通過考試之學員，強化人才辨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