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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證書運作機制與各國規範

白
色證書機制主要概念為政府與監管機構

設定總節能目標與分配方法及市場交易

規則，並確定承擔節能目標之義務者與非義

務者。義務者與非義務者皆透過對能源用戶

實施節能計畫以獲取節能量，差別在於義務

者必須承擔一定數量的節能目標，若時限到

期未能完成目標者，將受到相對應之懲罰；

而非義務者則不需承擔節能義務，但若自願

執行節能計畫而產生節能量，則可經由白色

證書交易獲取利益。

國際主要國家中以英國、法國、義大利

和丹麥為白色證書實施最久之國家，不同國

家對於其節能認證標的也有所不同。英國最

初以節能為主，後來將目標放在減碳，節能

認證計量單位為CO2（噸）；法國與丹麥將

目標放在減少最終能源消費，其中，法國節

能認證計量單位為電能度數（kWh），丹麥

為能量（PJ）；而義大利則將其目標放在降

低初級能源使用量，節能認證計量單位為噸

油當量（toe），即節約一噸油當量可取得一

單位之白色證書。此外，白色證書機制所規

範之節能義務者亦有所不同，英國能源供應

國際白色證書推動經驗
對我國ESCO之啟示

白色證書制度（Tradable White Certificate, TWC）為國際間用於推動能源節約之主要

措施之一，其機制在於透過強制性節能規範以促進能源效率提升，且在國際推動白色證書

之國家中，以義大利白色證書制度設計對ESCO產業發展最具顯著成效，故本文除研析義

大利白色證書推動經驗外，亦進一步估算若我國施行白色證書時，預計將提升ESCO產業

潛在產值達新臺幣41億元至69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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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主要由6大公司構成，節能義務者為客

戶數大於50,000戶之電力及天然氣零售商，

節能對象適用於住宅部門；法國節能義務者

由50家電力、天然氣、液化石油氣、冷暖氣

服務供應商，以及眾多燃油供應業者，總計

超過2,500家廠商所組成，節能對象則適用所

有部門（排除碳排放交易制度已有規範之部

門）；丹麥節能義務者為電力與天然氣輸配

業，義大利節能義務者為客戶數大於50,000戶

之電力及天然氣輸配業者，節能對象適用於

所有部門，故相較於節能涵蓋範圍較小的國

家，此種設定將增加成本效益之潛力。茲彙

整各國白色證書之內涵如表1所示。

表1　各國白色證書基本資料

目標
英國 法國 義大利 丹麥

減碳 減少最終能源消費 減少初級能源使用 減少最終能源消費

義務者
客戶大於50,000戶之
電力及天然氣零售商

電力、天然氣、冷暖氣

服務、液化天然氣供應

商及零售商

客戶大於50,000戶之電
力及天然氣輸配業者

電力與天然氣與熱輸

配業

涵蓋範圍 住宅部門
所有部門（排除碳排放

交易）
所有部門 運輸外的所有部門

主要執行計畫單位 能源供應業者 能源供應業者 ESCO
電力、天然氣與熱輸

配業

交易機制 節能義務者水平交易 場外交易
場外交易、交易所內交

易
無交易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其次，法國與義大利是歐盟國家中唯二

實施白色證書且能進行交易之國家（英國白

色證書之登記制度由能源監管機構負責，且

只給予義務者，雖然義務者之間能夠交易白

色證書，但交易數量非常少；丹麥沒有白色

證書交易系統）。其中，法國沒有組織性的

交易市場，而義大利白色證書交易可透過場

外交易或交易所進行交易，且因義大利為當

前實施白色證書制度之國家中，交易情況最

熱絡且ESCO參與最多者，故進一步說明義大

利推行白色證書機制經驗。

義大利白色證書機制設計

義大利白色證書制度於2004年7月創

立，由電力與天然氣管理局（Authority foe 

Electricity and Gas, AEEG）負責監管、核

發、制定標準、設定目標等工作，2013年2月

白色證書中的管理、評估、節約認證等工作

轉移由能源服務營運公司（Gestore dei Servizi 

Energetici, GSE）負責，而義務者必須於每

年5月31日前提交與前一年度目標數量相符

之白色證書。其次，義大利白色證書制度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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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主要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獲取白色

證書，第二階段為提交白色證書。在第一階

段中，為了達成監管機關賦予之節能目標，

節能義務者和最終能源用戶合作執行節能計

畫，並據此向能源服務營運公司（GSE）提

交白色證書之申請文件，符合規定之非義務

者（以ESCO業者為主），也可透過同樣方

式申請白色證書。再者，提交白色證書時，

義務者必須提交與其節能目標相符之白色證

書，證書來源包括義務者自身實施節能計畫

所取得，或透過交易制度向非義務者購買，

其中交易方式包含交易所進行交易及場外交

易，其架構圖如圖1所示。

在實際推動成效方面，義大利白色證書

圖1　義大利白色證書運作機制

資料來源： Di Santo, D., Biele, E., D’Ambrosio, S., Forni, D. and Tomassetti, G., “Italian White Certificates Scheme: the Shift toward 

Industry,” Eceee Industrial Summer Study Proceedings, 2014；本文整理。

第1階段：獲取白色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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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服務
營運公司
（GSE）

義務者/非義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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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階段：提交白色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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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公司
（GSE）

義務者 非義務者
（ESCO為主）

交易
市場

合作關係

金錢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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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最終用戶簽訂節能協議

批准節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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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節能計畫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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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證書交易
提交白色證書

之節能目標呈逐年增加趨勢，自2005年0.2百

萬噸油當量增加至2016年7.6百萬噸油當量，年

均成長率約為67.27%（圖2），且依據電力與

天然氣管理局（AEEG）2008年統計，義大利

所頒發之白色證書約有75%曾有交易紀錄，另

根據Albonico and Cayla研究指出，截至2010年

5月底，ESCO業者獲得之白色證書數量占所有

比例的83.5%，顯示在此制度設計下，義大利

ESCO業者參與程度熱絡，有助於推動能源節

約和能源效率提升，帶動產業發展（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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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2005-2016年義大利白色證書節能目標

資料來源： Bertoldi, P., Rezessy, S., Lees, E., Baudry, P., Jeandel, A., and Labanca, N., “Energy Supplier Obligations and White 

Certificate Schemes: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Experienc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Energy Policy, Vol. 38, No. 3, 2010, pp. 

1455-1469；本文整理。

圖3　ESCO業者獲得白色證書占所有證書之比例

資料來源： Albonico and Cayla, “White Certificates – ESCO/EESCs （Energy Efficiency Services Companies） Perspective.”；本文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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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白色證書機制中影響ESCO產業發展之因素

 英國 法國 義大利 分析比較

可獲得白色證

書之非義務者
無

非以節能為主業之節能

行為（禁止ESCO進入）
以ESCO為主

英、法均禁止ESCO進入白色證書制
度，義大利則允許ESCO為白色證書非
義務者

義務者 能源供應商 能源供應商 能源輸配業者

能源供應商較有誘因由自身提供節能

服務，輸配業者傾向交由第3方達成節
能目標

交易制度
只允許節能義

務者水平交易
場外交易

場外交易、交易

所內交易
活絡之交易制度有利於推廣ESCO產業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白色證書制度設計對ESCO產業發展

之影響

比較英、法、義三國之制度設計和ESCO

參與程度，ESCO業者在義大利白色證書機

制中扮演重要地位，而英、法兩國則無此現

象，探究其原由除了與ESCO業者認定標準有

關，非義務者認定與義務者的形態是重大的

原因。首先，英國白色證書制度不允許其它

非義務者進入，法國則規範以能源服務為主

要業務之業者不能成為非義務者，故英、法

兩國之白色證書機制皆排除ESCO業者進入之

可能。其次，英國與法國都將義務者設定為

能源供應者（零售商），能源供應商與最終

能源用戶有直接的商業關係，兩者容易形成

緊密連繫，能源供應商偏好自身提供節能服

務做為附加價值，以鞏固現存之客戶並吸引

新客源。再者，能源供應商掌握用戶的能源

使用數據，能強化其實施節能措施之能力。

此外，義大利將義務者設定為電力及天然氣

之輸配業者，能源輸配業者因具有區域壟斷

之特性，常有監管機構設定資費控管，較不

易產生販賣更多商品之誘因，同時搭配白色

證書交易市場以及非義務者之設定，因而產

生由能源服務提供者（包含ESCO業者）來發

展能源效率市場，而非由義務者本身主導之

現象。彙整英、法、義三國白色證書機制中

影響ESCO產業發展之因素於表 2。

推行白色證書制度對我國ESCO產業

潛在產值之可能影響

鑒於義大利之白色證書制度設計相較

英、法等國更有利於ESCO產業發展，故本文

以義大利白色證書制度為基礎，並考量義大

利及臺灣兩國之能源節約市場、ESCO產業潛

在產值等經濟總量規模之差異（表3），據以

估計我國實施白色證書對ESCO潛在產值之可

能影響，推算概念如圖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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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義大利與臺灣能源及經濟數值比較

義大利 臺灣

電價（2014）（新臺幣/度）
工業 9.9540 2.9270

住宅 9.3173 2.8530

GDP（billion 2005 USD） 155.37 108.63

年初級能源（百萬噸油當量） 1754.56 481.26

年電力消費（TWh） 310.76 244.79

初級能源／人（toe/capita） 2.56 4.64

能源密集度（toe/000 2005USD） 0.09 0.23

電力消費／人（KWh/capita） 5,124 10,485

人口（百萬） 60.65 23.41

ESCO市場規模 204億新臺幣 110億元新臺幣

ESCO市場潛力 379-3,790億新臺幣 357-437億新臺幣

資料來源：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 “Key World Energy Statistics,” 2015; JRC, ESCO Market Report for European Countries 
2013；台電公司；本文整理。

資料來源：本文繪製。

圖4　推動白色證書對我國ESCO產業潛在產值影響推估示意圖

義大利白色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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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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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占白色

證書比例

（75.54%）

臺灣白色證書

ESCO產業潛

在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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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依據E E A P資料和M e b a n e  a n d 

Piccinno 研究，2007~2012年間推動白色證書

制度為義大利節約用電34,800 GWh，而推動

白色證書所節約之電力使用量須投資22.43億

歐元，即平均一年投資金額為3.74億歐元，若

以我國節能ESCO產業範疇而言則約當3.71億

歐元/年。其次，根據EEAP發布數據顯示，

2005-2012年間義大利白色證書於各部門節能

占比以工業部門占52.1%最高，其次為住宅部

門（43.81%）和服務業部門（3.68%），若

依此比率加以推算，則每年義大利白色證書

中，製造業部門和服務業部門節能投資金額

約分別為1,366萬歐元、1.95億歐元，總計則

為2.09億歐元。

再者，由Albonico and Cayla之資料顯

示，ESCO產業獲得白色證書占所有白色證

書比例在2006-2010年之平均值為75.54%，表

示義大利實施白色證書中，服務業部門及製

造業部門之ESCO節能投資金額合計共1.58億

歐元。此外，由JRC報告顯示，2011年義大利

ESCO產業市場規模達204億新臺幣，臺灣則

約為110億新臺幣，若以義大利ESCO產業潛在

產值而言則約為我國的5.25倍，假設在實施白

色證書下對兩國ESCO產業節能投資金額之影

響差異程度為此比率，則我國實施白色證書

將使ESCO產業於服務業及製造業部門潛在節

能投資金額每年增加約10.58億元新臺幣。

最後將相關節能投資金額代入產業關聯

表，進一步計算推動白色證書對臺灣ESCO

產業潛在產值影響，則預期在推動白色證書

後，依不同投資回收年限，預估將使ESCO

產業潛在產值增加41.11億新臺幣至68.52億新

臺幣，潛在就業人數增加1,271人至增加2,118

人。

結語與建議

由各國之白色證書制度推行經驗可知，

在規範義務對象、實施方式等機制設計不

同，對ESCO產業未來發展具顯著影響，同

時因白色證書機制為提升能源效率之有效措

施，可對ESCO產業發展帶來正向助益，故本

文提出建議如下：

第一，成立專責監管單位以推動白色證

書制度，透過建立監管、核發、制定標準、

設定節能目標等機制，同時宣導白色證書之

施行細節，有助於落實能源節約。

第二，在白色證書機制中將節能義務者

設定為能源輸配業者，同時允許ESCO產業可

獲得白色證書以及設立完善之白色證書交易

市場，據以建立有利於ESCO產業發展之環

境。

第三，持續推動能源價格合理化，使能

源價格得以合理反映能源使用之內部和外部

成本，進一步縮短節能投資回收期限，提高

廠商節能誘因，有助於我國ESCO產業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