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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冷式資料中心之空調系統 
簡介

前言

2020 年的第四季，蘋果公司 (Apple Inc. ) 推出了 iPhone 12，這是一款 5G( 第五

代移動通信技術 ) 的智慧型手機。這也宣告了無論是安卓 (Android) 或是 IOS，兩大

智慧型手機作業系統都正式進入了 5G，2020 年也被稱為是“5G 元年”。更快的網

路傳輸速度代表著更多的資料及數據可以存放在雲端，造就了現今各個科技巨頭不

惜重本的投入基礎建設，在世界各地打造屬於自己的數據資料中心 (Data Center)。

Google 公司 (Google Inc. ) 已在彰濱工業區及台南建立了兩座資料中心，並於近期在

雲林購買土地，興建全台第三座資料中心。儘管這些光鮮亮麗的建築物內，沒有高

聳的煙囪排出黑煙，但這不代表它們不會危害環境，隨著互聯網和手機流量的快速

成長，資訊產業導致能源使用量大大的增加。

徐伯豪、王啟川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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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互聯網數據統計機構 Internet World Stats[1] 截至 2020 年第三季的統計，目

前全球網路使用人口已經突破 49 億人，約佔全球總人口數的 63.2%，如圖 1 所示。

根據 Internet Live Stats 統計 [2]，從 1993 年僅有不到世界人口 1% 的網路用戶，在

二十五年的時間裡成長了超過 60 倍，如圖 2 所示。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 (EPA) 在

2006 年的一份報告中顯示 [3]，資料中心的耗電量占全美能源消耗的 1.5% ( 大約 610

億千瓦時 )。以現今的統計，全球資料中心的碳排放已經超越了航空業的燃料排放，

但這還遠不是極限，隨著科技的進步，網路使用人口的數量會越來越多，質量也不

斷的提升，資料中心快速增長的同時，能源消耗的問題也將日益嚴重。

總結以上所述，資料中心會產生高密度的廢熱，熱堆積會導致伺服器過熱而無

法正常運行，因此如何有效的將熱量帶離設備與機房，是相當重要的課題。這樣的

結果，勢必需要提升空調系統的冷卻能力，這也間接導致能源消耗快速的攀升。然

而，現今“節能減碳”的議題越發受到重視，如何在做好機房熱管理的同時，兼顧

節能並提升散熱效率，是另一大挑戰，各大企業也紛紛朝此方向進行發展。

圖 1、全球網路使用人口統計 [1]



節能標章與能源效率分級標示季刊 | 第參季 |08 09

科技

視窗

器所吸收的熱量與外界的環境進行熱交換，而不需通過其他熱交換器，故此系統又

被稱為直膨式空調系統。而透過不同的冷凝器設計，又可以分為水冷式系統與氣冷

式系統。

其優點為主要製冷元件皆設於機房空調機組中，操作方便且可靠性高、施工速

度快且便於維修；缺點是為了維持適當的機房條件將產生較多的能源消耗，且在多

個機房下亦或同個機房需要分區時，無法同時共用此一系統，造成控制上的困難。

2. 機房空氣處理機組（Computer Room Air Handler, CRAH）

機房空氣處理機組就如同市面商業大樓的中央空調系統，透過冰水系統循環至

各個所需的空調區域，將熱量傳遞至戶外環境。冷凍循環的四大元件組成冰水主機，

其中由蒸發器延伸出冰水系統，根據不同種類的冷凝器設計又分為水冷式冰水主機

與氣冷式冰水主機。藉由蒸發器將作為二次冷媒的冰水降溫之後，由冰水泵將冰水

傳送至終端空調設備（如空調箱或送風機等熱交換設備）吸收空調區域內的熱量，

機房空調系統介紹

常見的資料中心所使用的空調系統可分為兩種，分別為機房空調機組 (Computer 

Room Air Conditioner, CRAC) 以及機房空氣處理機組 (Computer Room Air Handler, 

CRAH)，其運作方式如下所示：

1. 機房空調機組 (Computer Room Air Conditioner, CRAC)

機房空調機組類似於一般家用冷氣設備，是由冷凍循環四大元件所構成的系統，

分別為壓縮機、冷凝器、膨脹閥以及蒸發器，如圖 3 所示。系統中以冷媒不斷的進

行相變化以達到熱量傳遞的做用，由壓縮機吸入並壓縮成高溫高壓的氣態冷媒，流

動至冷凝器冷卻後相變化成為液態冷媒，經由膨脹閥降溫降壓後送至蒸發器，吸收

熱量後再度相變化成為氣態冷媒，回到壓縮機而完成循環。此系統可以直接將蒸發 圖 3、基本冷凍循環簡圖

圖 2、全球網路使用人口成長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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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熱量帶回至冰水主機。以水冷式冰水主機為例，其元件包含冷卻水塔以及冷卻水

泵，可以將冷凝器之熱量傳送至戶外環境，如圖 4 所示。

中央空調系統效率較佳且更為節能，搭配空調箱的配置可以穩定的控制室內空

氣品質，包含溫濕度、壓力及潔淨度。缺點為初設成本較高，維護保養也不容易，

需要額外的人力資源以維持系統正常運作及調整。

機房供風方式介紹

資料中心中設備佈置得相當密集，伺服器集中發熱的結果導致熱量容易堆積；

為了防止伺服器因為過熱而產生故障或是效率不佳的情形，需要分配大量的氣流有

效地移除機房內的熱量。常見的機房供風方式分為天花板供風及高架地板供風兩種：

1. 天花板供風設計

天花板供風的設計是利用空調系統將冷空氣送至天花板上方的風管流道，透過

送風風車的增壓使冷空氣向下引入機房，在冷空氣流入的通道區域內，一般稱為冷

通道 (Cold aisle)；而冷空氣經由機櫃的輔助風扇被吸入後，與內部的伺服器及 IT 設

備進行熱交換，成為熱空氣並由機櫃後方排出，此區域則稱為熱通道 (Hot aisle)，其

氣流循環簡圖如圖 5 所示。

其優點為安裝相對簡單且方便施工、風管流道的洩漏問題也較緩和，對機房空

間要求相對較小，因此中小型機房多採用此供風方式。缺點則是在面積較大的出風

口下，若供風流量過大使得出風風速太快而不易被機櫃吸入，需求的冷空氣流量在

高速衝撞地板之後，從機櫃下方及兩側擴散並與熱空氣混和，非常的浪費且相當耗

能。而供風流量過小的情況下，因冷空氣的量未達到機櫃流量需求，會把部分熱通

道的空氣引入冷通道中，用來補償供風不足的問題，而產生熱回流的現象。

圖 4  中央空調系統簡圖 圖 5、天花板供風循環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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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架地板供風設計

高架地板供風的設計是利用機房下方的空間組成一個氣流通道來引導冷空氣，

藉由安裝的開孔地板，將通道內的冷空氣從開孔處向上打出至機櫃入口側，一般將

開孔地板上方的區域稱為冷通道。透過輔助風扇吸入機櫃後將熱空氣從後方排出，

該區域稱為熱通道，其氣流循環簡圖如圖 6 所示。

此供風方式的優點為方便更換機櫃的配置以及增加機櫃數量較為便利，比起天

花板供風的設計有著更均勻的氣流分佈。而缺點則是對機房空間要求嚴格，需要額

外設計高架地板下的流道空間，由於透過板塊所組成的通道，需特別注意接合處的

密封問題，有著較明顯的氣流洩漏情形。

高架地板的深度與開孔地板的開孔率是影響氣流分布的重要因素，例如：高架

地板的深度增加會使通道內的流速降低，而有較均勻的氣流分布；不同冷通道的配

置配合相異開孔率的開孔地板都會有不同的氣流分佈表現。

能源使用效率指標－ PUE

Haas[4] 等人於 2009 年首度提出用來描述能源使用效率的參數指標－ PUE(Pow-

er Usage E�ectiveness)，當作資料中心的能源效率參考值，其目的是用來衡量資料中

心的能源效率，定義如下：

設備總用電量

機房總用電量

ITpower equipment   IT
powerfacility    Total

==PUE

由定義來看，PUE 是資料中心運作的總能量與 IT 設備消耗功率之比值。其中，

資料中心的總消耗功除了 IT 設備消耗功以外，還包含了空調系統、設施及建築管理

以及緊急用電系統的維持，如圖 7 所示。PUE 是一個大於或等於 1 的數字指標，而

且人們希望使其無限接近 1。換句話說，越小的 PUE 越好，這表示越少的能源使用

於 IT 設備以外的其他操作。而 PUE 值越大，代表為了使 IT 設備安全並有效率的持

續運轉，其所屬的供電系統、冷卻系統及照明系統等等組成的系統耗電量所佔機房

總用電量的比例就越大。

R1

CRAC

Perforated tiles

Servers

Fans

Air supply in 
plenum

Return hot air
L

H

W

R2

Racks

R3 R4
R5 R6

R7

圖 6  高架地板供風循環示意圖 圖 7、機房與 IT 設備之用電量分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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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根據勞倫斯伯克利國家實驗室 (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 的報告顯

示 [6]，2016 年美國數據中心的用電量佔美國總用電量的 1.8 %( 大約 700 億千瓦 )。

以目前科技進步的趨勢，到 2025 年，全球數據中心的耗電量預計將佔全球耗電量的

五分之一。Rong et al.[7] 的研究報告指出，根據不同類型的資料中心，冷卻系統的能

源消耗佔數據中心總能耗的 40 ～ 60 %，如圖 8 所示。若在資料中心內採取適當的熱

管理，將可節省 10 ～ 15 % 的電力消耗，對資料中心整體節能產生顯著的影響。

圖 8 資料中心能源消耗分佈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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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用

能源效率分級
挑選適合的冷氣

由於台灣屬於海島國家，夏季高溫炎熱常使人汗流夾背感到不舒服，為使生活

舒適，大多數家庭會選擇開啟冷氣機降低室內溫度。但冷氣機的耗電相比於家中的

其他電器來說較高，且往往一開啟就是 10~12 個小時，尤其是今年因為疫情的影響，

許多民眾都選擇在家防疫，因此造成開冷氣的時間更長，電費比以往還要更高的情

形發生，即使台電祭出今年 6、7 月不實施夏季電價，但前提是住宅用電的部份是以

全月用電度數不超過 1000 度為限，超過的部份還是以夏季電價來計算，所以在前述

的種種因素下，有許多民眾在今年意外的收到破萬的電費帳單。

以上可知，冷氣機的挑選非常重要，除了依照家中坪數選擇適當能力的冷氣機

外，選擇能源效率較高的機種一樣重要。為此，經濟部能源局定出了能源效率分級

制度，依照冷氣機耗電的程度分為 5 級，最節能的機種為 1 級能效，相反的，最耗

能的機種則為 5 級能效 ( 如圖 1)。雖然政府為民眾定出來簡單判斷冷氣機節能與否

施冠群

台灣建築調適協會

的標示，但仍有許多民眾不太清楚 1 級和 5 級到底在使用上電費會有什麼差異，且

能效越高等級的價格通常越高，這些都是造成民眾在購買冷氣時難以選則的原因，

因此，本文將對不同能效的冷氣機試算電費差異，期望能成為大家購買冷氣時的參

考依據。

在討論冷氣機的電費差異前，我們需先認識冷氣機的種類。冷氣機有分為接風

管型及無風管型，接風管型的冷氣機一般需搭配室內裝潢，所以家庭採用的通常是

無風管型，而無風管型的冷氣機又可分為分離式和單體式。常見的單體式冷氣有窗

型冷氣和一般店家常看到的箱型冷氣。分離式冷氣主要包含室外機和室內機，室外

機因擺放在房間外，所以室內就聽不到壓縮機運轉的聲音，比較安靜。室外機和室

內機連結的方式可分為一對一、多管型組合式、多管型固定式、幹管型組合式和幹

管型固定式這五種。其差別在於，一對一顧名思義就是一台室內機加上一台室外機，

也是比較常見的類型。多管型會將每一台室內機各別使用獨立的冷媒管連接到室外

機，而幹管型則是使用一組冷媒迴路與多台室內機連接。組合式與固定式的差異則

圖 1 能源效率分級標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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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室內機的數量是否是固定的，若是則為固定式，反之則是組合式。舉例來說，如

果我們買的冷氣機是分離式一對二冷氣機，則它的類別就是多管型固定分離式冷氣

機。

表 1  無風管型冷氣機種類

種類名稱

單體式

一對一分離式

多管型系列組合分離式

多管型固定組合分離式

幹管型系列組合分離式

幹管型固定組合分離式

在了解完冷氣機的種類後，我們來看經濟部能源局的能源效率分級制度是怎麼

規定的。首先，冷氣機的能源效率（以下簡稱 CSPF）就是冷氣能力與消耗電功率之

間的比值，簡單來說，我們可以看成每消耗一度電，這台冷氣機能產生出多少冷氣。

每台冷氣機因為設計的構造和使用的材料及製造的方式還有控制的方式不同 ( 比如定

頻、變頻 )，所以 CSPF 會不相同，能源局就依據這些 CSPF 的數值，區分成 5 種等級。

以一台小型的單體型冷氣來說，CSPF 低於 3.64 是 5 級，高於 4.35 是 1 級 ( 依據 105

年公告之標準 )，兩者至少差 1.2 倍，不同的機型可能還可以差距更高。這樣的數字

可能很難感覺實際上電費有什麼差距，因此接下來我們用一個情境來試算看看。

假設我們有兩台冷氣機，使用的坪數都在 4 坪，一台是 CSPF 3.45 的能效 5 級窗

型定頻冷氣機，另一台則是 CSPF 9.9 的能效 1 級一對一分離式變頻冷氣。冷氣使用

的時數我們可以參考林憲德教授出版的”建築產業碳足跡”，書中提到，一般住宅

在非夏季 4、5、9、10 月共 122 天的日子，每天平均使用 4 小時的冷氣共 488 小時，

而在夏季 6、7、8 月共 92 天的日子，每天平均使用 7 小時的冷氣共 644 小時。窗型

定頻冷氣因為耗電量是固定的，每小時消耗電功率約為 0.85kW，則將耗電量的數值

乘上全年共 1132 小時可得到全年耗電量為 962 度電。變頻冷氣則因為每小時消耗電

功率會隨著不同季節而有所改變，因此我們將每小時消耗電功率區分為夏季及非夏

季，以我們挑選坪數的一對一分離式變頻冷氣機來說，夏季每小時消耗電功率約為

0.42kW，與夏季使用冷氣的時數相乘，可計算出夏季耗電量為 270 度電，而非夏季

每小時消耗電功率約為 0.135kW，與非夏季使用冷氣的時數相乘，可計算出非夏季

耗電量為 66 度電，將所有季節的耗電量相加後，可得到全年耗電量為 336 度電。因

此能效 5 級的定頻冷氣機與能效 1 級的變頻冷氣機相比，每年的耗電量差 626 度電，

以台電公司公布的 2019 年我國住宅平均一度電約 2.5256 元來看，一年電費差距約

1581 元。

上述的計算過程對於一般不熟電器的民眾而言稍微複雜一些，因此經濟部能源

局提供了一個網站可查詢符合能效標示的冷氣，且上面已經幫大家估算好每年的耗

電量是多少，我們只需挑選能力適當的冷氣，即可比較不同冷氣的年耗電量差異。

透過「能源效率分級標示管理系統」搜索冷氣的相關關鍵字（如型號、公司名稱等），

就可以得到該冷氣的能效等級、CSPF 年耗電量等資訊，並與其他不同冷氣進行比較，

了解哪種冷氣對家中房間的坪數及格局較為合適。

表 2  無風管空氣調節機能源效率分級基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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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網站搜尋的結果難以得知該機種在不同能效級別上的效能差異，而且也無

法利用房間坪數來挑選適合的冷氣機，所以我們也可以進一步利用 Power BI 軟體以

圖表的方式來呈現冷氣機種相關數據。Power BI 是由微軟（Microso�）所開發的數

據分析工具。通過 Power BI 可以將數據進行統計及轉換成視覺化圖表，並利用數據

的條件選取得到該條件的相對應數據之圖表呈現。在圖表呈現簡潔美觀的同時也能

得到立即性、整體性級互動性的數據，是 Power BI 作為數據分析工具的優勢之一。

因此我們可以先下載經濟部能源局的能源效率分級標示管理系統所提供所有冷

氣種類的詳細資訊表，將冷氣的能力從 kW 換算成 RT，再用一般技師常用的每 3 坪

1RT 的標準計算出每台冷氣適合的坪數，帶入圖表中，再利用 Power BI 以視覺化圖

表挑選冷氣。( 如圖 4)

圖 2 經濟部能源局能源效率分級標示管理系統

 

圖 3 檢視查詢的結果 ( 藍色框為該產品一年的耗電量估算值 )

圖 4  Power BI 視覺化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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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目前需要安裝冷氣的房間坪數為 4 坪，您可以在『型號的計數依據坪數級

距』條形圖選擇 4 坪，而其他圖表內容就會呈現適合 4 坪所有冷氣機種的資訊。接

著點選左邊表格中所感興趣的廠牌，再選擇能源效率等級，我們就會得到符合剛剛

所選擇的坪數、廠牌及能源效率等級的冷氣機種資訊。最後我們再挑選想要的型號，

即可得到該台冷氣的年耗電量資訊。右邊中間的長條圖可以比較該型號冷氣機之能

源效率的表現，由此可以看出該台冷氣的性能。( 如圖 5)

圖 5 冷氣機挑選結果

本文介紹了不同冷氣的種類及不同能效等級的冷氣機種如何估算每年的耗電量，

若估算的過程感覺較為複雜，也可以使用經濟部能源局的「能源效率分級標示管理

系統」網站直接查詢，用政府幫大家算好的結果作為比較的依據。最後，我們使用

了 Power BI 讓我們可以進一步用視覺化的方式挑選適合我們的冷氣，並分析與其他

冷氣的能源效率差異。希望大家看了這篇文章後，能對冷氣機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從而挑選更適合的冷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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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巧克力 療癒你的心 

品味巧克力食物的療癒力

製作巧克力的原料為可可豆，是可可樹的果實經發酵乾燥而成，巧克力也是發

酵的食物，如同咖啡、茶、酒…等大眾熟知的品味食材一樣，因著各產地風土的不

同與微生物作用下的差異，使相同食材卻形成各種獨特風味；讓我們一起來用巧克

力打開品味生活的一扇窗，在品味的過程能幫助感官的開啟重新恢復與食物的關係，

滿足身體與心理的需求進而達到撫慰心靈的果效， 品味食物也能療癒人心。

巧克力如何挑選

衛生福利部 110 年 3 月 2 日公告修正「巧克力之品名及標示規定」，區分什麼

是巧克力與巧克力糖果，真正的巧克力中所含的油脂為可可豆本身的可可脂，巧克

力糖果中所含的則非或不完全是可可脂；巧克力的挑選可從包裝上的成分標示中區

分出，成分越簡單的越好反之則較差，以現在興起的 Bean to bar( 原豆原製巧克力 )，

以黑巧克力為例其成分為可可豆、糖、可可脂的三種基本組成，除了身體疾病上的

黎玉璽

Jade Li Chocolatier 創辦人 / 主廚
限制外必須選擇 100% 的黑巧克力，在品味與健康條件兼具下 70% 以上的黑巧克力

都是合適的選擇；牛奶巧克力則是黑巧克力的成分中多添加了奶粉， 可可的風味較

弱多了奶香味與鮮明的

甜味，白巧克力則是可

可脂添加糖與奶粉所製

成 的， 不 具 可 可 的 風

味而是以牛奶香氣風味

為訴求，好的巧克力有

四要件包含巧克力表面

具有光澤與亮度、折斷

時有輕脆聲、具入口即

融化的口感、具有芳香

悅人之風味，無論是黑

巧克力、牛奶巧克力或

白巧克力都適用上述原

則。

圖 1、從可可果莢變身巧克力的過程

圖 2、各樣的巧克力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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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巧克力「%」的美味密碼

市售巧克力包裝上顯示的百分比「%」代表的是，這塊巧克力中所有和可可

豆有關的成分在重量上占的比例（也就是可可固形的總量）。可可固形物（cocoa 

solids），指的是包含可可膏、可可脂與可可粉等 3 種可可成分的總含量。

以 85% 黑巧克力為例， 意謂巧克力的可可含量是 85%，而剩下的 15% 左右則為

砂糖含量，與不到 1% 其他添加成分等（其他添加的成分比例通常占不到 1%，如卵

磷脂、天然香草香料， 藉以增加巧克力柔順口感）；百分比越大，可可的成分越高，

砂糖的含量就越低，苦味越強烈；相對的，若百分比數字愈低，表示可可含量愈低，

含糖量越高，味道也越偏甜。可可含量的高低不能直接與品質畫上等號，就像品酒

也不是比酒精濃度的道理一樣。雖然可可含量百分比相同，但所含原料的配比卻可

能有所差異， 即使相同百分比，味道也不盡相同，因此巧克力的品質不能以可可含

量作為判斷基準，包裝上的比例數字僅能用來幫助判別苦甜的參考。例如，85% 黑

巧克力（原料配比為 40% 可可 +45% 可可脂 +15% 砂糖）與另一款 85% 黑巧克力（原

料配比為 60% 可可 +25% 可可脂 +15% 砂糖）在口感上有截然不同的味道。

如何品味巧克力

隨著產地與莊園巧克力及 Bean to Bar 的興起，注重的是巧克力的香氣與風味， 

巧克力也像品酒、品茶、品咖啡一樣可透過感官的品鑑，完整感受巧克力的豐富細

膩複雜的滋味。

品味巧克力的理想環境約在 20~23℃左右，溫度過低會影響香氣釋放與巧克力的

化口感，溫度過高則會破壞巧克力原有的質地而影響品嘗時風味的感受，且必須在

不受其他氣味干擾的環境下進行（溫度約 20℃），以便能仔細品味分析巧克力的各

種風味。

再者，不應有其他食物的殘留味道在口中，避免風味混雜的狀況，以及不宜在

空腹、飽餐、或身體不適的狀態，這些都會影響味覺；此外可另備水、白吐司或白

麵包，可用在每次品嚐間作為緩和恢復味覺用。

品味巧克力的步驟

每一個步驟花一些時間來體驗並將所感受並能記錄下來，每一細節都能幫助自

我感官的開啟促進人與食物的關係，在感官的享受過程中獲得滿足感，任何食物都

能以此原則操作。

1. 看

先仔細觀察巧克力的外觀細節，優質的巧克力顏色均勻、紋理平整，帶有自然

光澤、光滑細膩感，不會有白霜現象 ( 表示儲存狀況不佳 )。可可的成分越高苦味越

強烈，但並不代表顏色也就越深黑，多數巧克力的外觀色澤介於棕黑至紅棕色之間。

2. 觸摸

觸摸巧克力，讓手指的觸模感受巧克力的質地，可可脂所帶出的滑動感是細緻

或粗糙，感受巧克力的觸感是否平滑細膩。優質的巧克力帶有自然光澤，表面的觸

感平滑細膩，不會有粗糙不均的情形。

3. 聽（掰斷）

打開耳朵聽巧克力的聲音，優質的巧克力掰斷時會發出清脆俐落的聲響，斷面

組織成細密；若掰斷的聲音聽起來不明顯、有點鈍，斷面佈滿蜂窩狀小孔則是品質

不佳者。

4. 聞

香味是觸動人的有愉悅的感官享受的要件，香氣是巧克力風味的重要組成，會

帶有可可的醇香，好品質的巧克力聞起來應該帶有花香、果香、堅果香、木質等的

微妙芬芳香氣，若氣味裡帶有焦炭、藥水、金屬或腐敗等雜味則是不佳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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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品味的過程裡開啟的不單單是人的感官，有時是對於味道的記憶連結，連結

著與人事物的一種情感一種意義，一個食物或一個味道在每個人的心中都有著不一

樣的故事，後疫情時代生活中需要多一點的溫度，讓食物搭起人與人情感的橋樑， 

餐桌上多一點互動多一點溫度，對食物多一點認識就有多一點的選擇權，食物原無

罪框架它設限它就失去它的本質與意義。

5. 品嘗

品嘗是味覺嗅覺與食物的質地在口腔中的綜合感受，真正的要感受巧克力的風

味是將巧克力咬成小塊放入口中（非咀嚼方式），讓它在舌頭上隨體溫和唾液慢慢

融化，隨擴散化開感受滑順口感與香氣韻致（不會殘留顆粒感或蠟質感）。最終就

是感受巧克力的深邃餘味。黑巧克力的餘味往往最為複雜，從最初的香味，到過程

中釋出的風味轉化、餘韻轉變，豐富風味最是巧克力迷人魅力所在。

巧克力的美妙和複雜之處不亞於酒、咖啡的世界，也講究產地與風土的風味特性。巧

克力風味的形成因素很多，影響風味的因素也相當複雜，如果只用單一因素來界定其

特色那麼就太可惜了。基於品味原點，儘管對味道的喜好本是主觀各有所好的，但若

能就五感的感知體驗，一層層的深入瞭解巧克力的真實滋味，那麼或許更能感受巧克

力的迷人樂趣。

圖 3、巧克力品味紀錄

巧克力小常識：

Bean to Bar，指的是製作者從可可生豆（bean）的選擇取得開始，到加

工製作巧克力塊（bar）的所有生產過程，都由同一家公司參與監督處理製作

完成（或在同一店家進行全程製作完成）。顛覆過去取自不同產地的混合豆，

以及店家都直接與大企業購買巧克力原料製作，這股講究使用單一原產地豆

子的 Bean to Bar 風潮，讓原本的製造型態有了轉變，越來越多的中小型製造

商也開始投入生產鏈的源頭，從選豆開始到生產製程，烘焙、研磨、調配、

成型等全程包辦把關，重現 Bean to Bar 可可本身純粹而獨到風味。



節能標章與能源效率分級標示季刊 | 第參季 |30 31

產業

報導

產業 

報導

節能之星 東元公司成功案例

用心投入節能空調節能空調   

用心打造最舒適的「班班冷氣」「班班冷氣」

「節能標章」提供消費者一個清楚的省電節能的標誌

省電節能一直以來是消費者購買家電的一個重要指標，特別是冷氣，家戶全

年用電平均前 3 大的家電為冷氣、電冰箱、照明，分別占了 27.86%、13.89%、

11.81%，3 者加起來占了家戶用電一半以上；夏月用電更是驚人，光是冷氣機就占

了 47.11%，台灣自 2017 年起，全面以 CSPF 取代過去使用的 EER（Energy E�ciency 

Ratio，能源效率比值）。比起 EER 僅在單一標準條件下計算冷氣能力，CSPF 的測

算納入了季節因素，較符合台灣的冷氣使用習慣，也更精準的彰顯冷氣的節電效益。

CSPF 值愈高愈省電。所謂「CSPF」（Cooling Seasonal Performance Factor，冷氣季

節性能因數），顧名思義，即是考慮到冷氣使用季節的外氣溫度條件，更準確地計

算一台冷氣的能源效率。一般而言，CSPF 值每提高 0.1，就可節約 2 ～ 3% 冷氣機用

電。消費者若要真正達到省電目的，除了選擇一級能效的空調，也應該選擇節能標

盧清文處長

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空調暨智慧生活事業群 觀音廠研發處處長

章的機種。目前東元針對每個能力帶都推出全系列一級能效的產品，其中更不乏通

過節能標章的變頻機種可供消費者選擇。

「節能、減排、智能、自動」用心投入全領域節能空調產品

東元是一個在地化生根超過 60 年的本土品牌，從早期的馬達生產起家，到跨入

家電、空調領域，超過一甲子的家電品牌，除了堅持在地化用料、也堅持不用外籍

勞動力，在在實現的就是一步一腳印的台灣製造精神，秉持著「節能、減排、智能、

自動」經營理念，致力於環保製程製造生產綠色產品，於台灣市場導入 R32 冷媒空

調生產線，透過清潔製造及使用環保素材，生產更節能、環保的綠色產品，為節能、

減排、減少溫室效應持續貢獻。

為滿足市場及因應用戶需求，環保意識提昇，新世代環保冷媒 R32（HFC32）

全球暖化係數（GWP）約是現有的 R410A 冷媒的 1/3，R32 填充量亦只要 R410A 的

70％。與現行 R410A 冷媒相比，大幅降低

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全球暖化係數 GWP 僅

原 有 的 1 ／ 4 量， 相 較 使 用 R410A 設 備，

還可再提高 10％的能源效率，更有不會破壞

臭氧層、降低全球暖化、回收簡單的優點。

其尖峰耗電量也更低，有助於減緩大城市在

高用電期間電力短缺的情形，及因發電所產

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如果能把家用空調從

R410A 全面轉換為 R32 新冷媒，到 2050 年

可減少 46％的溫室效應。新冷媒若能擴展到

世界，對抑制溫室效應將做出巨大的貢獻。

另一方面東元持續觀注產業之節能發

展，開發超越政府規範一級能效之全系列節

能商品，並與企業及政府研究單位共同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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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透過能源及科技專案助力，引進最新節能新技術應用於技術創新、商品創新、

服務創新，提昇台灣品牌於國際的競爭力。

除了硬體產品的研發製造，在節能空調產品軟體方面，也應用物聯網與家電整

合，推出雲端空調，以「排程控制」、「電量可視化」、「遠距控制」、「忘關提醒」等，

以客戶為本實用功能引領智慧家電發展。雖然各種家電技術上都已具備智慧家電第

一個要素「聯網功能」，但是「content is king」，唯有提供客戶有價值的服務內容，

才是智慧家電第二個核心。例如：以家用空調為例，東元正在研究如何讓每個人每

天身處不同環境場所變化時，智慧偵測提供專屬於個人最舒適的空調環境，重視於

提供智慧內涵提升客戶價值，而非僅具聯網的基本功能，是東元用心發展智慧的家

電核心理念。

結合科技與生活，東元推出安全防疫、零接觸的新產品 ( 圖 /TECO)

響應政策，為「班班有冷氣」用心打造開發產品

雖然許多產業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但家電產業卻受惠此中小學專案以及節能

家電補助還有抗疫需求，內需銷售暢旺 ! 行政院長蘇貞昌 2020 年 7 月宣布，全國中

小學十萬間教室，在 2022 年夏天前裝設冷氣，東元響應政府政策，立即投入重金開

發產品推動此專案，希望可以提供學童有節能省電，清淨健康的優質空調，節能省

電方面，不只能效超越一級標準 10% 以上，在 CSPF 值部分也是最省電的節能冷氣，

有效節電 5% 以上，產品更榮獲節能標章、環保標章、MIT 微笑標章，集三標章於一

身；其中 MIT 微笑標章更榮選 MIT 微笑金選獎。

產品特色：

1) 台灣製造比例高於微笑標章 MIT 標準→最愛台灣，兼顧節能與環保，產品品質榮

獲節能標章，環保標章與 MIT 微笑標章的專業認證肯定

2) 機體優化設計能效 CSPF=5.61 超越國家一級標準 10%

3) 機體環保設計，採用最新最高能效且對溫室效應衝擊最小之 R32 環保冷媒

4) 使用最頂級高規格之三大功能：自清淨 / 健康吹 / 關機防霉

5) 機組可搭載獨家專利清淨模組，多層防護，有效過濾 PM2.5，擁有空調同時擁有

健康空氣

6) 最新強化防鏽設計，機組更耐用壽命更長。針對台灣海島型潮濕氣候與環境設計，

在地研發和生產，提供空調耐用最高標準，大大提升空調耐用度，為提供使用者

最好空調，

7) 可搭配智能客服系統 APP，進行智能檢知故障排除

為因應後疫情時代，東元空調加碼贈送空氣清淨模組，搭配「專利超級抑菌空

氣淨化設備」，能有效過濾 99% 的 PM2.5，過濾教室粉筆灰、減少學童過敏機率，

採取清淨、冷氣二合一的方案，以覆蓋於冷氣室內機上方的設計，節省教室空間；

並且加入智慧偵測，可以隨時看到目前的空氣品質。

此外，東元團隊不但推出全機 7 年保固（壓縮機 10 年保固），搭配全方位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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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定期保養檢修、線上檢修 Line 客服等，東元攜手在地數百家經銷商，和關係

企業宅配通物流等強大安裝能力，讓近日輿論最顧慮的安裝和維修量能不足的狀況

可獲得解決，所提供的一條龍服務，也讓選擇的學校無後顧之憂。

東元多年來一直致力於智慧城市的數位解決方案，已在台中、桃園等全國多所

學校建置空調和能源管理系統（EMS），可配合班表及電力調度需求，進行智慧化

節能管理，加上這次特別為學童規劃的最佳空氣解決方案，因此贏得教育機關、學

校主管及老師的青睞。

東元家電空調入選 19 縣市「班班有冷氣」計劃 ( 圖 /TECO)

智慧節能，迎向「碳中和」

呼應國家節能減碳、永續發展的政策目標，東元公司自 2020 年度起，全面實施

「永續 KPI」，其內容包括了內部碳價、再生物料及廢棄物回收佔比、氣候衝擊管理

三項指標，讓永續經營的理念深入到每一個部門及員工的日常作業之中，期望在最

短時限內達成全集團 「碳中和」的最終目標。

環境減碳、地球暖化與極端氣候已是迫在眉睫需人類共同面對解決問題，智慧

家電可根據周圍環境自動調整工作時間狀態，從而實現節能。例如，智能空調可以

根據不同的季節、氣候及用戶所在地域，自動調整其工作狀態以達到最佳效果，在

滿足人們需要的前提下儘量實現節能。

節能已成為許多家電品牌的主要賣點，未來家電的環保功能也將越來越受重視，

東元將持續精實電控核心技術，開發更具省電環保的新產品，達到變頻、省電、環保、

靜音，並應用雲端空調，結合科技與生活，「以用戶生活為導向，以科技管理為後

盾」，來滿足不同消費者的需要，提供消費者更便利的智慧節能生活。

關於東元： 

國產變頻冷氣領導品牌一東元，創立於西元 1956 年，累積了近一甲子的空調研

發技術與經驗，目前的產品線已從 1RT 的家用冷氣擴展到 1,200RT 的大型離心式中

央空調主機。舉凡在新建案、住家、各大醫院、公家機關丶各級學校、機場、飯店…

等，隨時隨地都能看見東元變頻節能空調產品的蹤影。



節能標章與能源效率分級標示季刊 | 第參季 |36 37

主題

分享

行政院環保署 2020 溫室氣體排放統計資料顯示 ( 圖 1)，全國溫室氣體排放總量

從 1990 年 136,759 千公噸二氧化碳當量，上升至 2018 年之 296,546 千公噸二氧化碳

當量，排放量成長 116.84%，年平均成長率為 2.80%。以 2018 年為例，台灣所排放的

溫室氣體量由多到少依序為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與含氟溫室氣體。2018 年全

國二氧化碳排放量為 282,842 千公噸，占總溫室氣體排放量之 95.38%，其中又以能

源部門為最大貢獻來源，顯見能源使用效率攸關二氧化碳排放也直接影響全球暖化，

國人必須嚴肅面對。

圖 1、臺灣 1990 年至 2018 年各部門溫室氣體排放量趨勢

除了二氧化碳與甲烷外，氧化亞氮與含氟氣體也是不可忽視的溫室氣體。氧化

亞氮排放以農業活動為主，但近年來化學與電子業的排放量逐年增加。含氟溫室氣

體主要來自高科技產業，如國內重要之半導體及光電產業也普遍使用含氟氣體於蝕

對抗全球暖化 從你我做起

近年來世界各地乾旱、熱浪、暴風、豪雨及森林大火頻傳，地球暖化帶來的極

端氣候日趨嚴重，過去 5 年間（2016 至 2020 年）的地表平均溫度是 1850 年有紀錄

以來最熱的時段。相較於工業化前的水準，2011 至 2020 年全球地表溫度上升近攝氏

1.1 度，與目標值 1.5 度已相去不遠，值得大家警惕。控制地表平均升溫於攝氏 1.5 度

內和 2 度有什麼差別？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 (IPCC) 指出，即使全球平

均升溫控制在攝氏 1.5 度，未來全球還是會頻繁出現極端高溫，但是若平均升溫達攝

氏 2 度，極端高溫的強度會增加一倍。溫室氣體大量的排放，則是導致極端氣候頻

傳的主要原因，面對日趨嚴重的氣候變遷及這些天災導致全球各地傷亡與損失不斷，

而極端氣候的問題仍然在持續加劇中，高溫與洪水的出現會越來越普遍，因此再生

能源的開發與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已迫在眉睫，減緩地球暖化的工作更是人人有責，

身為地球人的我們必須力行節能減碳，降低溫室氣體排放，走出溫水煮青蛙的困境。

張木彬

國立中央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

主題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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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製程及腔體清洗 ( 如 CF4, NF3 等 )，這些含氟氣體之全球暖化潛勢 (GWP) 高，如

何有效減量也值得業者重視。

溫室氣體的排放絕大多數來自於燃燒石化燃料，如燃煤發電程序即排放可觀之

二氧化碳，並且在燃燒過程衍生大量的空氣污染物如 PM2.5、重金屬、硫氧化物及氮

氧化物等，除影響空氣品質外，也會對於人體健康產生直接的威脅，不僅如此，燃

煤發電是全球環境成本最高的產業，燃煤發電帶來的環境污染影響廣泛，除衍生空

氣污染外，因為發電過程需要大量的水進行冷卻，對於水資源造成相當大的傷害。

因應全球節能減碳趨勢，各國積極減少煤炭的消耗量，台灣在 2016 年燃煤發電佔總

發電量的 45.4%，燃煤發電為主要的發電方式，在綠色能源的轉型策略下，2020 年

的發電占比減少為 45.02%( 圖 2); 而台灣在 2016 年燃氣發電佔總發電量的 32%，2020

年的發電占比增加為 35.07%，可見燃氣發電的比重逐漸上升，這也是台灣能源轉型

相當重要的一步，燃氣機組的優勢為空氣污染排放潛勢較低且具有快速起停，高升

降載能力，是搭配再生能源的好幫手，在我國能源轉型過程中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

台電公司估計 2025 年國內燃氣發電比重將提升至 50%。

圖 2、2020 年台灣發電結構

夏季來臨，國內用電量急遽上升，各地經常傳出火力發電廠造成當地空氣品質

劣化的爭議，而燃煤及燃氣發電程序為現今國內最主要的電力供應來源，因此也被

認為是導致空氣污染的元凶。2020 年全國總用電量為 2389.3 億度，每人年平均用電

量高達 10058 度，這個數字遠大於亞洲其他 GDP 高於我們的國家，如日本、南韓、

新加坡 ( 圖 3)。然而每一國家的用電量依其產業結構、國民用電習慣及氣候條件而

有所不同，例如冰島為高緯度國家；阿拉伯為產油國，至於台灣之工業用電占比則

超過 55%，此數據已可被視為「工業重鎮國家」。由表 1 可看出台灣是全球名列第

四的低電價國家，這或許也是導致台灣耗電量高的部分原因，因此除了政府必須思

考有效之節約能源政策、制定合理的電價結構，倡導國民節能減碳並積極開發節能

減碳新技術，國人則更應養成良好的節電習慣，由日常生活做起，降低用電量。

圖 3、各國人均年用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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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019 年各國之住宅及工業電價 ( 國際能源署 )

為了落實節能減碳，除了改善現有的生產方式、改變原有的用電行為外，發展

節能減碳且具永續性的新技術更是未來的研究趨勢。美國勞倫斯柏克萊國家實驗室

提出「碳循環 2.0 提案」，朝向「可復原的」2.0 時代──縱使人口持續增加，也能

在不減損人類幸福生活的情況下，復原或維持應有之碳循環平衡。勞倫斯柏克萊國

家實驗室提議採取技術整合策略，重點項目包括人造光合作用、推廣生質能、能源

效率提升、碳捕捉與貯存、普及太陽能電池、改善燃燒方式等。其中碳捕捉再利用

封存技術 (CCUS)，不只被聯合國視為重要的減碳手段，更受到國際能源署之高度評

價，認為其具有高發展價值。此法不只將碳捕捉，更要將碳進行利用與封存，發展

CCUS 能有效幫助產業去碳化作為因應手段，此種方法適用於鋼鐵、水泥、石化、發

電廠等重工業產業。CCUS 技術 ( 圖 4) 簡單來說，就是從工廠煙囪捕捉二氧化碳，

再利用，製造成化學品或燃料；或將其封存到乾枯的油田井中，避免排放至大氣。

一般可分為現地及非現地捕捉利用封存，現地是直接在工廠的排放點，進行碳捕捉，

可利用沉澱法或是直接從大氣捕捉；非現地則是利用管線、船隻、鐵軌和公路運送

至其他地方進行使用，或將二氧化碳打入地質結構中（如枯竭油氣井、鹽礦井等），

進一步協助排出礦井內的殘餘油氣。

至於為何二氧化碳可以封存到油田井？專研碳管理技術的中研院院長廖俊智指

出「在美國德州產油的地區，本來就是用二氧化碳把油擠出來，現在只是再把二氧

化碳壓下去，把岩石的縫隙填滿。」

圖 4. CCUS 碳捕捉、利用、封存示意圖

近年各國紛紛加強對減緩氣候變遷的承諾，CCUS 的熱度也逐漸升高，雖然美國

與歐洲仍占多數，但如果發展順利，儲存的二氧化碳將可突破每年 1.3 億噸。而國內

產業也搭上這波風潮，如台泥將與工研院共同在花蓮打造亞洲最大的碳捕捉實驗室，

直接利用技術從大氣中捕捉二氧化碳，並加工製成甲烷、甲醇等化學產品，實踐捕

捉、儲存、再利用的氣候永續目標。



節能標章與能源效率分級標示季刊 | 第參季 |42 43

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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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抗氣候變遷，我們在生活中可以做到的節能減碳方法如下 :

1. 使用大眾運輸通勤

 落實共乘制度，若我們能改變每天的通勤方式，搭乘捷運、公車，甚至挑戰騎腳

踏車上、下班，不但能減少二氧化碳排放，也能同時減少通勤成本、空氣污染，

提高運動量！ 

2. 使用節能家電

 選用高能源效率家電產品，政府對主要耗能家電產品制定有能源效率分級標示、

自願性節能標章；自願性節能標產品能源效率比國家認證標準高 10-50%，不但品

質有保障，更省能省錢。

3. 隨手拔插頭

 依工研院測試統計，待機電力約占家庭用電之 7.4%，外出及長時間不使用時，可

將上述電器開關切掉 ( 或插頭拔掉 )，以有效節省電源與電費。

4. 少用塑膠製品

 如果人們製造、使用塑膠的方式仍不調整，到了 2030 年，塑膠產業一整年的溫室

氣體排放將成長到 13.4 億噸，相當於 27 座台中火力發電廠全力運轉一整年的排

碳量。

5. 培養少肉多蔬的飲食習慣

 畜牧業溫室氣體排放量佔全球排放量 18%，比全球運輸業 ( 鐵公路、輪船、飛機

⋯等）的碳排放量加總還多。

6. 重複利用

 我們所穿的每一件衣服、所用的每一項物品，在生產、運送的過程中都累積了碳

足跡。我們應該正確使用每一樣產品，在安全範圍內延長物品的使用壽命，尋找

重複利用的可能，讓手中的資源有最大的效用。

7. 改用電動車

 可減少對石油、煤與天然氣的依賴及降低車輛行進過程中產生的碳排放與空氣污

染。

8. 使用再生能源

 為了降低溫室氣體排放，我們必須減少石油、煤與天然氣的使用，以再生能源取

代石化能源。

面對全球暖化，除了政府應加速我國碳排放交易制度之研擬實施，針對特定產

業 ( 如鋼鐵、水泥等 )，設計足夠的制度誘因，鼓勵業者積極投資減碳技術研發或應

用，身為地球公民的一份子，我們更應在生活中力行節能減碳，降低溫室氣體排放，

對抗全球暖化就從今天開始，你我可以一起來做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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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了解國內能源效率

管理政策

科技進步改善生活品質，卻造成全球暖化破壞自然環境。政府與國內專家參考

其他國家條例，制定強制性容許耗用能源標準（Minimum Energy Performance Stan-

dard, MEPS）、強制性能源效率分級標示與自願性節能標章制度，引導民眾選購高能

源效率產品。本文帶讀者了解國內能源效率管理政策，並以空氣清淨機產品為例讓

讀者能更加了解。同時為讀者分析空氣清淨機不同濾網之差異。

國內能源效率管理政策介紹

容許耗用能源標準（Minimum Energy Performance Standard, MEPS）從民國 70

年開始實施，主要規範產品最低耗用能源標準，防止低能源效率、高耗能產品在國

內進口販售，廠商要進口或製造產品必需符合產品制定的 MEPS 基準，否則不能在

進口與販售。目前有 30 項產品。

生活

資訊

陳建和、溫彥凱 

明志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能源效率分級標示在民國 99 年開始推行，主

要目的將產品資訊透明化，引導民眾選購高能源效

率產品，規範廠商進口或製造指定產品強制標示其

能源效率。能源效率分級標示圖如圖 1 所示，左邊

顯示產品資訊，右邊以溫度計顯示級數共 1 到 5 級，

級數越低代表用電量低較省電，結合溫度計形式助

於民眾辨識。目前有 18 項產品。

MEPS 與能效率分級標示主要法源依據能源管

理法第 14 條、19-1 條、21 條、24 條。未依第十四

條第一項或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標示能源耗用量及

其效率或標示不實，或是違反第十四條第三項 : 陳

列或銷售未依法標示之使用能源設備，依能源管理

法 21 條開罰新台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十四條第二項或第十五條第二項不准進口或在國內銷售之規定，或是違反第

十九條之一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中央主管機關所為之檢查或要求提供資料之命

令，則開罰新台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節能標章自民國 90 年開始推行，目的為推廣高能源效率低耗能產品，使產品設

備能源效率能達到國際標準，並以節能鼓勵、市場引導的方式讓廠商參與標章制度，

製造生產符合能源效率產品。獲證廠商可在獲證產品上張貼節能標章圖示，或註明

在獲證產品廣告文宣，方便消費者辨識選購並有助產品

銷售。也鼓勵民眾與消費者除了品牌、價格等因素，節

能標章認證產品納入考量之一，不但利於廠商行銷商品

在市場競爭力，也減輕能源費用負擔。圖 2 為節能標章

圖示。

節能標章主要法依據經濟部能源局節能標章推動使

用作業要點。能源局與執行單位（工研院）會進行節能

圖 1  能源效率分級標示

圖 2 節能標章圖示

空氣清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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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章產品抽測，確保產品品質及監督廠商。若發現產品不符合基準，主要懲處為註

銷產品證書、產品節能標章移除。

透過表 1 整理國內能源效率管理制度，可以讓讀者更清楚各制度主要目的。

表 1 能源效率管理政策比較

制度名稱 容許耗用能源標準 能源效率分級標示 節能標章

性質 強制性 強制性 自願性

公告年度 民國 70 年 民國 99 年 民國 90 年

主要目的
禁止低能源效率、高耗能

產品之進口或在國內販售

提供消費者產品耗能量、

能源效率等級資訊，以利

消費者作為選用產品時之

參考。

引導廠商研發生產高能

源效率產品，並藉由簡

易 圖 案 之 辨 別， 鼓 勵

消費者優先選用節能產

品。

法源依據 能源管理法第 14 條、15 條、19-1 條、21 條、24 條
經濟部能源局節能標章

推動使用作業要點

公告項目 30 項 18 項 51 項

罰則

未依規定標示能源耗用量及其效率或標示不實：新台

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不符合容許耗用能源標準規定或規避、妨礙、拒絕中

央主管機關檢查或要求提供資料：新台幣三萬元以上

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註銷證書

塗銷或撕下節能標章圖

案

圖樣 無圖樣

空氣清淨機能源效率管理政策推動時間

介紹完能源效率政策，接下來以空氣清淨機為例實際了解能源效率政策。

圖 3 顯示空氣清淨機在各能源效率管理政策公告與生效時間表。節能標章在民

國 100 年公告空氣清淨機節能標章能源效率基準與標示方法，說明空氣清淨機申請

節能標章須符合能效基準與測試方法，民國 109 年修正；MEPS 與能源效率分級標示

於民國 110 年公告空氣清淨機容許耗用能源基準與能源效率分級標示事項、方法及

檢查方式，訂定空氣清淨機 MEPS 與能源效率能源效率分級基準值、標示方法，說

明產品抽測方式，民國 112 年生效。

3. 修正空氣清淨機節能
標章能源效率基準與
標示方法 

4. 同年生效 

2. 公告空氣清淨機容許耗用能源基
準與能源效率分級標示事項、方
法及檢查方式 

1. 空氣清淨機容許耗用能
源基準與能源效率分級
標示事項、方法及檢查
方式生效  

100年 109年 110年 112年

5. 公告空氣清淨機節能標
章能源效率基準與標示
方法 

圖 3 空氣清淨機能源效率政策推動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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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清淨機標章基準比較

從表 2 中可以了解各項能源政策制度上在空氣清淨機管制的差異，首先是節能

標章屬於自願性制度，其能源效率標準需為 0.106cmm/W 以上，待機功率分為兩

種，一種為不具備無線聯網功能待機功率需在 1.00W 以下；一種為具備無線聯網功

能待機功率需在 2.00W 以下，政策實施日期為 109 年 10 月 1 日，兩項指標皆符合即

可申請節能標章驗證。接著是容許耗用能源基準屬於強制性制度，能源效率基準需

在 0.057cmm/W 以上，待機一樣分為兩種，與節能標章一樣，空氣清淨機產品兩項

基準如有一項無法通過則未來政策在 112 年 1 月 1 日開始實施後將無法於國內進行

銷售。最後是能源效率分級標示屬於強制性制度，其能源效率標準分為 5 級，5 級能

源效率標準為≧ 0.057，<0.085；4 級≧ 0.085，<0.113；3 級≧ 0.113，<0.141；2 級

≧ 0.141，<0.169，1 級≧ 0.169，待機功率與前兩項制度一樣，政策預計 112 年 1 月

1 日實施。

表 2 空氣清淨機能源效率管理政策

節能標章
容許耗用能源基準

(MEPS)
能源效率分級標示

性質 自願性 強制性 強制性

能源效率  
CASR/W  
(cmm/W)

≧ 0.106 ≧ 0.057

一級 : ≧ 0.169
二級 : ≧ 0.141，<0.169
三級 : ≧ 0.113，<0.141
四級 : ≧ 0.085，<0.113
五級 : ≧ 0.057，<0.085

待機功率 (W)
1. 產品不具備無線聯網功能 ≤1.00
2. 產品具備無線聯網功能 ≤2.00

政策實施日期 109 年 10 月 1 日 112 年 1 月 1 日 112 年 1 月 1 日

空氣清淨機選購指引

空氣清淨機有許多款式，但不是每一台都符合需求，最終選出的產品也不一定

都符合個人需求，因此根據不同的環境及個人喜好選擇機台，才能選出一個心儀又

實用的產品，在選購空氣清淨機需要考量的點有許多，其中包含使用空間、樣式、

功能及濾網過濾形式等。

首先說明使用空間的部分，根據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 16098 中對於潔淨空氣

提供率 (cleaning air supply rate，CASR) 值中關於建議適用面積之計算空氣清淨機之

室內面積 (m2)= CASR*5.19，藉由廠商提供的 CASR 數值再運用此公式即可計算出空

氣清淨機淨化能力，再根據此數據購買機台，然而 CASR 是以清淨機最大風量運轉

測試下所計算出的數值，如果將風量調整至較小則淨化能力也會跟著下降。接著空

間可大致分為大空間及小空間，「大空間」比較不需要考慮噪音值，即使清淨機能

力檔位開到最高檔，使用上也不會太惱人，所以只要做一般的考量即可，「小空間」

則藉由調低檔位，讓使用上更舒適，也希望機器在選擇比較弱的檔次時，降低噪音

值時，仍然還有一定的潔淨能力，目前市售的空氣清淨機根據風量大小噪音值約

落在 60-20dB 左右。

濾網選購建議

空氣清淨機選購相對簡單，基本上只需要注意空間大小及舒適度，而濾網有許

多種類，且隙縫越會細小，風阻自然越大，噪音值也會跟著變大，因此選擇濾網也

是門學問。

前置濾網：也稱初效過濾網用來保護後

方濾網用的，避免後方濾網消耗過快，材質

多半可水洗，用來阻擋比較大片的灰塵、毛

髮等，可以稍微保護後方的濾網，通常每個

月拆下來清理一下即可，清洗方式可用吸塵

器清除或者以水洗方式將汙染物去除。
圖 4 前置濾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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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PA 濾網：用來吸附攔截細懸浮微

粒，一般常聽到的 PM2.5、PM10 就是依

靠這類型濾網，外型都是多折的，一方面

延長空氣通過時間，一方面也在同樣體積

內可以有較大的展開面積，除了靠著網孔

篩濾大分子外，也靠纖維吸附住小如 0.1

微米的微粒，透過濾網間的空隙，乾淨的

空氣才得以排出。濾網有等級之分，依據

定義，不論材質只要能把大小為 0.3 微米

（μm）的懸浮微粒擋下 99.97%，就稱的

上 HEPA 濾網 (H13 級 )，等級越高代表

越緻密，過濾率也越高，風阻也愈高，但

不代表一台機器的效能必然高或低，而顏色通常都是白色，如果有綠或是藍的，通

常都是在表層上有增加抗菌處理所致，HEPA 濾網在使用一段時間後，表面都會吸附

很多細菌，毛髮灰塵顆粒，甚至會堵塞過濾網，從而影響進氣、影響空氣淨化的效果，

所以需要配合說明書建議定期更換新濾網。

活性碳 / 除味濾網：處理氣味汙染，臭味、揮發性有機物，或是常聽到的甲醛

等，通常有幾種不同造型，顆

粒活性碳、粉末噴塗等，材質

上也不見得一定全都是只有活

性碳，沸石之類也是常見的添

加，通常清淨機對於氣味處理

的能力，相對於對固體微粒的

處理能力偏弱，當活性炭濾網

用了一段時間後要及時更換，

免得造成環境的二次污染。

圖 5 HEPA 濾網

複合式濾網 ( 夾碳布 ): 有些機器會直接將活

性碳、HEPA 兩張濾網整合在一起，一個常見的

原因是因為把活性碳粉末夾進濾紙間 ( 夾碳布 )，

可以很有效的把機器初始對於氣體汙染的處理效

能拉高，此外風阻仍能保持的比較低 ( 換言之，

機器的 CASR 會比較高 )，甚至活性碳的用量也不

用這麼多了，不過這種作法當然不會只有好處，

首先是兩張整合在一起就只能一起更換，但通常

氣體汙染吸飽速度大於固體微粒吸飽速度，所以

耗材的浪費會較多等，還有在潮濕環境有時會有

發酸的問題。

靜電除塵濾網 : 透過靜電吸附的原理，將灰塵

等物質直接附著在濾網上，可將運轉的噪音減至

最低，但因為沒有使空氣循環，房間整體的空氣

品質會不太平均，最大的好處就是不用更換濾網，

無耗材節約用戶費用。使用一段時間後，只需將

它拆卸下來，手動清洗後，再晾乾，就可以放入

機器重複使用。當然，靜電除塵濾網也有它不好

的一面，容易產生臭氧。目前高壓靜電除塵濾網

技術水平參差不齊，高水平技術可以確保臭氧發

生量在安全範圍內。

空氣品質偵測

相信大家常常看到空氣清淨機標榜著擁有空氣品質偵測的功能，那麼關於它是

如何偵測 ? 是如何界定當時環境空氣品質呢 ?圖 6 活性碳濾網

圖 7 複合式濾網

圖 8 靜電除塵濾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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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通常在機台上看到皆是 PM2.5，也就是偵測大於 PM2.5 的懸浮微粒，依據

產品生產廠商所述，其偵測方法如下，將粒徑 >2.5um 的大顆粒分離出來，讓剩下的

空氣與 PM2.5 通過一個濾膜，於是 PM2.5 們就被成功的吸附起來，此時濾紙的重量

變化就等於這批空氣內含的 PM2.5 總重量，而有重量有容積，自然就可以求得精準

的濃度了。

表 3 為偵測空氣品質的 AQI 指標，清淨機上方的偵測器通常也是以此為標準進

行設計的。

表 3 戶外空氣品質 AQI

AQI 指標 良好 

0 ～ 50

普通 

51 ～ 100

對敏感族群不

良 

101 ～ 150

對所有族群不

良 

151~200

非常不良 

201 ～ 300

有害 

301 ～ 400

有害 

401 ～ 500

PM2.5 

(μg/m3) 

24 小時平均值

0.0~15.4 15.5~35.4 35.5 - 54.4 54.5~150.4 150.5~250.4 250.5~350.4 350.5~500.4

表 4 為針對戶外空氣品質進行更細微的分析，對於人們適合活動的空氣品質範

圍進行劃分。

表 4 懸浮微粒活動建議表

指標等級 1 2 3 4 5 6 7 8 9 10

分類 低 低 低 中 中 中 高 高 高 非常高

PM2.5 濃度 

(μg/m3)
0-11 12-23 24-35 36-41 42-47 48-53 54-58 59-64 65-70 ≧ 71

一般民眾 

活動建議

正常

戶外

活動

正常戶

外活動

如有不適，如

眼痛，咳嗽或

喉 嚨 痛 等， 

應考慮減少戶

外活動

如有不適，如眼痛 / 咳

嗽或喉嚨痛，應減少體

力消耗，特別是戶外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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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標章與能源效率分級標示」 
會議暨活動行事曆 

110 年 6 月至 8 月

會議名稱 參與對象 辦理地點 辦理日期

110 年 6 次節能標章驗審會 委員及專家代表 線上會議 2021.06.24

110 年 7 次節能標章驗審會 委員及專家代表 線上會議 2021.07.22

「冷凍櫃 ( 箱 ) 節能標章能源

效率基準與標示方法草案廠

商座談會」

廠商及實驗室 
代表

線上會議 2021.08.20

「冷凍櫃 ( 箱 ) 節能標章能源

效率基準與標示方法草案專

家諮詢會」

專家及委員代表 線上會議 2021.08.20

110 年第 8 次節能標章驗審會 委員代表
工研院中興院區 

64 館 B104 會議室
2021.08.25

110 年 6 月至 8 月核准款數

節能標章

欲查詢各項產品核准詳細資訊請至：節能標章全球資訊網站 

(https://www.energylabel.org.tw/purchasing/product/index.aspx)

家電設備

廚房設備

飲水設備 

照明設備汽機車

3C設備抽風設備

無風管空氣調節機 135
電冰箱  3
除濕機 7
洗衣機  40
電扇  6
空氣清淨機 9

離心式風機 1
浴室用通風電扇 4

電熱水瓶 2
冰溫熱型飲水機 11
溫熱型飲水機 3
溫熱型開飲機 2

電視機 13
顯示器 33
影印機 1
印表機 12
桌上型電腦主機 4

室內照明燈具 8
道路照明燈具 3
發光二極體燈泡 11
發光二極體平板燈具 13
天井燈 6
筒燈及嵌燈 4
辦公室及營業場所燈具 28

汽車 9
機器腳踏車 17

燃氣台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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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查詢之各項產品核准詳細資訊請至 : 中華民國能源效率分級標示管理系統 

(https://ranking.energylabel.org.tw/index.asp)

110 年 6 月至 8 月核准款數

能源效率分級標示

產
品
項
目

電
鍋

電
冰
箱

除
濕
機

電
熱
水
瓶

溫
熱
型
開
飲
機

溫
熱
型
飲
水
機

冰
溫
熱
型
飲
水
機

貯
備
型
電
熱
水
器

瓦
斯
爐   

 (

燃
氣
台
爐)

無
風
管
空
氣
調
節
機

安
定
器
內
藏
式
螢
光
燈
泡

瓦
斯
熱
水
器 

(

即
熱
式
燃
氣
熱
水
器)

家數 17 8 6 1 1 10 2 5 16 42 1 11

款數 58 14 14 2 1 88 9 21 90 344 4 39

1

10

100

1000

58

14 14

2
1

88

9
21

90

344

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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