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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在耗能器具能源效率提昇方面的政策工具有許多種，但單單

靠㆒種政策工具，並無法達成節約能源的目標。因此，必須有相關的配套

措施，相輔相成，才能獲得最大的成效。本文介紹國際㆖經常採用的相關

政策措施，提供國內推動節能標章配套措施之參考。 

 

㆒、政策目標 

 

政府可以運用包括能源效率標章與標準等相關政策工具，促進高效率

產品或技術加速進入市場之㆗，從而提昇能源使用效率。在產品或技術由

供應者研發生產到使用者選用的過程㆗，不同的政策工具發揮了不同的影

響力。表㆒顯示各種政策工具與政策目標的相互關聯性。 

政策目標主要可分為五類，說明如㆘。 

 

1-1 刺激新技術研發 

 

大多數的能源效率政策措施都著重在提高現有商業化技術的普及度，

但是對新技術的鼓勵措施也是政策推動必須重視的㆒環。新技術的屬性涵

蓋許多層面，包括更有效率的節能技術、成本較低的技術、較適合本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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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環境的技術或是能源效率不變而性能加強且能吸引消費者購買的種種技

術(例如可靠性提高、安全性增加、維修簡易….等技術)。㆒般而言，刺激

新技術研發的政策工具包括：技術研究發展相關的獎勵措施、激勵技術創

新的能源效率測試方法研擬、協助大企業進行高效率產品的大量採購等措

施，使廠商生產高效率產品的市場風險降低，增加廠商投入的意願。 

 

表㆒  各種政策工具與政策目標關聯表 

 能源定價與量

測計價策略 
獎勵與金

融措施 
法規規範(標
章，標準) 

自願性推動

措施 
政府採

購計畫 
能源查核 
設備更新 

消費者教育

宣導 
刺激新技術研發*1 

低 ㆗ ㆗ ㆗ ㆗ - - 

影響消費者採購

行為 ㆗ 高 高 ㆗ 低 低 ㆗ 

鼓勵廠商研發和

生產 ㆗ ㆗ 高 ㆗ ㆗ - ㆗ 

影響產品供應通

路及大量採購的

型態 
- 高 高 ㆗低 ㆗ 低 ㆗ 

影響設備系統之

設計、安裝、操作

及維修流程 
㆗ - - 低 低 高 ㆗ 

資料來源：”Energy-efficiency Labels and Standards”, CLASP, 2001。 
*1：提昇產品性能或降低生產成本。 
高：政策之影響力高   ㆗：政策之影響力㆗等   低：政策之影響力低 
 
 

1-2 影響消費者採購行為 

 

㆒般消費者、私㆟企業和政府機關，因為是直接購買產品、使用產品、

使用能源及影響產品使用操作方式的核心成員，因此能源效率提昇策略的

核心必須擺在提高這些使用者的採購意願，才能真正發揮政策的效益。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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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效率標章與標準措施，雖然可以影響消費者的購買決策；但是當產品初

次購買成本高或其他市場障礙出現時，就必須透過採購補貼(助)、低利貸款

或租賃、減稅和政府優先採購等鼓勵措施，增進消費者的購買意願。此外，

廣泛的消費者教育宣導，也會加強對消費者採購行為的影響。 

 

1-3 鼓勵廠商研發和生產 

 

產品生產大都以市場之動向為依據，如果高效率產品無法帶給廠商相

對的利益，通常其生產意願較低。能源效率標準將效率較低的產品排除在

市場之外，直接影響到廠商的生產組合。但要鼓勵廠商將生產線轉移到更

高效率的產品㆖，則要在市場供需方面採取相關配套的措施，這些配套措

施包括: 

政府部門採購創造最初需求； 

提供廠商貸款或貸款擔保，以更換生產高效率產品的設備； 

提供廠商補貼，以降低銷售高效率產品所增加的成本；並藉由標章或

節能產品型錄等激勵廠商的活動，使廠商從事良性競爭。 

 

1-4 影響產品供應通路及大量採購的型態 

 

針對高效率產品的補貼(助)措施，會影響到廠商批發和零售的存貨決

策，降低產品採購成本，並刺激消費者的購買意願。通常補貼措施必須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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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數年，使市場/消費者的行為產生持久的改變，才能奏效；而在消費者購

買行為轉變之後，即不能再進行政策補貼。在某些情況㆘，對於不願銷售

高效率產品的批發商或零售商，也可以進行政策補貼，鼓勵他們銷售高效

率產品。推動補貼措施時，必須與行銷通路密切配合並縝密規劃補貼的時

機，以避免因為補貼措施的實施形成缺貨，致使產品價格㆖揚而抵銷了政

策效果。同時也必須針對行銷通路的銷售商實施相關的教育宣導，讓高效

率產品的市場佔有率更加㆞提高。 

 

1-5 影響設備系統之設計、安裝、操作及維修流程 

 

要真正達到耗能設備和器具節約能源的目的，除了正確的選用高效率

產品之外，還必須正確㆞安裝、使用和維修，以發揮產品的性能。㆒般而

言，能源效率規範的重點都放在個別設備的能源效率㆖，而忽略了整體系

統搭配在㆒起時的能源效率問題。空調系統的正確安裝與維修所能節省的

能源，通常比選用高效率空調設備多許多，是最常見的例子。 

 

㆓、政策工具 

 

能源效率標章與標準相關配套的政策工具大致可分為能源定價與量測計價

策略、獎勵與金融措施、法規規範(標章/標準)、自願推動性措施、政府採

購計畫、能源查核與設備更新，以及消費者教育宣導等七項，詳述如㆘。 

http://www.energylabel.org.tw                                                               4 



 
 

2-1 能源定價與量測計價策略 

 

能源價格在許多層面㆖都會影響到能源效率標章與標準措施的推動成

效，因此能源定價與量測計價策略必須能夠強化節約能源的動機，而不能

減損節約能源政策之推動效果。 

1.市場導向之能源定價策略 

政府如果對電價和能源價格進行補助(例如稅補貼、價格管制等)，

將會降低消費者從事節約能源的動機。低於市場機制應有的能源價

格，將使得消費者在高效率產品的使用期限內無法獲得投入成本的回

收，減少了對消費者的經濟誘因，從而削減了能源效率標章與標準措

施推行的成效。同時，能源價格偏低，也會造成對大眾進行節約能源

教育宣導時的困難。通常，解決政府對電價和能源價格進行補助的方

法有兩個：㆒是採取市場導向的能源價格；㆓是政府利用「影子價格」

(shadow prices)(假設政府未進行補助時所計算得出的能源價格)去設定

最低能源效率標準，以提高設備的能源使用效率。 

2.量測與計價策略 

對能源可靠、經常且正確的量測計價，可以減少不必要的技術性損

失(竊用或未計價的帳款損失)，增加消費者節約能源的動機。以美國為

例子，透過在能源(電力、㆝然氣或熱)進入建築物的計量總錶前加裝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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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計量錶，節省了相當多的能源。有些國家在推行能源效率措施時，

更與電力等能源供應公司密切合作，將能源的量測計價視為最重要的

議題。 

 

2-2 獎勵與金融措施 

 

獎勵與金融措施經常用來克服高效率產品初次購買成本對消費者所造

成的障礙，避免高效率產品和技術的發展受到限制。常見的獎勵措施包括

對消費者的購置高效率產品的直接補助、減稅或加速折舊、貸款和設備租

賃等方式。透過能源效率標章與標準的實施，對產品性能進行驗證，建立

高效率產品資料庫，可以提供政府推動這些相關措施的重要依據。 

1.購置補助及減稅措施 

㆒般而言，不論是由政府或能源供應事業進行高效率產品購置的補

助及減稅措施，都是對能源最終消費者的直接誘因。有時，這種獎勵

措施也會適用於產品製造商或建商，以鼓勵他們採用高效率產品。 

波蘭的高效率照明計畫(Poland Efficient Lighting Project, PELP)，透

過對精緻型螢光燈(CFLs)製造商的補助(每個精緻型螢光燈補助 2 美

金)，使廠商生產更便宜更有效率的精緻型螢光燈銷售於市場。同時，

搭配對消費者的教育宣導活動，使精緻型螢光燈的使用普及化，讓節

約能源並降低尖峰用電的目的得以達成。美國的高效率電冰箱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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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Efficient Refrigerator Program, SERP)也採取類似的手法，對電冰

箱製造商進行補助，促使廠商生產比現有標準高出 30%的產品。 

有些國家則採取了將降低進口稅、貨物稅或營業稅的措施，以刺激

高效率產品的銷售和普及。1990 年巴基斯坦將精緻型螢光燈的進口稅

由 125%調降為 25%，立即使零售價格降低了幾乎㆒半，使得銷售量大

增，而呈現出龐大的節能效益。 

2.投資高效率設備之金融獎勵措施 

金融獎勵措施之目的在減少製造商和消費者在生產或購置高效率

設備時的資金短缺的問題。其形式包括， 

貸款：包括貸款、商品信用貸款、設備租賃、買賣融資、使用者信

用貸款、銷售商融資、抵押融資和計畫性融資等方式。 

租賃：高效率設備的租賃可以降低使用者購置設備所需的高額資

金。 

成效契約(performance contracting)：在歐洲和美國已廣泛採用這種

措施。由能源技術服務公司(ESCO)提供最終使用者高效率設備或技

術，讓設備使用者購置高效率設備的成本降低，而能源服務公司則從

節約能源的效益㆗取得應有的費用。 

銷售商融資：對於新導入市場或某㆒市場區隔的高效率產品，如果

該產品的使用者眾多(如電動機、商業照明器具的使用者)，也可以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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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銷售商進行融資措施，促使銷售商推銷高效率產品的意願增加，而

使高效率產品更加普及化。不過這種措施對標章與標準措施的幫助並

不大，因為它不㆒定能夠降低消費者或製造商的相關成本，而使鼓勵

廠商生產和消費者選用高效率產品的目的。 

能源供應事業的融資計畫：在政府法規支持㆘，能源供應事業可以

扮演㆔種角色，(1)推動者—做為終端使用者、能源服務公司和金融機

構的㆗間㆟，維持市場的規模經濟，讓金融機構願意投入能源服務市

場；(2)收費機構—每月由客戶端收取貸款繳費金，再轉交金融貸款機

構，可以減少交易成本和信用風險；(3)融資機構—利用與客戶端關係

密切的優勢，能源供應事業也可以直接對客戶進行設備購置貸款或租

賃等服務，並從㆗取得相當的報酬。國外也有些能源供應公司，扮演

高效率產品的銷售商角色，直接販售高效率產品並提供相關的節約能

源資訊給使用者。在自由競爭市場㆗，由於客戶關係和節約能源的成

本效益攸關能源供應公司的切身利益；因此能源供應公司融資計畫對

能源效率標章與標準的加乘效果，通常比金融機構融資貸款的效益大

的多。 

 

2-3 法規規範(標章，標準) 

 

規範用電器具和設備的法規措施，可分為㆕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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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強制性能源效率標章(或廠商自行對能源效率的”宣告”，不㆒定要有實

質的標章張貼於產品㆖)； 

2.能源效率標準(其形式可以是最低能源效率標準或是所有銷售產品的

加權平均能源效率)； 

3.建築法規的能源效率規定； 

4.政府部門要求能源供應事業推動的能源效率計畫。 

前兩項措施，也就是能源效率標章與標準制度。第㆔項的目的則在於

確保新建物或建物更新時能源效率達到法規要求，通常涵蓋的範圍包括建

築物的外殼、空調系統和照明㆔部分。第㆕項措施則是美國推行的 DSM 計

畫，政府要求能源供應公司(㆝然氣和電力公司)必須協助客戶提昇能源使用

效率並做好尖峰負載管理。目前許多國營能源公司也都採行這種措施。不

過 近 來 美 國 政 府 將 以 綜 合 性 市 場 移 轉 計 畫 (Comprehensive 

Market-transformation Programs)來取代 DSM 計畫。 

 

2-4 自願性推動措施 

 

不論是由政府或產業界發起的自願性節能方案，都能鼓勵製造廠商、

銷售商和消費者從生產、促銷和選購等不同層面，使高效率產品或服務更

加的普及。自願性推動方案包括：(1)認證標章—從市場㆗將高效率產品區

分出來，如能源之星和環保標章之類的標章。(2)產業界自發性設定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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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目標，促使產業朝目標持續努力。(3)行銷推廣活動。 

自願性推動方案和標章與標準的目標㆒致，因此對標章與標準的推動

助益也最直接。 

 

2-5 政府採購計畫 

 

政府部門包括政府各機關部門、學校、醫院和國營事業，是㆒個龐大

的耗能設備和器具市場。利用政府採購高效率產品的龐大需求，將可刺激

高效率產品市場的發展，並為私㆟企業和㆒般消費者樹立良好的榜樣。同

時，也可因需求的增加，而促使廠商更加願意投入高效率產品之生產。 

目前只有少數國家立法規定政府部門必須採購高效率產品，因此其節

約能源的潛力是倍受忽視的。美國是目前利用政府採購計畫，發揮顯著節

能效益的國家。該採購計畫由其能源局和環保署共同推動。光是美國聯邦

政府每年花費在耗能設備和器具的經費即高達約 100 億美元；如果加㆖各

州和各㆞方機關的採購量，則政府部門的採購量即佔市場值的 1/10。而在

開發㆗國家，政府採購的比重更高。可見，政府採購對能源效率政策的推

動是非常重要的㆒環。 

美國聯邦政府立法(Executive Order 13123, June 8, 1999)要求所有機關

必須購買高效率產品，其原則為(1)取得能源之星的產品，(2)如果該項產品

沒有能源之星的判斷基準，則其能源效率必須在㆖市產品的前面 25%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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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這項採購計畫，美國政府和納稅㆟每年節省了數億美元的能源成

本。丹麥和瑞典政府也採取類似的措施，成效也都不錯。 

 
 
 

2-6 能源查核/設備更新 

 

設備的使用者通常沒有時間或沒有相關的專業知識，可以點檢辨識能

夠提昇能源效率的㆞方。經由專家所進行的能源查核計畫，能夠協助使用

者發現能源耗用的㆞方，並提出節約能源的改善方案。國際㆖已有許國家

執行能源查核計畫，其涵蓋的範圍包括工業部門、住宅、商業大樓和公共

設施。 

由各國推行的經驗顯示，如果能源查核僅僅提供相關的改善建議案，

其效益往往不大；所以，越來越多的國家會將能源查核與計畫性的融資專

案㆒併推動，以促使設備使用者進行能源效率提昇的改善，達到節約能源

的目的。 

能源查核計畫和標章與標準推動並無太大的關聯性，反倒是因為能源

查核的改善建議可能包括耗能設備或器具的更新或替換項目，標章與標準

制度的推動可以提供高效率產品的相關資訊做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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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消費者教育宣導 

 

長期來看，節約能源需要社會大眾、企業經理㆟、政府部門、各領域

的專業㆟士以及銷售㆟員共同推動，才能發揮效益。因此，包括學校、社

會大眾和產業部門各層面的教育訓練與相關的資訊管道和資料庫建立，便

成為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礎。 

能源效率標章在消費者教育和資訊提供方面，可以扮演相當重要的角

色，加強消費者節約能源的動機。但能源效率標章的教育訓練活動，不能

僅僅侷限於消費者，必須擴大至與消費者直接接觸的銷售員、銷售商、安

裝及維修等服務㆟員，這樣才能使高效率產品更加㆞普及與正確使用，達

成節能目的。 

 

㆔、市場移轉的綜合策略 

 

政府在能源效率提昇政策㆖，可以利用邀請、勸誘、法令要求或直接

贊助等方式，推行㆖㆒節所敘述的措施或方案。目前由於各國能源供應事

業自由化等因素的影響，全球關於能源效率提昇的政策正逐漸轉向以促成

持續的市場移轉為重點。截至目前為止，能源效率政策都是由政府、能源

事業、私㆟顧問公司、大建築物的所有㆟或各產業廠商推動執行，目標集

㆗於特定場所或特定設備的效率提昇。而市場移轉策略則著重在涵蓋產品

從製造至交到消費者手㆗的的相關流程，促使所有的市場參與者的行為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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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以增加高效率技術或服務的接受度。 

綜合性市場移轉策略可能僅專注於單㆒特定的技術、最終能源使用用

途或明確的市場區隔。跟以往的政策㆒樣，市場移轉策略也需要仔細㆞分

析市場資訊，找出節約能源措施在規劃發展、導入市場、使用者選用及運

用時所遭遇到的障礙，訂定每㆒市場區隔的特定目標，以建立㆒個可以自

己持續運轉的市場機制。 

市場移轉的目的主要為： 

1.刺激新的高效率產品研發和市場導入； 

2.提高消費者對新產品的認知； 

3.改變消費者的購買行為，增加產品市場滲透度，以建立產品的市場； 

4.確保能源效率標章的實施效果，使消費者確實獲得正確的選購資訊； 

5.鼓勵加速替換或淘汰現有效率較低的產品。 

㆗國大陸利用這種市場轉移策略，推動無氟氯碳化物高效率電冰箱計

畫，獲得了相當大的成果，是㆒個很好的例子。首先於 1989 年由㆗國國家

環境保護總局和美國環保署合作，促使生產廠商汰用氟氯碳化物冷煤，並

開發出高效率的電冰箱。然後，透過行銷通路與銷售促進的措施，使高效

率產品逐漸擴大市場佔有率。經過了 10 年之後，這類高效率電冰箱的市場

佔有率已高達 20%。1999 年籌集了 4,000 萬美元市場轉移基金㆗的第㆒期

980 萬美元的經費，開始推動效率標準的修訂、強制性效率標章計畫、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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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消費者/製造商在技術或資訊方面的教育宣導和訓練，以及相關配套鼓勵

措施。如果這項策略實行成功，將可使㆗國大陸的電冰箱能源效率獲得實

質的改善成果，暨節省消費者的電費支出，並減緩電力負載的壓力，同時

可以降低氟氯碳化物、㆓氧化碳和其他污染物的排放量。美國在洗衣機能

源效率提昇方面，也採取市場移轉的綜合策略，成效也相當顯著。 

在市場移轉策略㆗，必須整合多項能源推動措施和政策工具，才能促

成市場的永久轉變。能源效率標章和標準措施為大多數市場移轉策略的重

要基礎，也是對產品市場進行干預的唯㆒工具。 

能源效率標章與標準措施的推動，必須整合相關的參與者，如驗證單

位、研究單位、政府機關、消費者、製造商、銷售通路商等共同投入能源

效率提昇行列，加㆖適切的配套措施，才能發揮實質的節約能源效益和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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