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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為介紹各國能源標章計畫系列文章之第四篇。前三篇分別介紹各國能源

標章制度的法規面、作業面與推廣面狀況。本文將接著介紹各國能源標章產品之

技術實施現況與發展趨勢。 
各國住宅部門能源使用量較多的產品項目為車輛、暖氣設備、冷氣設備、照

明設備與家庭電器等。要提升這些產品之能源效率所使用之技術，包括使用高能

源效率壓縮機/馬達/材料/光源/顯示幕、改善扇葉設計、改善送風/進氣管設計、
選擇適當機器功率/大小尺寸、增加絕緣隔離層等方式，與各項針對改善汽車效
率之動力系統、使用替代燃料及減輕車體重量等改善技術。 
各國對這些節能技術之推廣方式，包括將其列入產品能源績效標準與標章制

度內，例如日本使用強制性 Top Runner標準方法與美國推動志願性能源之星標
章制度等方式，以及採用綠色採購法令和產業志願行動等。 
 
一、 能源使用產品之能源使用狀況與能源節約潛能 
國際間一般將能源使用部門，大致區分為工業、住宅與商業及運輸等部門。

其中各國能源標章標示之產品項目，主要涵蓋住宅與商業部門之消費性產品。為

探討在住宅與商業部門能源節約技術之推動趨勢，需要瞭解此部門之能源使用量

現況。以下將以經濟合作暨開發組織(OECD)會員國、日本及美國在住宅部門方
面之能源使用統計數據，來說明此部門之主要能源使用情況。 

 
日本 
依據日本政府針對 2001會計年度之統計資料顯示，日本每戶家庭每年平均

使用之能源油當量(公升)依序為:私家車(1,139)、熱水器(390)、柴油/燃油暖氣爐
(305)、冷氣機(111)、電冰箱(75)、照明(71)、電視機(44)。這些項目亦為日本節
能行動計畫之重點項目。 
 
美國 
依據美國政府能源部(DOE)能源資訊署(EIA)之統計，美國一般家庭能源使用

量比率為:室內暖氣(52%)、電用電器(22%)、熱水器(17%)、電冰箱(4%)、室內冷
氣(4%)、洗碗機(1%)。 
 
OECD國家 
依據國際能源總署(IEA)統計經濟合作暨開發組織(OECD)會員國的住宅部

門電力使用狀況，會員國使用於住宅之用電量每年為 22130億度電，其使用比率



分別為:室內暖氣(15.5%)、電冰箱(13.9%)、照明(13.3%)、熱水器(9.8%)、室內冷
氣(7.1%)、待機電力(3.8%)、電視機(3.8%)、洗衣機(3.2%)、乾衣機(3.3%)、爐具
(3.2%)、洗碗機(%)、其他(21.2%)。 
 
能源節約潛能 

IEA之前述統計顯示若依據目前技術之發展狀況，至 2010年前，這些電器
之潛在能源節約比率約為:室內暖氣(30%)、電冰箱(10%)、照明(50%)、熱水器
(20%)、室內冷氣(30%)、待機電力(75%)、電視機(0%)、洗衣機(10%)。如果以總
節約電量來說，IEA預測 17個 OECD的歐盟國家，至 2030年時每年潛在電力
節約量最大的四個家庭電器項目，分別是待機電力(1100億度)、照明(700億度)、
室內暖氣(450億度)及熱水器(300億度)。 
以上三種統計數據所依據的各國生活型態並不相同。例如 OECD數據為全

體工業化國家之平均，涵蓋國家則以歐美等溫帶氣候國家為主；日本為位處溫帶

之島嶼國家且為 OECD國家中能源效率最高者；美國基本上屬於溫熱帶大陸性
氣候，但人均能源使用量為 OECD中屬於最高者。但由這三種統計之共同點可
以發覺，交通工具(汽車)應屬已開發國家家庭中耗用能源最高之產品項目，若不
計算汽車，則住家能源使用量較大的項目為:室內暖氣、室內冷氣、熱水器、家
庭電器、照明燈具等項目。若以這些項目之節約潛能來看，則以待機電力之 75%、
照明燈具 50%及冷暖氣機之 30%，屬於能源減量潛能較高之項目。 
因此各國的節能技術與發展趨勢，亦大致針對這些重點項目，分別敘述如下

節。 
 
二、各國對能源使用產品常用之能源節約技術與發展趨勢 
 
節能技術之應用與發展趨勢 
在探討各國常用之節能技術之前需要了解，有些產品之能源效率尚有改善空

間，例如使用傳統馬達與壓縮機之電器產品；有些產品之能源效率則已經接近理

論極限，缺乏改善空間，例如使用電熱線圈加熱之烹飪爐具與熱水器等即是。在

尚具改善空間之產品項目上，可以使用之能源效率改善方式，可以分為針對產品

本身之方式，例如改善使用材料與組件、改善設計，與針對使用方式之管理方式，

例如選用較適宜之產品功率/大小尺寸與改變使用習慣等。以下所介紹之技術，
主要屬於針對產品本身之技術改善方面。 
在國際間節能技術之發展與應用趨勢方面，主要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向: 

1.廢熱之回收 
此項技術主要使用於燃燒化石燃料(燃油或燃氣)之暖氣爐與熱水爐，例如具

有凝結式(condensing)廢熱回收裝置之鍋爐可以達到接近理論值(100%)之能源
效率；亦可以應用於電動式之熱泵(heat pump)裝置； 

2.高效率電動機/馬達(electric motor)之使用 



由於馬達為最主要之電能轉換裝置，使用電量占全美用電量之 23%與工業部
門用電量之 70%，因此例如變速電子整流馬達(ECM)等高效率馬達之推廣使用
可帶來巨大節能效益； 

3.待機/呆置電力之減量 
消費電器的待機電力與持續使用性電器產品之用電量，具有積少成多之效

果，需要積極進行減量。因此新生電器(例如機上盒)、現有產品(例如電源供應
機/變壓器)之能源效率改善均為各國努力工作； 

4.照明燈具/光源之改善: 
高效率燈具，例如發光二極體(LED)與螢光燈泡之推廣使用，已經逐漸取代

傳統白熱燈泡之應用。例如使用於家庭照明燈具與緊急出口燈和交通號誌等； 
5.設計與管理之改善 
例如改善風扇扇葉設計、送風管道設計、慎選冷暖氣設備大小尺寸、電源管

理措施等，均可以進一步改善產品之能源效率。 
結合應用以上這些技術後，在個別產品項目主要使用之節能技術說明如下: 

 
交通車輛 
車輛等交通工具之能源效率改善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因為涵蓋整個車輛燃料

供應的全部基礎結構建設與個別車輛本身之能源效率改善等互相連結之錯綜議

題。主要之改善技術包括燃料供應與車輛本身等兩個部分。 
在燃料系統方面，目前工業化國家均積極研究氫氣燃料電池，希望將未來能

源經濟轉型成為氫氣經濟。燃料電池可以使用於固定式發電機與行動式交通工具

等兩種應用。目前兩種應用的技術發展皆已經相具有成果，但是在機組價格與氫

氣供應的整個基礎建設上依然具有高成本、環保性等妨礙推廣的問題。因此要能

廣泛應用燃料電池動力車輛恐怕至少是一二十年之後的事。 
除了氫氣燃料電池車輛之外，其他汽油替代燃料車輛之發展也被各國列入考

量。例如來自農作物發酵產生的乙醇動力車輛，技術上已經成熟，僅需要將現有

汽油動力汽車之燃料系統稍做改善，使其可以抵抗乙醇腐蝕性，即可使用高達

85%乙醇含量(剩餘 15%為汽油)的 E85燃料，改裝之後的車輛稱為彈性燃料車輛
(FFV)，可以使用汽油與 E85這兩種燃料。此種車輛目前尚未能普及的原因是因
為 E85燃料的價格依然較高，然而國際油價持續上漲與政府補貼政策皆可能改
變此種情況。 
另一種高效率的車輛技術是「混合動力車輛(Hybrid vehicle)」。這些車輛具

有電池動力與較小汽油引擎動力等兩種動力系統，其使用汽油之燃料效率可以較

純粹汽油動力車輛大為提高。目前混合動力汽車在北美市場已經大量上市，並且

因為最近國際持續油價大漲，銷路極為良好。 
若不由燃料系統著手，其餘的車輛效率改善技術尚包括:1.引擎改善:例如發

展使用先進柴油動力「壓縮點火直接注射(CIDI)」引擎、使用先進引擎設計(高溫
/低溫雙燃燒模式、增加壓縮比例、variable valve timing、視需要僅點燃部分汽缸



等技術)；2.減輕車體重量:例如使用鋁、碳纖維、合金、複合材料於車身與引擎
部分，以減輕車體重量等。 

 
待機電力(Standby power) 
待機電力占家庭用電之比率，在 OECD各國家不等，約介於 3-13%之間，

例如在日本約占住家用電之 10%，在美國則為 5%。住宅部門之待機電力估計占
OECD國家總用電量之 1.5%，若與商業部門合計則可高達 2.2%。 

隨著各國家庭與辦公室網路化之日亦普及與電器數位化之趨勢，各種新產品

(例如數位電視與機上盒(set-top box)等資訊化裝置)之使用量日益增加。此外各類
家庭傳統電器逐漸被設計成可以互相連接與需要隨時待命之形式。因而 IEA預
測各國待機電力之使用量還將日益升高。 
由於待機電力被視為具有極高之減量空間(可以高至 75%)，且若不予以控制

將成為用電量成長最高之電器用電項目，因而對消費產品(特別是對新生數位產
品，例如機上盒等)待機電力之規範管制，成為目前國際間的主要節能趨勢。 

以目前之技術水準，僅需要每台機器花費數美元成本，即可將待機電力降低

至 1W以下。常用之節能待機電力設計包括: 
1. 改善各組件之能源效率:改善電源供應器(例如使用效率較高之「切換模式電
源供應器(switched mode power supplies)」來取代傳統之「線性電源供應器
(linear power supplies)」)、使用另一個低功率電源供應器來供應待機電力、使
用小電池或光電電池來供應待機電力；使用「LDO電壓調節器(Low dropout 
voltage regulator)」來取代標準電壓調節器、設計時減少電路之不同電壓層級
因而減少電壓調節器之使用數量；使用高效率積體線路(類似設計給使用電池
產品之線路)、待機時將線路切換至低頻率震盪器；使用省電之顯示幕(例如
黑白 LCD最省電，其次為彩色或被光之 LCD，若顯示幕需要照明時則使用
低功率 LED或減少字幕之尺寸)；在需要充電電器中裝設智慧型充電線路等； 

2. 採用節能之設計: 例如將電力開關移至高電壓端(使得開關關閉後，電流不流
過電源供應器，也不使用電力)；若完全消除待機電力不可行時(例如需要維
持內部時鐘運行)，可以使用三種方式:另外使用一個低功率電源供應器、使
用具有高低等兩種供電範圍之電流供應器、使用小電池或光電電池來供電等。 

 
暖氣設備 
暖氣設備可以分為兩類，燃燒化石燃料式(例如燃料油或天然氣)與電源式，

所使用之節能技術不同，討論如下: 
1) 燃油/燃氣式暖氣設備:燃料式暖氣設備主要分為燃燒燃料爐與送風等兩部
分。燃燒爐部分，高效率爐(例如凝結式)可以回收廢氣之廢熱，較傳統爐具
約可提高 20%能源效率；送風部分，使用高效率馬達(例如電子整流永久磁鐵
馬達(electronically commutated permanent magnet motor (ECPMs))、使用高效
率風扇扇葉設計(例如扇葉數量減少、深角度後彎型扇葉)、使用適當風扇大



小尺寸(避免使用過大系統)、改善送風/擋風口控制、改善送風管道設計以減
少風壓損失等。高效率送風扇可較傳統送風扇省電約 60%。 

2) 電熱式暖氣設備:若暖氣來自電熱線圈，其能源效率已經接近理論極限，難以
再加改善；電熱爐若附有送風部分，則其改善技術與燃油/氣式暖氣爐送風部
分之改善方式類似。若為附有壓縮機之電動熱泵式冷暖兩用機型，亦可以採

用廢熱回收技術。 
 
冷氣設備 
冷氣設備主要分為製冷部分與送風部分。製冷部分之改善可以採用高效率之

壓縮機(例如可變速渦卷式壓縮機)與高效率之凝結器/蒸發器風扇(Electronically 
Commutated Motor, ECM)馬達；送風部分則類似暖氣設備之送風部分，可以採用
高效率馬達、扇葉設計、設備尺寸最佳化、送風管道控制與減少風壓損失等方式。

其中使用高效率馬達風扇約可較傳統風扇省電 60%。 
 
熱水設備 
熱水設備亦可分為燃料式與電熱式，若為燃料式則以可採用廢熱回收(例如

凝結式)技術。若為電熱線圈加熱式，則缺乏改善空間。 
此外在日本亦推廣與冷暖氣設備合併使用之熱泵式熱水設備「二氧化碳冷卻

熱泵熱水器」與「潛熱回收熱水器」這兩種高效率熱水器的使用。「二氧化碳冷

卻熱泵熱水器」，其原理是運用空氣(冷暖氣)調節器中使用的熱泵原理，與傳統
燃燒式鍋爐相較約可省能 30%。「潛熱回收熱水器」則是回收熱水器廢氣的熱能，
與傳統燃燒式鍋爐相較約可省能 15%。此外燃氣引擎熱水器，係利用燃氣的廢熱
來產生電力，約可節省 10%使用能源。 
 
照明燈具 
主要是將燈具原先使用的白熱燈泡，改用省電螢光燈泡與發光二極體(LED)

等高效率燈，並適情況採用高效率安定器(例如電子式安定器)。此外例如緊急出
口燈與交通號誌等，改用發光二極體作為光源，可以較白熱燈泡約減少 90%用電。 
 
電冰箱/冷凍櫃 
與冷氣設備之能源效率改善類似。主要是改用高效率壓縮機、風扇馬達、加

厚絕緣層、改善內部設計(例如增設抽屜來減少開冰箱門後冷氣外洩情況)等。 
 
輸配電變壓器 
變壓器的效率改善技術包括更佳核心材料、改善設計與更精確之建造方式

等。例如核心材料採用非晶系鐵來取代高矽鐵；使用銅線圈來取代鋁線圈以降低

核心損失；避免使用過大變壓器以降低無負載損失等。新設計約可較傳統設計省

電約 40%。 



 
冷藏飲料販賣機 
由於一般冷飲販賣機係由飲料銷售商購買後置放於不同場所，並由這些場所

管理人支付電費，因此機器購置人缺乏購買節能機種之誘因。新設計約可較傳統

設計減少 44%-51%用電量，投資回報期約 2.4-3.2年。改善效率方式包括將 T12
螢光燈泡改用電子安定器之 T8螢光燈泡；在改善冷藏系統效率方面類似前述冷
藏產品，包括使用高效率壓縮機、冷凝器與蒸發器風扇採用 ECM馬達、採用 ECM
變速壓縮機、加厚隔熱層等方式。 
 
商業用家庭尺寸洗衣機 
此類洗衣機尺寸與家用洗衣機類似，常使用為公共場所之投幣式洗衣機。採

用新設計約可較舊設計減少 50%用電量與 35-50%用水量，簡單投資回報期約為
1.5-4.5年。因為洗衣機最大的能源耗費在於加熱洗衣用水之能源(約占 90%)，因
此若能省水即可節省能源。節省能源之設計包括將垂直軸向洗衣機設計改為水平

軸式設計，可以因而節省大量用水，與採用高效率馬達等。 
 
三、各國對節能技術之推廣方式 
 
目前各國對這些節能技術之主要推廣方式，可以分為強制性法規/標準與志

願性產業行動與能源標準計畫等兩種。 
 
強制性法規與標準 
此種方式係以法規命令方式，強制採購具有節能技術之產品，例如美國、日

本與我國之綠色採購法令，規定政府機關需要優先採購綠色產品，其中即包括使

用節能技術之產品。一個較特殊之法令範例是美國總統於 2001年 7月 31日簽署
之「第 13221號行政命令:待機電力具能源效率之裝置」。該行政命令規定美國聯
邦機關應該優先採購待機電力在一瓦特以下之產品。 
另一種推廣方式是因為了解這些技術之存在，因而在研擬新產品能源績效標

準時，將這些技術之能源績效成果，納入新規格標準中成為規範。一般新能源效

率標準並未規定應該使用何種技術，但是廠商如果要符合新規格標準之規範時，

自然必須要引用最新的能源效率技術，方能達到規定標準。 
此種強制性標準以日本政府依據省能法於 1998年推出的 Top Runner計畫為

代表。Top Runner計畫剛推出時其規定僅適用 12項產品。2002年 6月日本議會
通過將 Top Runner計畫予以擴大，新規定並於 2003年 4月開始生效。目前適用
之產品項目共計 18項，其名稱與能源效率目標規定如下表所示: 

 
Top Runner計畫規範之產品項目與能源效率規定 

產品項目 目標年度 能源節約效益 比較年度 



汽油小客車 2010 23% 1995 
柴油小客車 2005 15% 1995 
汽油卡車 2010 13% 1995 
柴油卡車 2005 7% 1995 
冷暖氣空調機 2004(部分 2007) 63% 1997 
冷氣機 2007 14% 1997 
電視機 2003 16% 1997 
錄影機 2003 59% 1997 
螢光燈 2005 17% 1997 
影印機 2006 30% 1997 
電腦 2005 83% 1997 
磁碟機/裝置 2005 78% 1997 
電冰箱/冷凍櫃 2004 30% 1998 
液化石油氣小客車 2010 11% 2001 
烹飪爐具 2006 燃氣 1%/ 

燃油 4% 
2000 

燃氣鍋 2006 14% 2000 
燃氣熱水器 2006 4% 2000 
燃油熱水器 2006 4% 2000 
電馬桶蓋 2006 10% 2000 
自動販賣機 2005 34% 2000 
油浸式/乾式變壓器< 
AC 700 V 

2000 30.3 2006/2007 

 
志願性標準/標章與產業志願行動 
志願性能源標準/標章計畫以美國的能源之星計畫，最具規模與代表性，說

明如下: 
 
美國能源之星計畫 
目前美國能源之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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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其涵蓋項目相當廣泛，因此其規格標準已經涵蓋前述之所有技術類別。

廠商為符合其規格標準，自然必須要採取現有最佳之節能技術。 
 

產業志願行動 
由於日本住宅部門約 10%電力消費量，係使用於電器之待機電力使用，因此

三個主要的日本電器產品廠商協會已經主動設定志願目標，將其需要使用待機電

力才能符合功能之產品的待機電力，在 FY2003年底(2004年 3月底)以前降低到
1W以下(冷氣機則在 FY2004年底前達成)。其餘產品的待機電力則將在 FY2003
年底前，降低至接近零用電。 
  
四、結論 
目前各國採用的消費產品節能技術主要是回收廢熱、高效率馬達/壓縮機、

省電燈泡、改變設計等方式。由於此類技術早已存在，因此影響其廣為採用之因

素主要與投資回報、產品使用週期與宣傳推廣有關係。 
在各國推動節能技術之方式方面，可以分為強制性與志願性兩種。強制性綠

色採購法規應屬效果最好，但是被採用的實例最少。強制性標準則可以藉著績優

之規格標準，促使廠商開發與採用高效率之節能技術。 
在志願性方法方面，廠商志願行動需要廠商具有高度自律與環境意識方能成

功推動。若採用志願性標準/標章方式，可以藉著消費者與市場壓力，創造出讓
廠商採用節能技術之壓力與誘因，但是需要依靠消費者高度的環保意識與政府的

推廣措施來協助方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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