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節能推動作法與經驗分享

南光化學製藥

公用系統部經理 潘昶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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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光化學製藥擁有注射針劑、固型製劑與癌症製劑三大製造廠，產品包括大型輸注
液、小型注射液、錠劑、膠囊、軟膏、顆粒、口服懸液為主，品質、技術與規模均
居業界領先地位。通過衛生署cGMP查廠，且獲得ISO 9001驗證與多國藥品輸出許
可，品質深獲顧客肯定。

產品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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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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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光製藥能源管理的整體推動制度

南光製藥的節能推動作法

推動的經驗及遇到的困難

其他減碳等相關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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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管理的整體推動-節能查核組織

潘昶宏

(公用系統部經理)

(工務維修課班長) (巡檢課) (廠務系統課) (廠務系統課)

管理部組長 製造部、設備部

高階管理者

能管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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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顯儀 氣/液流量計 電力分析儀

輔助量測儀器

利用儀器輔助 將數據量化、可視化， 找出節能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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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監控系統

9



電力監控系統

配合台電新時間電價試用期，操作儲冰系統送冰、排程調整、可間歇中斷空調。

需量反應、消峰填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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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台電需量競價

單月節費6.8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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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電成效-降低契約容量

106~110年間將最高需量由3350kW改善至3000kW左右，並於109年首度提出降低契約
容量100kW，110年第二次降低契約容量100kW ， 預計111年繼續往下降。
(契約容量每降100kW ，年基本電費可減少22.3萬)

12



碳排密度改善

營收持穩向上，碳排持續改善， 106~110年間降低碳排密度37.8%。

17.8億17.5億17.6億15.3億15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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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設天然氣鍋爐
2019年1月正式啟用

舊重油鍋爐
2018年9月已停用

改善項目 天然氣鍋爐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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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用燃油相關設備
停用燃油泵、燃油預熱等設
備，減少電費和維護費

燃燒效率提升
燃重油鍋爐燃燒效率約85%，
燃天然氣鍋爐效率可達90%以上

節省燃料費、空汙費
使用天然氣或液化石油氣為燃
料，空汙費減免。

燃料品質穩定
燃料油含硫化物易造成低溫腐
蝕。天然氣鍋爐可更有效回收
煙囪餘熱。

環境保護與社會責任
氣體燃料成分不含硫，較無黑
煙問題。

提升給水溫度
利用鍋爐節煤器、閃蒸回收系
統提高鍋爐給水溫度。

改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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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項目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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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改善 節能原由 節能效益

燃料熱值
(2019/1月兩台天然氣鍋爐完工)

天然氣(9800kcal/M3)>重油(9600kcal/L)
(參考欣南瓦斯/科技部能源組)

實際燃料費省16%/年

燃油需空汙染處理費和
相關運費

天然氣鍋爐空汙費僅基本費450元，
無燃料運費

重油空汙處理費省12萬/年，運費省21
萬/年

節煤器回收煙囪廢熱 排氣每下降20度，鍋爐效率上升1% 煙囪溫度改善16595度，
效率改善3.5%

閃蒸冷凝水回收
(2018/12月執行 ~

2020/5月全廠完工)

給水溫度每提高6-7度燃費少1% 實際8086度，燃料費節省1%

WFI waste water回收
(2018/12月完工)

熱水熱能回收，減少軟水用量、藥
劑使用量和導電度下降減少濃排量

回收70℃熱水3噸/天，燃料費省5.3W/
年；濃排降低24.9W/年

加強保溫
(2019/1月陸續執行 ~
至今持續改善中)

降低輻射熱損失 閥件保溫燃料費省7.8W/年，針劑廠戶
外管路換新39.4W/年



改善項目：WFI waste water回收

注射用水Water For Injection(WFI)為低導電度的熱水，導入WFI製造過程所產
生的waste water回收，回收其熱能、降低軟水用量和鍋爐濃排放量。

WFI Waste 
water

鍋爐給水桶

生產設備

鍋爐

鍋爐軟水

蒸汽冷凝水 一般蒸汽

17

預熱

排氣



節能原由: 減少輻射熱散失

鍋爐蒸汽閥、防爆門、人孔蓋和安全閥進行保溫

改善項目：加強保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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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油鍋爐2018年9月已完成停用

2019年vs. 2020年持續節能改善比較

天然氣使用度數節省16%

改善項目：WFI waste water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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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調熱水加熱

氣液分離

除濕機再生熱水加熱

改善項目：閃發蒸氣回收系統

綜合大樓改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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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除濕再生機

空調箱AHU-306

2”  10 ton/h

70℃ IN 80℃ OUT

1.5” 25%開度 1 ton/h

28℃ IN

60℃ OUT

綜合大樓改善案例

綜合大樓經閃蒸回收交換器後空調熱水溫上升32℃ ，蒸汽閥加熱開
度降80%。除濕機熱水溫上升10 ℃ 。

利用蒸汽冷凝水加熱除溼機
熱水，取代原一般蒸汽加熱

改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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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劑大樓改善案例

針劑大樓空調熱水經閃蒸回收交換器後
水溫上升2.5 ℃ ， 原一般蒸汽加熱開度降40%。

改善項目：閃發蒸氣回收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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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劑大樓改善案例前後照片

改善項目：閃發蒸氣回收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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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大樓改善案例

綜合大樓經閃蒸回收交換器後空調熱水溫上升2 ℃ 

溫度 54 ℃ OUT

比例閥開度30%

2”管，溫度 52 ℃ IN

改善項目：閃發蒸氣回收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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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效益

針劑大樓:合併效益102萬/年。(完工日期2018/12月)

綜合大樓:合併效益95萬/年。(完工日期2019/8月)

科技大樓:合併效益50萬/年。(完工日期2020/5月)

科技大樓改善後照片

改善項目：閃發蒸氣回收系統

解決溢散

解決排放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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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卻水系統依設備端需求設計最大
使用量，製程有五座熱交換器，為二
通迴路設計，當未使用時閥門為關閉
狀態。

冷卻水泵24H運轉，在閥門未開啟狀
態下仍持續加壓，冷卻水泵無效運轉
，長期不必要之能耗，亦造成水泵容
易損壞。

冷卻水塔風扇無溫度控制，無使用
需求，冷卻水溫度無法再降低(濕球溫
度)，仍保持24H運轉，造成能耗。

改善動機 製程冷卻水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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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指令

節能模組

+

-輸出 差值 設定值

壓力傳感器

壓力傳感器

PID
變頻
控制

P.O.U

冷卻水塔風扇變頻

冷卻水泵變頻

30HP

7.5HP

節能改善項目 改善前 改善後 變頻設定 節能效益

冷卻水塔風扇變頻
24H全載運

轉
溫度控制(濕球溫度) 變頻0Hz、30Hz~55Hz

節省電力：16.8萬度/年
經濟效益：40萬元/年
減少CO2排放量：89公噸/年
投資金額：26萬元。
回收年限：0.64年。

冷卻水泵變頻
24H全載運

轉
差壓控制

(出回水壓差1.7kg/cm2)
變頻38Hz~55Hz

利用外氣的濕球溫度，搭配變頻
器來控制冷卻水塔的風扇轉速。

製程冷卻水塔變頻節能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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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OKI電力計
節能改善項目 馬力 改善前電流值 安裝變頻器後電流均值

冷卻水塔風扇變頻 7.5HP 10.3A 0A~3.2A~10.3A

冷卻水泵變頻 30HP 38.7A 18.5A~38.7A

電力趨勢圖(日/電流)

冷卻水泵/全載38.7A

冷卻水塔風扇/全載10.3A

改善效益-電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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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水主機冷凝器冷卻水進出水溫差約
1℃~3℃，因平時為單一台壓縮機交替運
轉，冰機最大負載38%，負載量遠低於
設計量，冷卻水泵24H運轉，長期不必
要之能耗，故安裝變頻器調整冷卻水流
量。

改善動機 冰水主機冷卻水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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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改善項目 改善前 改善後 變頻設定 節能效益

冷卻水塔風扇變頻
反覆啟停

9H全載運轉
15H停機

PID溫度控制(濕球溫度) 變頻0Hz、30Hz~55Hz
節省電力：13.7萬度/年
經濟效益：33萬元/年
減少CO2排放量：73公噸/年
投資金額：29萬元。
回收年限：0.9年。冷卻水泵變頻 24H全載運轉

溫差控制
(冷凝器出回水溫差)

變頻45Hz~55Hz

冰水主機冷凝器冷卻出入水管安裝的溫度
Sensor，經控制器模組計算通過冷凝器溫差，
使冷卻水泵頻率轉速相應於冷卻出水和回水
溫差之熱負載的變化而變化，壓差不得低於
冰水主機設計需求。

冰水主機冷卻水塔變頻節能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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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OKI電力計
節能改善項目 馬力 改善前電流值 安裝變頻器後電流均值

冷卻水塔風扇變頻 15HP 20.2A 0A~4.3A~20.2A

冷卻水泵變頻 40HP 44.9A 24.4A~44.9A

電力趨勢圖(日/電流)

冷卻水泵/全載44.9A

冷卻水塔風扇/全載20.2A

冰水主機

改善效益-電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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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燥機之能源耗損，可直接歸因吸附材再生，所利用之高壓空
氣比例，原本兩部乾燥機，A號為2001/12/14設置，B號為2004/08/31
設置。

1 . 機台皆已超過十年，乾燥機發生異常之頻率逐漸升高，乾燥機故
障時，影響高壓空氣輸出量，就等於直接影響製造現場之排程。

2 . 乾燥機再生時，所耗損之高壓空氣量相當高，若能降低再生氣量
，相對則是提高，高壓空氣之供應量。

改善方案：
廠區當時所使用機型為，無熱再生型吸附式乾燥機，因空壓機房內
空間不足，最後選用新機型，“真空”無熱再生型吸附式乾燥機。

舊乾燥機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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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燥機內部分兩槽體，一槽將高壓空氣乾燥化，供應至使用端，一
槽進行吸附材再生，交替進行。吸附量飽和後必須進行再生，利用部分
乾燥之高壓空氣，釋放成大氣壓力後，使其更乾燥後，均勻經過飽和之
吸附材剥離水氣，潮濕氣體。
則排出。

舊乾燥機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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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牌 / 機型
Parker domnick hunter

MPXS-110 X 2
Parker domnick hunter

MXLE-108 X 2 

型式

乾燥劑說明 分子篩 (MS13X) 分子篩 (MS13X) 

最大進口處理量
(m³/min at 7 bar g)

單機 39 cmm /2台 78cmm 單機 34 cmm/2台 68 cmm

露點值 (℃) <-40 <-40

乾燥機再生氣量
(m³/min at 7 bar g / 比例)

單機 6.24 (16%) / 12.48 單機 1.02 (3%)/ 2.04 

出口可用氣量 m³/min at 7
bar g (以70 cmm為基準) 

(單機 30.76) 61.52 65.96

設備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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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熱再生真空吸附式乾燥機

18%82%

水分Purge至外氣
7.5KG 
CDA

3%97%

水分Purge至外氣
7.5KG 
CDA

乾燥劑 乾燥劑 乾燥劑 乾燥劑

真空泵
運轉側 運轉側

再生側 再生側

吸附式乾燥機

再生方式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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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前量測再生耗氣量所耗能源: 41.12kWh 
換新機後量測再生耗氣量:6.7 kWh 
真空機耗電: 11.05 kWh 
新機在生所耗能:17.75 kWh 
每小時共節電: 23.37 kWh (約56%)

全年節省: 200,982 kWh

節能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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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經驗與困難

需高層宣示決心

盤點耗電設備設計是否over design

依使用(運轉)時間長、高耗電設備進行優先進行改善確保回收快

製程用電設備負責人需改變觀念

持續宣導成果加強同仁意識



其他減碳等相關作法

液氮汽化冷能回收
冷卻水塔整併變頻
太陽能發電建置

節水減碳
汙水處理廠曝氣變頻

38



ECO-chiller

資料來源:亞東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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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chi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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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10月動工執行安裝將汽化冷能回收至空調冰水系統



冷卻水塔整-並聯運轉

三台空壓機、三台冰機 冷卻水塔整併並聯運轉
濕球溫控風扇變頻、壓力控制水泵變頻、導電度偵測控制濃度排放
(取得工業局低碳應用補助2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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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發電建置

第一期完成自動倉屋頂建置171kW太陽能發電，預計
第二期建置160kW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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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水減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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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建立水平衡圖，找出節水契機，達節水、節費、減碳目的。



節水減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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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11年(上半年)間降低製程用水量55%;降低汙水處理放流水量77%。
脫離用水大戶(月耗水9000噸以上)避免徵收耗水費。



節能標竿- 產業組金獎

109年節約能源表揚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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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標竿- 產業組金獎

109年榮獲經濟部節能標竿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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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標竿- 研討會

110年舉辦觀摩研討會分享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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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水績優-產業組優等獎

111年榮獲經濟部水利署節水績優-產業組優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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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

49



經驗交流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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