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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文已經針對美國、加拿大、歐盟、日本、中國大陸、澳大利亞等國家，分

別介紹其推動能源標章制度之法律規定與推廣措施，本文將接著介紹這些國家推

動此制度之作業層面。推動能源標章制度之主要作業涵蓋產品項目選定、標準研

擬與制定、標章作業管理等方面，是為以下敘述之重點。由於能源標章之作業方

式各國大同小異，因此本文將依據作業之國情不同，選定加拿大 EnerGuide標章
制度、美國能源之星標章計畫及中國大陸省能標誌計畫之作業方式予以說明如

下。 
 
加拿大的 EnerGuide標章制度 
 
加拿大於 1978年開始實施的 EnerGuide計畫，是一項由「自然資源部

(NRCan)」的「能源效率辦公室(OEE)」負責執行的全國強制性比較標章制度。
該年起需要進行 EnerGuide標示的產品項目包括:房間冷氣機、電冰箱、冷凍櫃、
一體式電冰箱-冷凍櫃；1995年起則增加洗衣機、乾衣機、一體式洗衣機-乾衣機、
洗碗機、電爐/烤爐等項目產品之標示。該標章上係標示兩種資訊:每年使用之用
電量(kWh)以及與同類產品之能源績效比較；若是冷氣機則以其能源效率比率
(EER)來取代 kWh值。 

1992年公布的「能源效率法(Energy Efficient Act)」，為實施最低產品能源效
率標準與產品能源標章的正式法源；該法之實施細則「能源效率規則(Energy 
Efficient Regulations)」於 1995年 2月開始生效，規範進口或跨省運輸產品的「經
銷商(dealer)」。經銷商必須要確保經銷產品符合細則規定之「產品效率標準」，
並使產品附有能源效率「查證標章(verification mark)」，有時並必須要在產品上貼
附「EnerGuide」標章。 
依據能源效率規則之規定，廠商必須在運銷產品之前，向 NRCan申報「能

源效率報告(Energy Efficient Report)」；進口廠商進口產品之前則須在「海關放關
單(customs release forms)」上填入規定之能源效率資訊。 
凡是在加拿大境內跨省銷售或進口的能源效率法管制產品，皆必須在產品外

表張貼有經過「加拿大標準委員會(SCC)」認證的驗證機構發給的能源效率查證
標章。目前經過 NRCan認可之經認證組織包括:空調與冷凍協會(ARI)、CSA、
Intertek Testing Services NA Inc.、Intertex Testing Services NA Ltd.、UL等。 
能源效率法規定在下列電器上必須要貼附 EnerGuide標章:乾衣機、洗衣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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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式洗衣/乾衣機、洗碗機、電爐、冷凍櫃、電冰箱與合併式電冰箱-冷凍櫃、
房間冷氣機。EnerGuide標章上一般包括下列資訊: 

1. 產品每年預估用電量(kWh)；冷氣機則標示該機型之 EER； 
2. 以橫條形式標示該類產品其他機型之能源效率比較資訊； 
3. 該類產品最具效率與最不具效率之機型用電量； 
4. 該類產品之大小與尺寸分類等級； 
5. 機型號碼。 

 
一般電器使用之 EnerGuide標章圖示如下: 

 

冷氣機專用之 EnerGuide圖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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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規則亦規定各項產品之測試標準如下: 
EnerGuide產品之測試標準 

產品 是否需要使用

EnerGuide標章
測試標準 

家庭電器 
乾衣機 是 CAN/CSA-C361-92 
洗衣機 是 CAN/CSA-C360-98 
洗碗機 是 CAN/CSA-C373-92 
電爐 是 CAN/CSA-C358-95 
冷凍櫃 是 CAN/CSA-C300-M91 
瓦斯爐 否 無 
合併式洗衣-乾衣機 是 洗衣機:CAN/CSA-C360-98 

乾衣機: CAN/CSA-C361-92
合併式電冰箱-冷凍櫃 是 CAN/CSA-C300-M91 
熱水器 否 CAN/CSA-C191-M90 
瓦斯熱水器 否 CAN1-4.1-M85 
燃油熱水器 否 CAN/CSA-B211-M90 
暖氣/冷氣設備 
燃氣暖氣爐(Furnace) 否 CAN/CGA-2.3-M93 
燃氣鍋爐(Boiler) 否 CGA P2-1991 
燃油暖氣爐 否 CAN/CSA-B212-M93 
燃油鍋爐 否 CAN/CSA-B212-M93 
地-水源熱泵 否 CAN/CSA-C446-M90 
內循環水熱泵 否 CAN/CSA-C655-M91 
大型冷氣機、熱泵、凝結單位 否 CAN/CSA-C746-98 
套裝端末式冷氣機與熱泵 否 CAN/CSA-C744-93 
房間冷氣機 是 CAN/CSA-C368.1-M90 
單相與三相單一包裝中央冷氣

機與熱泵 
否 CAN/CSA-C656-M92 

單相與三相分離式中央冷氣機

與熱泵 
否 CAN/CSA-C273.3-M91 

其他能源使用產品 
自動製冰機 否 CAN/CSA-C742-98 
除濕機 否 CAN/CSA-C749-94 
日光燈安定器 否 CAN/CSA-C654-M91 
一般用途螢光燈 否 ANSI C78.1 

ANSI C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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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I C78.375 
ANSI C82.3 
CIE 13.3 
IES LM9 
IES LM16 
IES LM58 

一般用途白熱反射式燈 否 CAN/CSA-C862-95 
電動馬達 否 CAN/CSA-C390-93 
 
如果產品經銷商未能在產品通過海關時，提供能源效率法規要求之能源績效

資訊，則初犯罰款 100元加幣，再犯罰款 500元加幣，三犯以後則罰款 1000元
加幣，由海關代收罰款。 
目前EnerGuide標章對電器產品之標示與能源效率法之實施係屬於強制性規

定，因此並無額外鼓勵廠商遵守此法之規定與必要。凡是進口或跨省銷售電器之

廠商皆需要遵守。 
加國亦於 2001年起引進美國能源之星計畫，與強制性的 EnerGuide標章不

同的是，能源之星標章計畫係屬於志願參與性質。加拿大的能源之星標章計畫產

品項目包括:1.家用電器:電冰箱、冷凍櫃、洗碗機、洗衣機、瓶裝水冰飲水機；
2.住宅冷暖氣設備:熱水鍋爐、暖氣爐、空氣-空氣熱泵、中央式空調系統、房間
冷氣機、可設程式調溫器、除濕機；3.辦公室設備:電腦、監視器、印表機、傳真
機、影印機、掃描器、多功能裝置、瓶裝水冰水飲水機；4.消費電器:電視機、
VCR、TV-VCR兩用機、音響設備、DVD產品；5.窗戶與玻璃滑門。該計畫的涵
蓋項目廣泛，與一般國際能源之星計畫僅引進辦公室設備項目或家用電器項目產

品之情況不同。 
加拿大的能源之星計畫亦由 NRCan的能源效率辦公室(OEF)主管。可能時，

能源之星標章係標示於 EnerGuide之標章上。兩個標章用途上，EnerGuide標章
是提供讓消費者比較產品之資訊，能源之星標章則標示能源效率較高的產品，因

此兩者屬於互補性質。廠商可以選擇將 EnerGuide標章與能源之星標章合併標
示，其合併使用方式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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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 EnerGuide名稱之高知名度，因此亦被使用於推動其他領域之節能計
畫，例如 EnerGuide for Industry、EnerGuide for Houses等，但是此兩計畫主要內
容是指房屋或工業設施的能源稽核與節能輔導工作，並無實際之分級標章。此外

1999年起所有新出廠輕型車輛(總重量低於 8500磅者)皆需要貼有標示燃料效率
之汽車 EnerGuide標章。此標章係依據加拿大政府之「個人車輛倡議(Personal 
Vehicles Initiative)」所實施，與前述之能源效率法規並無關聯。汽車之 EnerGuide
標章如下圖所示: 
 

 

  

 

  
 
針對電器產品之加拿大 EnerGuide標章制度之實施方式，為典型的強制性標

章實施方式，亦即是由政府頒布實施法規以規定相關能源績效標準、測試標準和

認可之檢測試驗室，由申請廠商自行向檢測試驗室申請進行測試，以取得測試報

告。廠商接著檢附測試報告與其他規定資訊，向承辦政府機關進行申報，並進行

能源標章標示工作。如果有不符法規規定情況發生，若被查獲時則以罰款方式進

行處分。 
在介紹過強制性質之 EnerGuide標章制度之作業方式後，以下接著介紹屬於

志願標章性質之美國能源之星標章計畫之作業方式。 
 

美國的能源之星計畫 
 
美國的 Energy Guide標章制度，屬於和加拿大 EnerGuide制度大同小異之強

制性能源標章制度，其實施方式也大致相同。主要是由申請廠商請通過驗證實驗

室依據法規規定能源績效標準與測試方法進行測試，取得測試報告之後再向主管

的聯邦貿易委員會(FTC)申報並進行標示工作。 
但是美國環保署與能源部合辦的能源之星計畫，則屬於是志願性的能源標章

制度，其作業方式與強制性標章不同。 
能源之星計畫係一項由美國環保署於 1992年推出的志願性產品能源效率計

畫，最初涵蓋產品項目為資訊產品類，例如電腦與監視器。1995年計畫項目首
度包括電腦產品外項目(變壓器與冷/暖氣設備)，並加入建築物能源績效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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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美國環保署開始與能源部合作推動計畫，並推出鍋爐、絕緣材料與家用
電器等不同類別之產品項目標準。 
目前該計畫涵蓋之產品項目包括大型家用電器(電冰箱、洗衣機、洗碗機、

除濕機、房間冷氣機)、冷暖空調設備(空氣源熱泵、鍋爐、中央空調、天花板吊
扇、除濕機、暖氣爐、地熱熱泵、房屋絕緣材料、商業照明燈具、可設程序調溫

器、房間冷氣機、通風扇)、家用電器(電視、無線電話、TV/VCR、TV/DVD、
DVD、家庭音響、機上盒、VCR)、照明設備(CFL、住宅燈具、天花板吊扇、緊
急出口燈、交通信號燈)、辦公室設備(電腦、影印機、傳真機、監視器、多功能
裝置、印表機、掃描器、冷水機)、其他電器設備(商用炸鍋、商用速食置放櫃、
商用硬質門電冰箱與冷凍櫃、商用蒸鍋、緊急出口燈、屋頂鋪蓋產品、交通信號

燈、變壓器、販賣機、冷水機、窗戶/門/天窗)等六大類產品項目，及包括辦公室、
建築物、住家、學校、醫院、雜貨商店等類建築物的能源效率標準與建築物能源

效率標章。 
能源之星計畫之作業方式，大致採取信任廠商的態度。主要作業重點為: 

1. 計畫規格標準之研擬:美國環保署/能源部計畫人員透過與利害關係團體之磋
商，研擬產品規格標準與測試規則議定書； 

2. 徵求廠商夥伴簽署協議書:環保署與夥伴簽署包括這些規格標準與測試程序
的協議書。夥伴承諾依據協議書內容自行進行或委託合格實驗室進行能源效

率測試，自行驗證與推出合格產品，依據規定使用標章，並向能源之星計畫

呈報合格產品能源績效資訊； 
3. 計畫人員進行標章使用之管理工作，包括抽驗產品與撤銷非法使用標章廠商
之資格等工作； 

4. 夥伴與環保署合作進行宣導工作。 
 
前述作業方式之重點是能源之星計畫自行研擬規格與測試準則，並且允許夥

伴依據這些測試準則自行進行能源績效測試，以取得使用標章資格。標章主管機

構大致上信任夥伴的自律，僅採取使用少量抽樣檢驗之方式，來確保標章之公信

力。此種作業方式可以減少主辦單位的作業壓力，並有助於計畫的迅速推廣。在

廠商自律力較高的歐美國家，此種作業方式或許不致發生嚴重弊端，但是在開發

中國家，就有進行適度修改的必要性。中國之省能標誌計畫其規格標準與作業模

式大致與美國能源之星標章類似，但是增加許多防弊管制措施，說明如下: 
 

中國的節能標誌計畫 
 
中國於 1997年 11月通過節約能源法，並於 1998年 1月開始生效。該法規

定由「中國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CSBTS)」負責最低能源標準之擬定與實
施，「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SETC)」則負責建立能源標章制度，並由兩個機構聯
合成立「中國節能產品認證中心(CECP)」(現稱中標認證中心)負責推動節能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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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1999年 2月 11日中國政府頒布與實施「中國節能產品認證管理辦法」，
開始正式實施節能標誌計畫。 
廠商要申請使用節能標誌時，須向 CECP提出認證申請，並繳納認證費用。

中心檢查組收到申請之後將擇期進行現場檢查工作，並由檢查組現場進行產品隨

機抽取與封樣，送交指定之認證檢驗機構進行檢驗，接著由檢驗機構提出產品檢

驗報告。通過認證之後的機構得使用「節能標誌」於產品上。 
目前得以使用節能標誌之產品包括:家用電冰箱、管型螢光燈、房間空調器、

交流電力系統阻波器、高壓鈉燈鎮流器、高壓鈉燈交流電子整流器、空壓機、微

波爐、電熱水器、電鍋、節水器具、小型電機、電力金具、電力省電裝置、電動

機輕載調壓器、電視機、雙端螢光燈、印表機、傳真機、印表-傳真兩用機、影
印機、洗衣機、電腦、顯示器、DVD播放機等。CECT並已經發佈上述產品的
檢驗準則。 
由以上做法顯示，中國的節能標誌計畫，自行頒布能源績效標準與測試方

法，與美國能源之星計畫多有類似。但是不同的是，計畫人員接受廠商申請之後，

需要進行現場檢查並將產品包封後送交認可實驗室進行測試，其防弊之用意頗為

明顯。此種做法與許多第一類環保標章計畫之嚴謹作業方式類似。 
 

能源標章作業方式之討論 
 
由以上所述，我們可以發覺各國實施能源標章制度的作業方式，與標章性質

屬於是強制性或志願性具有關聯，因為志願性標章需要注意維持公信力因此特別

需要注意作業嚴謹性。例如屬於志願性質的第一類環保標章計畫(例如我國的環
保標章計畫)，一般需要進行文件審查、現場稽核與後續追蹤考核等工作，以嚴
格管制標章使用來維持社會大眾對標章之公信力；至於強制性的 EnerGuide標章
制度，主管機關基本上只需進行文件審查工作，必要時才輔以抽驗管制工作。 
但是能源標章之實施方式與國情的關聯性更大，如果是屬於廠商自律力與守

法度較高的國家，不管是強制性或志願性的能源標章，皆可能僅使用最簡單的文

件審查程序，輔以抽驗性的品質保證程序。但如果對廠商的自律力沒有信心，則

為維持公信力，就必須要全面實施嚴格的全套審查程序(包括文件審查、現場稽
核與後續追蹤考核)工作。 
然而一般標章計畫管理機關的人力資源通常十分有限，如果必須要同時進行

規格標準之修改工作與嚴謹的審查工作時，經常有分身乏術之顧慮。若是委託專

業人員進行審查工作，廠商必須負擔的申請費用又可能會相對升高。 
但是嚴謹的規格標準研擬與標章使用管理為維護標章公信力與永續推動之

關鍵，因此標章管理機構必須要在標章作業嚴謹度、公信力、手續複雜性及收取

費用之間適度斟酌以取得平衡，方能維持標章制度之持續推動以取得能源節約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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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如果是屬於強制性的能源標章制度，需要較多考慮的是需要規範的產品項目

與制定規格標準之嚴謹度，在制度之實施面與公信力之考量較小。但是對於志願

性質的能源標章計畫，則產品項目之選定、能源標準之寬嚴、審查程序之鬆緊、

後續追蹤工作之頻繁以及是否收取費用或多寡，都是需要平衡考慮之因素。因為

前述項目嚴格實施，則有益維持標章公信力，但是不利於鼓勵廠商自願參與；便

宜行事雖有利順利拓展計畫規模，卻可能快速流於形式並喪失公信力。 
因此能源標章制度要能成功實施，必須要在理想與實際之間取得平衡。即使

是引進如能源之星計畫等具有固定運作程序之國際性計畫，都需要在執行層面上

(例如後續追蹤與產品抽驗執行程度)依據國情與廠商配合度進行適度的調整，才
能取得最大環境效益與社會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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