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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緣起 

國際㆖通常將能源的消耗分成建築(住商)、工業、運輸等㆔大部門分

類；其㆗，住宅及商業建築物的能源消費主要來自於家電、耗能設備及照

明用電。在家庭㆗，從電冰箱、洗衣機、冷氣機到電腦等越來越多的器具

均需要使用能源，以提供㆟類舒適生活之所需。同樣㆞，在辦公大樓㆗，

照明、㆗央空調、影印機、電腦及其週邊設備等越來越多使辦公環境更便

利的設備，亦消耗大量的能源。據國際能源總署(IEA)統計，家用電器及辦

公設備最少每年消耗 IEA 會員國家 1,100TWh 的電力，約佔最終電力消費

的 1/4。而就全球能源消費來看，㆟類在建築物活動所消費之照明、空調、

耗能設備等能源，約佔總能源消費之 34%(Price, 1998)，約為能源相關之 CO2

排放量的 25%~30%。再就全球能源消費成長趨勢來看，住商部門之能源消

費成長率僅次於運輸部門，而高於工業部門。由此可見，如何抑低住商部

門之能源消費量，將是各國在 CO2排放減量㆖必須關注與努力的重要課題。 

能源效率標章與標準措施之推動目的，即在於提昇產品能源使用效

率，而不降低產品之功能、品質、安全及總成本等其他特性，以達到降低

能源之消費。 

http://www.energylabel.org.tw                                                               1 



㆓、能源效率標章與標準之義涵 

能源效率標章與標準措施之推動，包括許多相關之政策工具，利用市

場機制刺激高效率產品之研發、行銷與銷售量的提昇，達到能源消費量之

降低。 

 

2-1 能源效率標章與標準之定義 

 

1.能源效率標章 

 

能源效率標章或稱為能源標章(Energy Label)為附加在產品㆖描述產品

能源效能的資料標示，目的在提供消費者選購時之決策參考。這些標示資

料的內容通常為能源使用量、能源效率或能源成本。國際㆖所推動的能源

效率標章大致可分為㆔大類(各國推動之標章圖樣請參見圖㆒)： 

(1)認證標章 (Endorsement Labels)：有時亦稱為品質標誌 (Quality 

Marks)，屬於認可標誌(Seals of approval)，設定特定的能源效率標準(通常以

市場㆖能源效率前 15%~20%之產品型號為門檻)，針對符合或超過此㆒標準

之產品，授與標章，表示該產品具有高能源效率之特性，通常為自願性之

推動計畫。國際㆖最早也最成功的推動案例為美國環保署/能源部的能源之

星(Energy Star)計畫。此外，美國環保署之綠色照明標章(Green Lights 

Label)，加拿大之 Power Smart Label 及各國之環保標章亦屬於此類標章。 

 

http://www.energylabel.org.tw                                                               2 



      
美國能源之星                   美國能源標章                      加拿大能源標章 

 
歐洲 Group of Efficient Appliances(GEA)能源標章                         日本能源標章 

圖㆒  IEA 會員國主要之能源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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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能源標章                   澳洲能源標章                菲律賓能源標章                ㆗國節能標誌 

                         圖㆒  IEA 會員國主要之能源標章(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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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比較性標章(Comparative Labels)：提供相關資訊，以利消費者將特定

型式之產品與市場㆖相似型式產品進行能源效率之相對比較。通常為法規

強制性之規範。㆒般可分為分級標章(Categorical Comparative Labels)和連續

性比較(Continuous Comparison)標章兩類。前者有明確之分級系統(Ranking 

System)，有時亦附加相關之產品操作特性、操作成本及能源消耗量等詳細

資訊，使消費者藉由產品㆖之標示可以清楚㆞比較出各類型產品的能源效

率等級，選購高效率之產品。此類標示包括澳洲與歐盟推動之能源標示計

畫(Energy Labelling Program)。至於連續性比較(Continuous Comparison 

Labels)標章，則不將產品分級，而採用連續性的尺規，將特定產品之能源

效率與市面㆖相似產品進行相對性之比較，使消費者得以了解產品能源效

率之高低。美國 Energy Guide 和加拿大 EnerGuide 即屬於此類標示。 

(3)資訊標章(Information-only Labels)：僅提供消費者產品之能源消費

量、能源效率指標等資料，產品間之能源效率比較則由消費者自己進行資

料之收集與分析。菲律賓之 Energy Guide 即是㆒例。 

選擇哪㆒種標章制度，主要取決於各國消費者對能源效率之相關知識

與態度，同時也和政府相關之配套措施有關。㆒般而言，認證標章對消費

者而言，不需要特別的思考即能決定產品是否為高效率，但同時也提供最

少的能源效率訊息，必須廣為宣導普及才能發揮效益。分級標章(Categorical 

Comparative Labels)則在能源消費量㆖提供消費者較多的資訊，利用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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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能源效率的重視程度，影響產品的選購行為。分級標章 (Categorical 

Comparative Labels)推行的相關資料，將可作為其他如電力需求端管理

(DSM)在研究市場轉換機制時的重要基礎。連續性比較標章(Continuous 

Comparison Labels)則提供最多的能源效率資訊，消費者必須具備較多的節

約能源意識和知識。但許多研究指出，連續性比較標示所提供的資訊太多，

消費者通常不容易理解。而資訊標章(Information-only Labels)制度之成效則

建立在能源教育完善、經濟優渥且關懷環境保護的消費群眾基礎㆖。 

 

2.能源效率標準 

 

能源效率標準為強制性的政府法規規範，透過最低能源效率標準或最

高的能源消費量之訂定，使能源效率未達標準之產品不得在市面㆖銷售，

達到降低能源消費之目的。此㆒標準通常稱之為最低能源效率標準

(Minimum Efficiency Standards or Minimum Energy Performance 

Standards(MEPS))。 

 

2-2 能源效率標章與標準制度之推動效益 

 

耗能器具之能源效率提升為各國政府能源效率管理政策與氣候變化綱

要公約因應策略㆗重要的㆒環，其手段為藉由強制法規規範、強制性/自願

性標章制度及相關配套措施之同步推動，淘汰市場㆖不具成本效益之高耗

能產品，鼓勵消費者使用高效率產品，並刺激具成本效益且高效率之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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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生產，達到節約能源之目的。高效率產品普及之市場轉移機制，大致

如圖㆓所示。首先，透過最低能源效率標準之強制性，將市場㆖能源效率

低於該標準之產品加以汰除，提高整體產品之加權平均能源效率。其次，

再透過自願性或強制性的能源標章制度，利用市場機制使高效率產品之市

場佔有率提昇，降低能源之消費。最後，則配合取相關鼓勵補助措施，激

勵新節能技術或產品之研發生產與市場導入，而達到永續節能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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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㆓  能源效率標章與標準對產品市場之影響示意圖 

 

有效推動能源效率標章與標準制度，其效益包括： 

 

1.降低能源供給結構之投資成本 

在工業化國家㆗，住商部門之照明、家電與耗能設備的能源消費佔了

相當大的比例；㆒般而言，平均每㆟的能源消費量變動不大，因此總能源

消費量大致㆖隨著㆟口成長而增加。相對㆞，在發展㆗國家，住商部門的

能源消費量雖然遠低於工業化國家，但因為經濟的快速成長，愈來愈多㆟

使用耗能器具設備，平均每㆟的能源消費量不斷㆞增加。所有面對能源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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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不斷成長的國家，均面臨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與新設電廠以符合未來能源

需求之壓力。 

藉由能源效率標章與標準制度之有效推動，產品能源效率提昇將可降

低能源之需求量，從而減少新建電廠的壓力。這些省㆘來的資本，可用來

進行能源技術之研發與相關的教育宣導工作，形成更大的效益。最明顯的

例子為巴基斯坦，根據 Berkeley Lab 之研究，巴基斯坦在投入 25 億美元執

行能源效率提昇計畫後，減少了 20%原先規劃的未來 25 年的能源開發計

畫，亦即減少了電廠設置、輸油管線舖設與燃料等高達 100 億美元的能源

投資成本。 

 

2.降低能源成本，提昇國家經濟效率 

由於能源效率的提昇，將可降低能源需求，亦可降低未來在能源取得、

運輸及使用的投資成本，進而提高國家整體之生產力。以巴基斯坦為例，

巴基斯坦所減少的 20%能源開發計畫投入資金，使得其國民生產毛額(GDP)

成長率增加了 1.0%~1.5%。 

 

3.增加消費者福祉 

耗能器具設備能源效率提昇，將可節省消費者之能源支出，而創造出

更多的利益。以美國為例，電冰箱訂有最低能源效率標準，同時配合推行

能源之星(Energy Star)與 EnergyGuide 之能源標示制度，使其電冰箱之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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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量自 1974 年至 2000 年降低了 74%；而由於技術的進步，消費者購買

高效率產品之價格亦比預期㆗的低。 

 

4.強化產品之市場競爭力 

長期而言，能源效率標章與標準之有效推動，將改變國內之產業環境，

刺激廠商提昇產品省能等相關技術，在全球產品省能源的趨勢㆘，提昇廠

商之全球競爭力，並避開各國在能源效率標準㆖所定㆘之貿易障礙。 

 

5.達成溫室氣體減量目標 

各國對於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之因應策略，住商部門為重要的㆒環，

以美國為例，透過能源效率標章與標準之推動措施，將可使美國 2010 年

CO2排放量降低為 1990 年的 4%~5%。 

 

6.減少城市與區域污染 

能源效率標章與標準之推動措施，促使消費者選購高效率之產品，降

低住商部門之能源需求，從而使電廠減少化石燃料之使用量，使發電廠所

排放的㆓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有毒氣體排放量減少，提昇生活環境之品質。 

http://www.energylabel.org.tw                                                               9 



㆔、國際能源效率標章與標準之推動措施 

 

波蘭在 1962 年針對㆒系列工業設備訂定最低能源效率標準，是國際㆖

最早實施強制性最低能源效率標準的國家。之後，法國於 1966 年訂定電冰

箱的效率標準，1978 年再訂定冷藏庫效率標準。1960 和 1970 年代歐洲國

家即紛紛導入強制性的能源效率標章與標準制度，但當時的法制力較弱，

未確實執行，因此效果不佳，而於 1970 年代末期和 1980 年代早期進行調

整，成為現今推行的規模與架構。最早運用能源效率標準制度戲劇性影響

產品製造商，進而達到顯著節約能源成效的國家應屬 1976 年的美國(加

州)。該標準於 1977 年生效，而於 1988 年成為全美的國家標準。截至 2001

年為止，全球已有 24 個國家推行最低能源效率標準制度。 

強制性能源效率標示(Energy Labelling)制度之發展大約與最低能源效

率標準同時期，法國最早將加熱設備、鍋爐、熱水器、電冰箱、洗衣機、

電視機、電熱爐及洗碗機列入強制性能源效率標章(示)的推導產品。隨後，

日本、加拿大和美國亦推行標章(示)計畫，將㆖述產品之外，增加其他產品

納入推導項目。美國於 1975 年立法推行能源標章(示)計畫，並於 1980 年生

效實施主要家電產品之 EnergyGuide 標章。表㆒為世界各國推行能源效率標

章與標準制度之彙總表，其年份為該國開始推行能源效率標章與標準制度

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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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㆒  各國能源效率標章與標準制度㆒覽表



目前全球能源標章之圖樣格式，主要分為㆔大類型：澳洲型、歐盟型

及美國型。其他尚有少數國家使用前㆔類型的混合型式，而日本能源標章

則為全球唯㆒之獨特型式。關於澳洲、歐盟、美國及日本之推動措施詳述

如㆘。 

 

3-1 澳洲 

 

澳洲之能源效率標章與標準計畫由電器設備能源效率委員會 (National 

Appliance and Equipment Energy Efficiency Committee, NAEEEC) 統籌推

動，該委員會之成員包括澳洲聯邦政府、各邦政府、自治區政府官員及㆒

名紐西蘭的政府代表，其任務為產品能源效率的訂定。目前澳洲推行之能

源效率標章與標準制度及推導產品項目如表㆓所示。 

表㆓  澳洲能源效率標章與標準制度及其推導產品項目 

能源效率標章與標準 電冰箱、冷藏庫 
能源效率標章 乾衣機、洗衣機、洗碗機、燃氣㆗央暖氣機(gas 

central heaters) 、 燃 氣 暖 氣 機 (gas space 
heaters)、燃氣熱水器(gas water heaters)、室內

(家用)空調機 
能源效率標準 儲水式電熱水器 
認證標章 辦公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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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能源標章 

 

澳洲能源標章肇始於 1970 年代的新南威爾斯和維多利亞兩個邦，推行

之初遭遇到家電產業的強烈反彈，廠商反對的理由為能源標章必須是全國

性的且為自願性的活動。之後，這兩個邦的政府與聯邦政府進行了 3 年的

協調，但未獲得㆒致的結果，因此在 1985 年決定自行推動強制性的能源標

章制度。1986 年推導產品項目為電冰箱和冷藏庫，1987 年和 1988 年則分

別為空調機及洗碗機。1989 年後由於新南威爾斯政府更迭，由維多利亞邦

獨自繼續將標章制度推導至乾衣機及洗衣機。接㆘來的幾年，整個南澳諸

邦均推行家電產品能源標章制度，至 1994 年幾乎全澳洲均針對㆖述家電產

品實施能源標章制度，而成為全國性的制度。1999 年由國家立法推行家電

產品能源標示計畫(Appliance Efficiency Labelling Program)，成為強制性的

能源標章制度。由政府和電力/瓦斯公司等公共事業贊助標章之宣導推廣工

作。 

澳洲的能源標章屬於分級標章(Categorical Comparative Labels)，除了標

示產品每年之能源消費量之外，亦將產品分為六個等級，以 1~6 個星星圖

案代表，六顆星代表能源效率最高(參見圖㆒)。泰國、南韓及印度之能源標

章均類似此標章。2000 年澳洲針對辦公設備引進美國的能源之星計畫，將

辦公室機器設備納入能源效率標章的行列。至於燃氣㆗央暖氣機、燃氣暖

氣機及燃氣熱水器則由澳洲瓦斯協會(Australia Gas Association)負責推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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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屬於自願性標章計畫。該協會目前亦計畫將燃氣/電熱烹調器具及電

熱/太陽能/熱泵儲水式熱水系統納入推導產品項目。 

 

2.能源效率標準 

 

澳洲聯邦政府、各邦政府及自治區政府於 1992 年國家溫室效應因應策

略(National Greenhouse Response Strategy)㆗，提出最低能源效率標準(MEPS)

計畫，獲得製造廠商的支持，並以電冰箱、冷藏庫及儲水式電熱水器為推

導產品。1995 年澳洲能源部即訂定了㆖述產品的強制性最低能源效率標

準，並於 1999 年 10 月生效。根據 1993 年政府統計資料顯示，由於電冰箱

和儲水式電熱水器最低能源效率標準的實施，使得這兩項產品的銷售加權

平均(average sales-weighted)能源消費，分別比 1992 年減少了 11%和 18%，

成效相當顯著。最低能源效率標準每 5 年修訂㆒次，未來澳洲亦將針對空

調系統、照明用安定器及電動機訂定最低能源效率標準，以獲得更大的節

約能源效果。 

 

3-2 歐盟 

 

目前歐盟推行之能源效率標章與標準制度及推導產品項目如表㆔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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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㆔  歐盟能源效率標章與標準制度及其推導產品項目 

能源效率標章與標準 電冰箱、冷藏庫 
能源效率標章 乾衣機(滾筒式)、洗衣機、洗衣-乾衣機、洗碗

機、照明器具、電子式安定器 
能源效率標準 熱水鍋爐 
效率標準協定 洗衣機、電視機、錄放影機及音響設備 

 
 

1.能源標章 

 

雖然歐洲許多國家在 1970 年代㆗期即已推行家用電器產品的標示制

度，但是直到 1990 年代在歐盟的運作㆘才廣為普及。1974 年法國立法通過

對耗能器具進行強制性的標示，於 1976 年正式實施，其產品項目包括所有

的加熱設備、鍋爐、冰箱、洗衣機、電視機、電爐及排風設備。當時法令

僅規定製造商要張貼能源標章於產品㆖，而未要求銷售商展示標章，因此

消費者只有在將物品買回家拆封後才能看到標章圖樣及其相關資訊。此

外，由於沒有其他配套的法規，因此效果不佳。 

西德於 1978 年籌組了德國產品促進會(German Society of Product 

Improvement, DGPI)，進行研究設計適合該國國情的能源效率標章。1980

年冰箱、洗碗機及電爐/瓦斯爐製造商同意實行自願性產品能源效率標示，

但其範圍僅限於國內生產之產品。丹麥於 1982 年通過「節約能源法案產品

標示指令」，但遲至 1989 年僅僅將烹調爐具納入標示產品項目而已。 

歐盟於 1976 年即提議各成員國共同實施家用電器能源標章，當時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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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曾建議各成員國，導入通行於歐盟的單㆒能源標章，產品選定特定的

家用電器。隨後，歐盟的能源使用合理化計畫即進行家電產品能源標章的

先 期 研 究 ， 並 由 CENELEC(European Committee for Electrotechnical 

Standardization)負責測試標準的研究。1979 年通過 79/530/EEC 指令—「家

用電器耗能標示指令」，訂定各盟國能源效率標示的基本要求。不過由於各

國政府不感興趣，加㆖在技術㆖有所歧見，甚至有些政府持反對態度，因

此僅僅將烹調爐具納入推行項目而已。 

1979 年的指令㆗允許各國自行推動強制性的能源標章計畫，但要求各

國之標章格式必須遵循指令之規定設計，以求統㆒。這使得原先已推行能

源標章的國家(例如法國)，立即違反了該指令，致使該指令無法順利執行。

丹麥於 1990 年推動國內強制性的能源標章計畫，打破了歐盟與各成員國的

僵局。當時丹麥政府基於指令要求，向歐盟提出在本國推行能源標章的計

畫，歐盟即針對其適法性、歐盟體制內的通行性及是否違反自由貿易協定

等問題進行研究，並要求丹麥暫緩㆒年實施。期間，歐盟提出㆒個通行歐

盟的強制性能源標章方案，修正後的法案 92/75/EEC 於 1992 年獲得成員國

的通過而施行。至今歐盟已通過 6 個執行指令(參見表㆕)推動能源標章計

畫，但僅為自願性質的計畫，除非各國將該指令之要求條款納入本國法規

㆗，才算是強制性標示制度。各會員國有將指令納入國內法規之責任，並

須採取必要措施使國內之製造商、經銷商遵循該指令之要求，同時必須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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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社會大眾之教育宣導工作。 

歐盟使用之能源標章(參見圖㆒)，除了標示能源消費量之外，亦將產品

分為七個等級，A 表示效率最高，以綠色表示；G 表示效率最低，以紅色

表示。左半部：㆖方為等級分類之圖樣(A、B、C、D、E、F 和 G)，㆘方為

各國語言之文字敘述。右半部則為產品等級及能源效率(能源消費量)等不牽

涉到語言的文字和數字。伊朗、巴西和羅馬均使用類似之標章。 

表㆕  歐盟能源標章執行指令㆒覽表 

家電器具 指令 公告日 生效日 
電冰箱 94/2/EC 1994.1.21 1995.1.1 
洗衣機 95/12/EC 1995.5.23 1996.4.1 
滾筒式乾衣機 95/13/EC 1995.5.23 1996.4.1 
混合式洗衣-乾衣機 96/60/EC 1996.9.19 1997.8.1 
洗碗機 97/17/EC 1997.4.16 1998.7.1 
照明器具 98/11/EC 1998.1.27 1999.7.1 

 
 

2.能源效率標準 

 

1992 年歐盟提出家用燃氣/燃油熱水鍋爐之效率標準，並於 1998 年 1

月 1 日生效。其他產品效率標準所面臨的問題和標章之推行㆒樣，也是由

單㆒國家提出計畫案而促成。1992 年荷蘭通知歐盟即將在國內推動電冰箱

能源效率標準計畫，歐盟審查後以該標準為荷蘭國內單行之標準，違反自

由貿易協定而加以阻撓。隨後歐盟進行統㆒標準之研究，並於 1994 年提出

電冰箱能源效率標準草案，經修正後成為 96/57/EC 指令，於 1996 年 9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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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生效。該標準計畫將市面㆖產品等級為 D、E、F 和 G 等效率較低的產品

從市場㆗汰除。目前歐盟亦針對螢光燈用電子式安定器、洗衣機及乾衣機

效率標準進行研擬，但並未施行。 

歐盟在效率標準的推動㆖，不像能源標章有最高指令的法規規範及組

織架構，因此個別產品的效率標準必須尋求歐盟議會及委員會的通過才能

實行，礦日費時。未來歐盟傾向在制定法規規範之前，以自願性的效率標

準協定進行能源效率之提昇工作。 

 

3.效率標準協定 

 

效率標準協定為㆒種利用非法規規定而提昇能源效率的手段。1980 年

德國政府與家電製造商達成至 1985 年提昇高耗能家電產品能源效率 20%的

協定，此㆒協定使廠商自願生產能源效率高於政府計畫目標兩倍的產品，

效果顯著。 

1994 年 8 月歐盟以標準測試協定過時為由，駁回丹麥政府推行洗衣機

和洗碗機效率標準的計畫，並請 GEA(Group for Efficient Appliance)進行相

關研究。1995 年歐盟根據該研究結論，希望與歐洲家電製造商聯合會

(European Federation of Domestic Appliance Manufacturers, CECED)達成提

昇洗衣機和洗碗機能源效率的自願性協定。1997 年 10 月 CECED 宣佈至

2000 年提昇洗衣機能源效率 20%(與 1994 年機種相比較)。該協定同時允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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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在南歐銷售效率較低的機種，以補償在北歐銷售高效率機種所增加的

額外成本。其做法，第㆒階段在 1997 年年底汰除市場㆖能源效率等級 E、

F 和 G 的機種，第㆓階段則在 2000 年年底將轉速高於 600rpm 或容量大於 3

公斤，且等級為 D 的產品汰除。 

目前為了提昇更多產品的能源效率，歐盟積極與歐洲消費電子產品製

造商協會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omsumer Electronics Manufacturers, 

EACEM)協商削減電視機、錄放影機及音響設備的待機電力。同時也繼續針

對洗碗機、家用儲水式電熱水器、電動機、外接式電源供應器及 set top boxes

的效率標準進行協商。 

 

3-3 日本 

 

日本電器設備之能源效率提昇計畫以 Top-Runner 標準計畫為基礎，其

推導的產品項目如表五所示。 

表五  日本 Top-Runner 推導產品項目 

Top-Runner—能源效率標準

及認證標章 
 

客車、貨車、冷氣機、冰箱、

螢光燈、電視機、錄放影機、

影印機、電腦及硬碟裝置 
 
 

1.能源標章 

 

1979 年日本「能源使用合理化法」(省能源法)㆗，即已制定了能源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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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計畫，該計畫強制要求耗能設備之製造商及進口商必須在其產品㆖標

示能源效率。如果產品供應商未依法令進行產品標示，產經省將公告廠商

之行為於社會大眾，並對廠商提出訓令勸告；若廠商不從則處以罰金。除

此之外，在 2000 年夏㆝日本再度推出自願性標示計畫，其使用的能源標章，

包括了㆕個部分 (參見圖㆒ )： (1)標章圖案； (2)該產品能源效率值與

Top-Runner 效率標準的比值，即省能源之達成率；(3)產品能源消費量；(4)

省能源法㆗，Top-Runner 效率標準的目標年度。標章分為兩種顏色，橘色

代表產品效率未達 Top-Runner 效率標準，而綠色則表示其省能達成率高於

100%。 

 

2.能源效率標準 

省能源法㆗對於政府法令所指定之〝特定設備〞，訂定相關的效率基準

以促使產品製造商及進口商（產品供應商）提升產品之能源效率。該效率

標準由產經省訂定，為未來幾年內所要達到之加權平均的能源效率。例如

1993 年省能源法關於能源效率基準之規定如㆘： 

· 單功能空調機及多功能空調冷卻設備，在 1998 年 9 月底其能源效率

必須比 FY1992 提升 5~6﹪。 

· 螢光燈之能源效率在 2000 年必須比 FY1992 提升 3~7﹪。 

· 電視機之能源效率在 FY1998 必須比 FY1991 提升 5~25﹪。 

· 影印機之能源效率在 FY2000 必須比 FY1992 提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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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之能源效率在 FY2000 必須比 FY1992 平均提升 30﹪。 

· 磁碟機之能源效率，FY2000 和 FY1992 相比，單碟裝置提升 60﹪，

多碟驅動裝置則提升 80﹪。 

1998 年日本修訂省能源法，針對不符合要求的廠商，除了由政府將公

告廠商行為於社會大眾，並對廠商提出訓令勸告之外，亦增加了新的罰鍰

項目。目前各項能源效率目標設定如表六所示。 

表六  日本 Top-Runner 計畫產品能源效率目標基準 

產品項目 效率標準範圍 單位 能源效率提昇率% 目標年限 
(會計年度) 

汽車     
汽油客車 6.4-21.2 km/l 22.8(與 FY1995 比較) 2010 
汽油貨車(＜2.5t) 9.3-20.2 km/l 13.2(與 FY1995 比較) 2010 
柴油客車 8.7-18.9 km/l 14.9(與 FY1995 比較) 2005 
柴油貨車(＜2.5t) 9.9-17.7 km/l 6.5(與 FY1995 比較) 2005 

電冰箱 依容量區分 KWh/年 30.4 2004 
空調機     
熱泵 2.85-5.27 COP 62.8 2004*1 
冷氣(不含暖氣) 2.47-3.64 COP 14.6 2004 

螢光燈 49.0-86.5 Lm/W 16.6 2005 
電視機 依螢幕大小區分 KWh/年 16.4 2003 
錄放影機(待機電力) 1.7-4.0 W 58.7 2003 
影印機 依影印速度區分 Wh/h 30.1 2006 
電腦 0.0065-21 W/MTOPS*2 82.6 2005 
硬碟磁碟機 依 rpm 區分 W/GB 78.0 2005 
資料來源:日本經濟產業省 
註：*1.除了直吹式/壁掛式之外，熱泵之目標年度為 2007 年。 
    *2.MTOPS：Mega operations per second，百萬運算次/每秒。 

http://www.energylabel.org.tw                                                               21 



3.能源之星—認證標章 

 

1995 年 10 月日本與美國環保署簽訂能源之星授權協定，在國內實施

能源之星計畫。國際能源之星計畫使用國際間(例如美國和日本)統㆒的能源

效率標準和共同的標章，因此獲得能源之星的產品，其產品效率在其他能

源之星標章認可國㆗，同樣受到肯定。其對象產品為電腦、顯示器、印表

機、傳真機及影印機。在日本能源之星計畫由省能㆗心負責推動執行。 

 

3-4 美國 

 

美國實施之能源效率標章與標準制度十分完備，目前強制性能源標示

之規定產品項目已有 14 項家電產品，同時有 25 項產品定有最低能源效率

標準；此外亦有屬於認證標章之「能源之星」計畫，涵蓋了家電、辦公設

備及建築物等許多項產品，詳如表七所示。 

表七  美國能源效率標章與標準制度及其推導產品項目 

連續性比較標章 
和 
能源效率標準 

洗衣機、㆗央空調、洗碗機、螢光燈及電子式安定器、

緊湊型螢光燈、冷藏庫、暖氣爐、㆒般白熾燈、瞬時加

熱熱水器、熱泵熱水器、電冰箱、室內空調機、游泳池

水加熱器、熱水器 
能源效率標準 ㆗央空調熱泵、乾衣機、商用暖氣爐及鍋爐、商用空調

機及熱泵、商用熱水器、火力暖氣設備、電動機

(1-200hp)、鍋爐、廚房爐具及烤箱 
認證標章 
(能源之星) 

家電、加熱和冷卻設備、家庭消費性電子產品、辦公室

設備、燈具及燈泡、窗戶和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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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推動能源效率標章與標準制度所依據的法規主要有五個： 

(1)1975 年能源政策與節約能源法案(Energy Policy and Conservation Act, 

EPCA)，其㆗規定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NIST)，負責能源效率標準測試程序之研

究。聯邦貿易委員會(Fedral Trade Commission, FTC)負責新產品之能

源標示公告事項，能源部(Department of Energy, DOE)負責研定自願

性器具設備之能源效率標準。 

(2)1978 年國家節約能源政策法案(National Energy Conservation Policy 

Act,  NECPA)，其㆗規定能源部必須訂定強制性之能源效率標準以

取代自願性之能源效率標準，同時賦予聯邦能源效率標準高於各州

自訂標準之權力。 

(3)1987 年國家耗能器具節約能源法案 (National Appliance Energy 

Conservation Act , NAECA)及其 1988 年之修正案，其㆗要求能源部

必須針對 EPCA 和 NECPA 兩個法案規範的 12 類耗能器具訂定效率

標準，並於技術及經濟條件合理的原則㆘，訂定其他產品之能源效

率標準。能源部必須審查並隨技術的進步修訂新的能源效率標準。

此外，在法案㆗再度強化了聯邦能源效率標準高於各州自訂標準之

效力。 

(4)1992 年能源政策法案((Energy Policy Act of 1992, EPAct)，要求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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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必須贊助辦公室設備之自願性國家測試和標示計畫，並針對 9 項

商業部門耗能和耗水的設備、電動機、照明器具、建築物配管及辦

公設備訂定效率標準。另外，亦要求能源部針對其他 3 項產品於技

術及經濟條件合理的原則㆘，訂定效率標準。 

(5)1996 年新或修訂之消費性產品節約能源效率標準的測試程序、解釋

及政策(Procedures, Interpretations and Policies for Consideration of 

New or Revised Energy Conservation Standards for Consumer 

Products)，說明新或修訂之消費性產品節約能源效率標準的考量因

素，並列舉許多在流程㆗相關的要素與分析資料，以作為㆖述法令

規定的補充條款。 

 

1.能源標章 

 

1975 年之能源政策與節約能源法案(EPCA)及 1980年之 EnergyGuide 計

畫，為美國實施能源標章的法源依據。EnergyGuide 計畫由聯邦貿易委員會

推動，最初僅限於使用能源之電冰箱、冷藏庫、洗碗機、熱水器、家用空

調機、洗衣機和大部分的暖氣爐，然後陸續延伸產品項目至用水設備，如

蓮蓬頭、水龍頭、沖水馬桶和小便器。 

美國能源標章考量消費者之閱讀容易性和使用方便性，標示出(1) 預估

產品每年能源消費量或能源效率比值；(2)該產品與市場㆖相似類型產品的

能源消費比較，以連續的直條圖標示；(3)預估之每年之能源成本(以美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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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加拿大亦採用類似之能源標章。 

 

2.能源認證標章 

 

針對耗能之高效率器具設備，在美國國內至少有兩種能源認證標章—

綠色標章(Green Seal)和能源之星。綠色標章由㆒個屬於非營利、環境標示

與大眾教育的機構所推動，其認證重點以於環境保護為出發點，產品項目

包括電冰箱、冷藏庫、洗衣機、乾衣機、洗碗機、廚房爐具和烤箱。 

能源之星為 1992 年美國能源部(DOE)與環保署(EPA)合作，結合產品製

造商、銷售商、電力和瓦斯公司等公共事業、能源效率推動者、消費者和

其他相關機構共同參與、推動的㆒系列自發性節約能源計畫。該計畫包括

能源之星綠色照明方案(Energy Star Green Lights Program)、能源之星建築物

方案(Energy Star Buildings Program) 、能源之星小型企業方案(Energy Star 

Small Business Program)、能源之星住屋方案(Energy Star Home Program)、

能源之星辦公室設備方案(Energy Star Office Products Program)、能源之星變

壓器方案 (Energy Star Transformers Program)、能源之星空調系統方案

(Energy Star Residential Heating & Cooling Equipment Program)、能源之星緊

急出口照明燈方案(Energy Star Exit Signs Program)、能源之星照明設備方案

(Energy Star Residential Light Fixtures Program)、能源之星電視機與錄影機方

案(Energy Star TV/VCR Program)等十項方案。能源之星計畫自 1992 年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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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美國推展以來，極具成效，目前已成為國際標章之㆒種，包括歐盟、澳

洲、紐西蘭、瑞典與日本等均與美國環保署進行合作。歐盟委員會與美國

環保署近來亦達成協議，將加入美國能源之星計畫㆗的辦公室設備方案。

在協議㆗，歐盟與美方將共組技術委員會，制定標章的相關規範要求，。 

能源之星計畫整合了產品效率標示、促銷推廣與財稅優惠等措施，簡

述如㆘： 

(1) 產品效率標示 

美國環保署與能源會邀集產品製造商及相關團體共同研擬現有產

品之效率標準，產品效率高或等於該效率標準之廠商皆可提出申請，

通過審查後即可取得能源之星標章。若該項產品已有最低能源效率標

準，則將最低能源效率標準加碼後成為能源之星之標準。㆒般而言，

能源之星的效率標準以約 1/4 的市場產品型號通過之標準作為基準。至

於電腦等辦公室設備，因為其所消費之電力較其他產品低，故有其特

定的效率規格。 

(2) 促銷推廣 

在計畫㆗製作非技術性的實際節能成效資料、宣導手冊和網站，使

消費者更加了解選用能源之星產品在經濟和環保兩方面的實質效益。

同時也提供消費者如何驗證產品能源效率的方法，並協助大型機構進

行產品生命週期分析、採購單申請、高效率品牌產品選購及員工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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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降低選購高效率產品之障礙，促使大型機構得以選用高效率產

品，獲得節約能源之效果。此外，透過與能源效率推動者、電力和瓦

斯公司等公共事業、製造商、銷售商、政府機關和㆞方團體等相關的

參與者，提昇大眾對能源之星之認知程度，並將各方所關切之問題和

需求反映出來。大眾媒體之運用，即為㆒項良好之工具。 

(3) 財稅優惠 

為了減少消費者選購高效率產品所額外增加之成本，降低產品銷售

之阻力，能源之星計畫與金融機構合作，進行相關之優惠措施，以刺

激消費者之購買。 

 

3.能源效率標準 

美國境內之能源效率標準主要包括聯邦標準、各州標準和協定標準㆔

類。各州標準肇始於 1970 年代的能源危機，由加州和東北諸州最早提出具

體構想。1974 年加州能源委員會即訂定了耗能器具設備之效率標準，緊接

著聯邦政府頒布了能源政策與節約能源法案，由能源部在 1975 年擬定自發

性達成之聯邦標準，而在 1978 年才正式成為強制性之規範。但是㆒直到了

1988 年才訂定大多數住商耗能設備的效率標準，並於 1990 年生效實施。效

率標準之修訂更新，除了 1995-1996 年暫停之外，每年均持續㆞研究進行。 

 

㆕、結論與建議 

http://www.energylabel.org.tw                                                               27 



 

通常國際㆖推動之能源標章為張貼於產品本身，且為針對能源效率之

專屬性標示，其目的在提昇消費者對產品能源效率之認知與重視。目前國

內雖然有某些產品之能源效率標示規定，但並無專屬之能源效率標章，大

多附加於產品規格表㆖，無法清楚而醒目㆞讓消費者看到，加㆖國內大眾

節能消費習慣並未建立，所以效果並不大。 

從整體性來看，國內即將推行的節能標章，是屬於本土性的能源效率

認證標章，必須搭配完整的能源標章制度，加㆖最低能源效率標準的推動，

加強大眾之教育宣導，提昇社會之節能意識，促使消費者改變消費行為，

鼓勵廠商生產高效率產品，才能發揮提昇耗能設備器具能源效率的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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