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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目的 

 以環境及生態保護為目標，並為產業發展與社會經濟創造附加價值，促進綠色成長
並達到經濟發展與環境永續共生。 

綠色成長計畫推動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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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7項綠色技術 
遴選標的 公司 技術 聯絡人/電話 

節 
能 
減 
碳 

熱能 

金鼎綠能 綠色生質燃料能源服務 林翰元/07-787-5250 

立國工程 換熱器維修清理技術服務 吳孟芬/07-6235677 

電力 

台灣曜中 永磁傳動器/永磁調速器 沈威男/09-28282877 

寧茂企業 智慧健身發電控制系統 薛聰義/04-23595237#306 

玖鼎電力 電力監控與節能管理 方世雄/03-5631359#202 

環 
境 
面 

 
 

空污減量 傑智環境 VOCs空氣污染控制技術 粘愷峻/03-4716588#37 

污泥減量 匯能科技 低溫節能乾燥機 王世賢/03-341-4902#214 

遴選標的 公司 技術 聯絡人/電話 

異
業
合
作 

廢水處理 
祥泰綠色科技 

廢水水質遠端監視服務 林正祥/0935-643595 

約泰實業 

電力 
台灣昶電 

外掛式高效率智慧節能服務專案 陳澤閎/03-3010565 
台灣歐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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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生質燃料能源服務 

木顆粒 

儲存槽 

自動化 

控制 

燃燒機 

入料槽 

木煤氣 

氣化室 

製程控制 

參數 
類別 

木顆粒 

燃燒機 

重油 

燃燒機 

天然氣 

燃燒機 

燃煤 

燃燒機 

原料熱值 

(kcal/單位) 

4536 

Kcal/kg 

9600 

kcal/L 
9000 kcal/m3 6080 kcal/kg 

燃料費用 

(元/單位燃料) 
*8.8~10.7 22 25 3 

單位熱值成本 

(元/kcal) 

0.0019~0.
0024 

0.0023 0.0028 0.0005 

初設成本 無 
6 ton/hr 約

450萬 

6 ton/hr 約450

萬 

6 ton/hr 約1000

萬 

溫室氣體係數 0 
3.121 

KgCO2e/L 

2.116  

kgCO2e/m3 

2.548  

KgCO2e/Kg 

環境績效比較 

結合木顆粒製造與燃燒技術，免費提供外掛
式木顆粒燃燒機，置換原有燃燒爐之石化燃
料燃燒機，原燃燒控制系統亦完全轉換，達
到節能減碳之產業綠化能效加值之目的，是
降低CO2排放來減緩溫室效應之最佳方案。 

技術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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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生質燃料能源服務 

應用廠商 : 保麗龍製造業 

     蒸汽鍋爐 

燃料年耗用量: 960,000立方公尺天然氣 
 
節費效益 : 每年節省480萬燃料費 

減碳效果 : 每年減少2,031公噸 

服務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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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熱器維修清理技術服務 

換熱器維修清理服務技術主要是提升換熱器
的換熱效果，降低熱能損耗，降低排碳量及
設備損耗。換熱器的維修清理主要分為”管束
清理” 及”舊管更新”兩種修護方式。導入纏繞
管式換熱器提供更高換熱效能之設備選項。 

技術簡介 

管束清理 舊管更新 

推廣纏繞管式換熱器的使用，提供更高換
熱效能的新設備。 

纏繞管式換熱器 

投資成本 

維修清理技術服務成本依據設備大小計算，每座
設備約10~25萬，若整廠區歲修停爐則以工程專
案方式各別報價。 

操作過程中除非有洩漏狀況，否則不需額外修護
費用。 

根據客戶經驗回收年限約為1~2年即可回收。 

投資回收年限 

營運及維護費用 

纏繞管式換熱器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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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磁傳動器：永磁偶合器、永磁調速器 

永磁傳動技術近年來國際上開發的一項突破
性新技術，是專門針對風機、泵類離心負載
調速節能的適用技術。它具有高效節能、高
可靠性、無剛性連接傳遞扭矩、可在惡劣環
境下應用、減少整體系統振動、減少系統維
護和延長系統使用壽命等特點。尤其是不產
生高次諧波且低速下不造成馬達發熱的優良
調速特性，更使其成為風機及泵類設備節能
技術改造的首選。 

技術簡介 投資成本 

投資金額依客戶之設備容量不同，例：100kW風
車投資100萬元 

每年的營運維護費用為5萬元內，維護費用及頻率
低。 

客戶投資此技術後，約需2~3年回收。 

投資回收年限 

營運及維護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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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ider 智慧健身發電控制系統 

「R-Rider智慧健身發電控制系統」為寧茂團
隊所研發之綠能機電整合系統，將能源回收
(Energy Harvest)系統導入健身腳踏車、跑步
機、橢圓滑步機等健身器材，藉人力踩踏所
產生的動能，將能量轉換為電力輸出，除可
提供器材本身使用外，亦可將多餘電力回送
市電網絡，降低整體用電量。目前該技術已
經取得多國專利認證，並投入國內外市場的
推廣，且積極與相關產業協會、學術單位及
系統廠商合作，建置示範運行的產學研究。 

技術簡介 

R-Rider智慧健身發電控制系統運作模式 

R-Rider智慧健身發電控制系統上控示意圖 

R-Rider節能成效評估表 



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 

電力監控與節能管理系統 

電力監控與節能管理系統之主要功能為監視
用電狀況，並完整的記錄各項電力設備之用
電量，若系統有可停電力設備可供卸載，則
當電力系統負載有超過契約容量時，即可進
行電力需量控制，執行負載切離或卸載的動
作，如此將可避免巨額的超約附加費。此外，
監控系統之資料蒐集、自動抄錶、趨勢記錄
與統計、資料庫管理等機能，可提供完善之
電力系統操作與設施管理分析工具，是管理
單位執行決策的重要依據。 

技術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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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s空氣污染控制技術最佳化及節能服務 

VOCs 之減量技術隨著產業需求日益增加，
相關處理技術層次也隨之提升，一般處理
技術大致上可以區分為處理及回收技術兩
大區塊；回收技術則是將廢氣中VOCs 進
行回收，將有機溶劑原物料回收再利用為
主要訴求，因此在選用技術上需重點考量
其投資及經濟效益，較能符合產業之需求。
另一種思考為回收VOCs 燃燒所產生之熱
能，即以焚化爐搭配熱媒油鍋爐、蒸汽鍋
爐、吸收式冰水主機…等公用系統，提供
給製程或廠區需求用熱量，在符合環保要
求前提下，亦可達成節能需求。 

技術簡介 
案例一、流體化浮動床有機溶劑回收設備 

 

流體化浮動床有機溶劑回收設備，主要應用在廢氣中
混合性有機溶劑之回收，可以大幅提升回收溶劑之品
質及經濟價值，包括PU合成皮製程、上膠製程、塗
佈製程、印刷製程…等，應用範圍及產業相當廣。此
技術於98~100年間，成功應用於包括達新、雙邦等大
型本土傳統產業。成功協助雙O公司解決現有固定床
溶劑回收系統效率低落(效率由30％提升至＞80％以
上)問題，協助業者每年約增加380公噸之DMF回收量，
加上空污費之減繳，創造經濟價值超過1,700萬元/年；
另協助達新公司回收平時無法回收含DMF及MEK等有
機溶劑，藉由本系統淨化回收效率＞90％以上，每年
減少約1,000公噸以上的VOCs排放並可增加約1,000

公噸以上有機溶劑回收，加上空污費之減繳，創造經
濟價值更超過4,000萬元/年。這種技術創新的商業設
備為舉世首見，讓傑智不僅榮獲經濟部第1屆國家產
業創新獎殊榮，日前更獲得國際紡織產業環保規範組
織「bluesign®  standard(藍色標誌標準)」特選為技術
供應商，堪稱是走出台灣的創新技術立業典範。 

案例二、高效沸石濃縮器搭配焚化設備
(RTO)+廢熱蒸汽鍋爐系統 

案例三、焚化設備(RTO)+廢熱熱媒鍋爐系
統 



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 

低溫節能乾燥機 

採用進階熱泵工作原理，經由冷媒循環過
程中，以冷媒冷凝放熱/蒸發吸熱之特性，
與循環空氣交互換熱，使操作物中水分蒸
發帶出，再將水分冷凝排出，達到低耗能
乾燥減量之目的。目前特別針對工業污泥
乾燥進行推廣，以最節能的方式處理汙泥，
減少污泥委外處理成本，達到節能、減碳、
減廢的效果。 

技術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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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業合作-廢水水質遠端監視服務 

公司名稱/專業領域 合作內容 

A1.祥泰綠色科技有限公司：整合廢水線上
生物影像監視系統 

A2.約泰實業(股)公司：廢水處理技術 

透過資訊整合技術，將顯微鏡微生物影像即時傳出

至技術廠商，雙方就顯微鏡內微生物影像，進一步

對排放水狀況做評估，並提供廢水改善處理技術，

同時也可利用影像擷取卡，將影像儲存於硬碟，建

立工廠排放水特性資料庫 

 異業合作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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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影像 

廢水處理廠環境監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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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業合作-外掛式高效率智慧節能服務專案 

 

公司名稱/專業領域 合作內容 

B1.台灣昶電科技(股)公司：外掛式高效率微電腦變頻控
制系統 

B2.台灣歐力士(股)公司：提供各式設備租賃、分期付款、
測量儀器短長期租及中古資產交易服務，並可依客戶需
求規劃現金流量計畫 

昶電公司提供外掛式高效率微電腦變

頻控制系統，搭配台灣歐力士公司之

金融服務，整合為綠色金融節能服務，

減輕廠商購買設備負擔，提高裝設意

願 

 微電腦變頻控制系統採無段變頻控制，具恆溫、舒適、靜音、節能等多種優點，並具柔

啟動功能，能避免瞬間啟動電流過大，亦可降低機械磨損而延長壓縮機運轉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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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異業合作團隊 

外掛式微電腦變頻櫃  自動控制模組 

台灣昶電 客戶 

ORIX 

金流服務 

ESCO Service 

產品維護保固 

三方合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