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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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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法草案廠商意見回覆表 
提案 
廠商 

提案內容 意見回覆 

聲寶 

1. 適 用 分 級 的 CASR 值 為

0.26~12.8, 最低值定的有點

問題, 若照 CNS16098 6.8 適

用面積的建議值換算, 0.26 的

CASR 只適用在 1.35m^2, 似
乎沒意義 , 如果能提升到適

用於 2~3 坪的面積對應的

CASR 值比較合理。 

1. 本草案設定 CASR 值之適

用範圍並非考量產品之使

用面積，而是因應 CNS 
16098 性能試驗上下限值

規定。 
2. 有關貴公司排除適用 2~3

坪以下產品之建議意見，

可能衍生其他認定爭議，

故難以參採。 
2. 實測的消耗功率訂在標示值

的 95%以上有點奇怪, 訂在

110%以下比較合理 
   (CASR 95%, 能源效率 95%

時, 消耗功率為 110%, 空調

的額定消耗功率也是這樣規

定的) 

基 於 能 源 效 率 之 定 義 是

CASR/W，即消耗功率係納入

分母計算，以效率計算值而

言，消耗功率越小，計算所得

之效率值會越大，為避免藉由

消耗功率降標達到提高效率

之作法，實有必要規範消耗功

率之標示下限值，且納入草案

規定。 
3. 當清淨機 CASR 及能效變成

強制性管制時 , 實驗室的能

量足夠嗎? 

有關空氣清淨機性能測試試

驗室之設置，目前已知敦吉檢

驗科技公司已取得 CNS16098
之 TAF 認證，而工研院綠能所

也已提出 TAF 認證申請，預計

於今年 5 月份可取得認證，且

本項強制性管制離預計實施

日期尚有 3 年多之時間，應有

足夠之實驗室測試能量。 

台灣 
三洋 

1. 額定及實測 CASR，低於 0.26 
或高於 12.80，如何證明？ 

納入標檢局應施檢驗之產品，

配合新版 CNS16098 申請驗證

時，須提出檢測報告數據來證

明是否合乎免檢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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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舊的  工研院、敦吉實驗室

CADR 報告，是否可用？如何

換成 CASR 報告? 

因 舊 的 測 試 報 告 係 依 據

CNS7619 進 行 測 試 ， 而

CNS7619 已被標檢局公告作

廢，未來所有產品於申請驗證

時均須提出 CNS16098 之測試

報告，即依規定舊的報告無法

再使用。 
3. 已上市的機種是否須重新申

請？ 
未來實施能源效率分級標示

時，所有市售產品，無論是否

為已上市或未來新推出機種，

均須依子法(草案)第 5 條規定

申請及取得分級標示圖，才得

以在市場上陳列販售。 
4. 新的產品中文標示格式及項

目？（草案內容是型錄標示項

目） 

1. 依子法(草案)第 6 條規定，

未來實施能源效率分級標

示時，廠商製造或進口空

氣清淨機時，應將能源效

率分級標示圖黏貼於正面

明顯處或附於使用說明

書；陳列或銷售空氣清淨

機時，應於正面明顯處黏

貼或懸掛能源效率分級標

示圖；標示格式如子法(草
案)附圖一所示，內容包含

商品型號、CASR 值、能源

效率值、待機功率、能源效

率等級、依據公告年度及

文號等。 
2. 另依子法(草案)第 8條則是

有關產品型錄之標示規

定，請參閱。 

台灣 
松下 
電器 

1. 敝司對於政府的能源政策一

向採積極配合的態度，也希望

能夠為環境盡一份心力。 

非常感謝貴公司對於政府政

策之配合，未來若有任何建議

仍請不吝提出。 
2. 針對本回空氣清淨機能源標

示修改乙案，敝司認為應採較

高標準以達節能目的，所以建

議維持 107 年 6 月空氣清淨

1. 有關本次能源效率分級基

準(草案)較 107 年版本調

降，係因廠商反映前版本之

MEPS 基準高於原有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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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能源效率草案。(詳附表一) 標章基準(2.00 cfm/W 約相

當於 0.057 cmm/W)，同時

考量到針對現有市售產品

有約 3 成之淘汰率，故本次

草案以原有節能標章基準

作為 MEPS 值，各級基準亦

依此略作調整。 
2. 本次草案經行文徵詢廠商

意見，絕大多數均未表示意

見，意即廠商多數同意草案

基準內容，故仍請貴公司勉

予配合接受。 

台灣 
松下 
銷售 

1. 有關空氣清淨機試驗及計算，

應符合規定： 
(一) CASR 及操作功率(W)應
依 CNS16098 相關規定試驗；

實測 CASR 值經四捨五入後

計算至小數點後第二位數，實

測操作功率值經四捨五入後

計算至小數點後第一位數，且

均應在產品標示值百分之九

十五以上。 
修正為 
(一) CASR 及操作功率(W)應
依 CNS16098 相關規定試驗；

實測 CASR 值經四捨五入後

計算至小數點:後第二位數，

實測操作功率值經四捨五入

後計算至小數點後第一位數，

且 CASR 應在產品標示值百

分之九十以上。 

依子法(草案)之規定，CASR
及操作功率之實測值與標示

值間均可有 5%之裕度存在，

但依貴公司之修改建議，取消

操作功率之裕度規範，並將

CASR 值之裕度調整為 10%，

有關貴公司之建議，回覆如

下： 
1. 操作功率取消裕度，對於後

續執行後市場管理時會增

加與廠商間之爭議，依以往

管理經驗，此一建議實難以

納入考量。 
2. CASR 之裕度調整為 10%，

據敦吉與工研院兩家測試

試驗室間之比測結果，彼此

差異度只有 2~3%，因此給

予 5%裕度亦符合以往其他

管制產品之規定。 
3. 至於產品生產過程之誤差，

仍請貴公司於訂定標示值

時予以斟酌考量。 
2. 有關空氣清淨機能源效率分

級基準表建議將新版節能標

章基準 0.106 cmm/W 訂為 2
級基準，其他各級基準依此調

1. 依已實施能源效率分級標

示產品之分級基準規定，節

能標章基準確實多以 1 或 2
級基準為標的，因此對於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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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詳如附表二) 源效率分級基準公告後，將

據以修正調整節能標章基

準，亦即未來能效分級基準

公告後，節能標章基準將再

進行修正檢討，預計提高為

2 級基準，即 0.141cmm/W。 
2. 有關新公告節能標章基準

0.106 cmm/W，在修訂過程

並尚無分級基準可供參考，

貴 公 司 建 議 將 0.106 
cmm/W 訂為 2 級基準，未

來於 113 年正式實施分級

標示時，可能導致 1、2 級

產品市佔率已超過 6 成以

上，且 MEPS 建議值僅為

0.022 cmm/W，產品淘汰率

應為 0%，恐無法達到能效

管制之目的，實難以參採。 
3. 本次草案經行文徵詢廠商

意見，絕大多數均未表示意

見，意即廠商多數同意草案

基準內容，故仍請貴公司勉

予配合接受。 

安麗 
日用品 

1. 建 議 於 子 法 使 用 CADR 
(Claen Air Delivery Rate)取代

CASR (Clean Aur Supply 
Rate)，理由： 
(1) 兩者本質內容實屬同一。 
(2) 前者已出現於使用於

IEC63086 Part 1，我國理

應援用，並取得一致，此

等援用已較無先前與

AHAM 標準間的著作權

疑慮。 
(3) 承 (2) ， Energy Star 2.0 

Specification 業 使 用

CADR/W 作為空氣清淨

機效能評估的計算單位，

1. 空氣清淨機能源效率分級

標示子法規定使用之用字

及用詞理應參採我國公告

之國家標準(CNS16098)，
而該項標準係使用 CASR，
而改用 CADR 取代，在執

行面上恐有困難。 
2. 經查 IEC63086-1 尚屬草案

階段，尚未正式公告為國際

標準；而 Energy Star 雖使

用 CADR/W 表示清淨機性

能，但日本 JIS C 9615 清淨

效能使用表示，單位為%，
JEM 1467 清淨效能使用 P
值表示，單位為 cmm；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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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之取得一致，應有其必

要 
KS C 9314 清淨效能使用

CP 表示，單位為 cmm，均

並未使用 CADR/W 做為性

能表示，顯然 CADR 尚非

屬國際通用之表示方式。 
2. 建議於子法使用「運轉前功

率」(Partial On Mode，中譯文

字可再討論)，以取代「待機功

率」(Standby Power)，理由： 
(1) IEC62301 已使用〝Low 

Power Mode〞來描述「待

機模式」與「連網模式」

等「其他低耗電模式」，因

此「待機功率」一詞，恐

有涵蓋不足之弊。 
(2) Energy Star 2.0 Specifi-

cation 即使用〝Partial On 
Mode〞來指涉「連網狀態」

下的清淨裝置。 

1. 承上，空氣清淨機能源效率

分級標示子法規定使用之

用字及用詞理應參採我國

公 告 之 國 家 標 準

(CNS16098)，而該項標準

係使用 Standby Power，而

改用 Partial On Mode 取代，

在執行面上恐有困難。 
2. CNS16098 之 待 機 功 率

(Standby Power)之測試並

非是單純對應 CNS62301
之 Standby Mode，而亦涵蓋

Netwok Mode 之測試，在測

試上並無問題。經查 GB 
36893 亦 是 以 Standby 
Power 表示涵蓋連網功能

之測試結果。 

標準檢

驗局 

1. 目前本局公告空氣清淨電器

之檢驗範圍為「原理為濾網

過濾、靜電集塵、負離子、臭

氧、紫外線或光觸媒，限檢驗

額定電壓 250V 以下，且非屬

安裝於風管內使用、引進室

外空氣清淨或藥事法所稱醫

療器材者」，但具 USB 連接

埠本體輸入電壓為直流 5V 
且未附電源轉接器、僅使用

汽車電源供電且附有汽車點

菸電源供應器、僅以三相電

壓或單純電池為電源供電

者，非屬應施檢驗品目範圍，

合先敘明。 
2. 如空氣清淨機原理為單純臭

非常感謝貴局提供之意見，臭

氧、紫外線或光觸媒等功能，

在 CNS16098 係歸屬於與空氣

清淨功能無關之其他主功能，

在測試時，若具有獨立開關，

可予以關閉，顯然空氣清淨機

之淨化原理為單純臭氧、紫外

線或光觸媒者，不具備移除微

粒能力，應可排除於本次能源

效率分標示之適用範圍，將檢

討修正子法(草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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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紫外線或光觸媒，可能不

具備移除微粒能力，是否亦

適用於本次能源效率分標示

相關規定，惠請確認適用範

圍及妥適性。 
 

附表一 

空氣清淨機能源效率分級基準表 

能源效率 
等級 

能源效率 
CASR/W(Dust) 

(cmm/W) 

待機功率 
(W) 

1 級 0.184 以上 

 1.00 W 

2 級 0.156 以上，低於 0.184 

3 級 0.127 以上，低於 0.156 

4 級 0.099 以上，低於 0.127 

5 級 0.071 以上，低於 0.099 

 

附表二 

空氣清淨機能源效率分級基準表 

能源效率 
等級 

能源效率 
CASR/W(Dust) 

(cmm/W) 

待機功率 
(W) 

1 級 0.134 以上 

 1.00 W； 
若產品具備無線聯網功能：  2.00 W 

2 級 0.106 以上，低於 0.134 

3 級 0.078 以上，低於 0.106 

4 級 0.050 以上，低於 0.078 

5 級 0.022 以上，低於 0.0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