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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前言

蒸氣壓縮式冰水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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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案說明

討論事項

大綱



能管法第14條規定廠商製造或進口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

使用能源設備或器具供國內使用者，其能源設備或器具

之能源效率，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容許耗用能源之規定。

中央主管機關於108年8月20日公告修正「空調系統冰水

主機能源效率標準」，名稱並修正為「蒸氣壓縮式冰水

機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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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稱公告文)，並自109年7月1日生效。

背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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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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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管法第14條條文 規範內容說明

廠商製造或進口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使用
能源設備或器具供國內使用者，其能源設
備或器具之能源效率，應符合中央主管機
關容許耗用能源之規定，並應標示能源耗
用量及其效率。

不符合前項容許耗用能源規定之使用能源
設備或器具，不准進口或在國內銷售。

未依第一項規定標示之使用能源設備或器
具，不得在國內陳列或銷售。

第一項使用能源設備或器具之種類、容許
耗用能源基準與其檢查方式、能源耗用量
及其效率之標示事項、方法、檢查方式，
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規範指定能源設備或器具之容許
耗用能源標準(MEPS) 、能源效率
標示。

規範進口者及製造商不得進口或
銷售不符合MEPS的產品。

規範販售業者不得陳列或銷售未
依規定標示能效之產品。

主管機關公告受規範之產品種類
及MEPS、能效標示規定及其檢查
方法。



法源依據(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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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管法第19條之1條條文 規範內容說明

中央主管機關得派員或委託專業機構或技
師，對於本法公告或指定之能源用戶、使
用能源設備、器具或車輛之製造、進口廠
商或販賣業者，實施檢查或命其提供有關
資料，能源用戶、製造、進口廠商及販賣
業者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實施前項檢查之人員，應主動出示有關執
行職務之證明文件或顯示足資辨別之標誌。

第一項專業機構或技師，其認可之申請、
發給、撤銷、廢止、收費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MEPS及強制性標示後市場檢查之
法源依據

補充能效檢查法規



法源依據(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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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管法第21條條文 規範內容說明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應通知限期改
善；屆期不改善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
萬元以下罰鍰，並再限期改善；屆期仍不改
善者，按次加倍處罰：
一、未依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申報經營
資料或申報不實。
二、未依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自置或委託合
格能源管理人員執行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業務。
三、未依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申報使用能源
資料或申報不實。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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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違反第十四條第三項或第十五條第三項
規定，陳列或銷售未依法標示之使用能源設
備、器具或車輛。

製造、進口者及販賣業者未依
規定標示之罰則



法源依據(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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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管法第24條條文 規範內容說明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應通知限期辦
理；屆期不改善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
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再限期辦理；屆期仍不
改善者，按次加倍處罰：
一、未依第九條規定建立能源查核制度或未
訂定或未執行節約能源目標及計畫。
二、未依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裝置汽電共生設
備。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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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違反第十六條第三項規定，超過能源使
用數量或未符合能源種類及效率。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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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造、進口者及販賣業者銷售
不符合容許耗用能源基準
(MEPS)產品之罰則。

製造、進口者及販賣業者規避、
妨礙或拒絕檢查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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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氣壓縮式冰水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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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案說明

大綱



蒸氣壓縮式冰水機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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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草案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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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蒸氣壓縮式冰水機組容許耗用能源基準與能源效率分級標示事項方
法及檢查方式於一百零八年八月二十日公告訂定，迄今已三年，推
動蒸氣壓縮式冰水機組強制性能效管理。推動期間，為引導業者研
發生產高能效產品符合法規要求，配合實務需要爰修正相關規定，
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項
次

修正條文 修正說明

1 修正第二點 為使條文更為清楚及便於研讀，爰將其冰水機組
性能係數(COP)相關規定增列於原條文中說明。

2 修正附表一及附表五 刪除第二點附表一及第五點附表五備註文字

3 修正條文第三點 補充申報義務人辦理登錄帳號及密碼檢具文件之
內容。

4 修正條文第四點 增列出具試驗報告之實驗室資格內容。

5 修正第十二點 增列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具熱回收式功能之冰水
機組重新申請內容。

6 修正附表六 增列具有熱回收式功能之冰水機組申請表內容



項次1、修正草案第二點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二、冰水機組應依CNS 12575 (九十
六年版)規定，於全載標準試驗條
件，及各積垢容許值皆為零值下，
試驗其性能係數（COP），性能
係數之實測值應採四捨五入計算
至小數點後第二位。
前項性能係數實測值不得低於

冰水機組製冷能源效率基準（如
附表一），且額定製冷能力及性
能係數之實測值，均應在產品標
示值之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二、冰水機組之製冷能源效率，應
符合冰水機組製冷能源效率基準
（如附表一）。



項次2、附表一_修正前&修正後



項次2(續)、附表五_修正前&修正後

-修正前



項次3、修正草案第三點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三、廠商製造或進口冰水機組供國
內使用者，應檢具下列文件向中
央主管機關申請能源效率分級標
示管理系統（以下簡稱管理系統）
之登錄帳號及密碼，以供登入管
理系統使用：
(一)能源效率分級標示管理系統

登錄帳號及密碼申請表（如附
表二）正本。

(二)公司、有限合夥、法人或商
業登記證明文件。

三、廠商製造或進口冰水機組供國內
使用者，應檢具下列文件向中央主
管機關申請能源效率分級標示管理
系統（以下簡稱管理系統）之登錄
帳號及密碼，以供登入管理系統使
用：
(一)能源效率分級標示管理系統登

錄帳號及密碼申請表（如附表
二）正本。

(二)公司、有限合夥或商業登記證
明文件。



項次4、修正草案第四點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四、廠商取得管理系統登錄帳號及密碼後，應檢具
下列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冰水機組能源效
率分級標示及登錄編號：
(一 )冰水機組能源效率分級標示登錄申請表

（如附表三）正本。
(二)冰水機組能源效率試驗報告正本，並加蓋申

請廠商印鑑或代表廠商之負責人簽名。
(三)前款能源效率試驗報告所登載之產品型號，

與申請能源效率分級標示之產品型號不同，
如以同一型式冰水機組申請時，應附能源效
率符合型式聲明書（如附表四）。

前項第二款能源效率試驗報告，應由財團法人
全 國 認 證 基 金 會 （ Taiwan Accreditation

Foundation，簡稱TAF）、國際實驗室認證聯盟
（ International Laboratory Accreditation

Cooperation，簡稱ILAC）相互承認協議簽署會
員之認證機構、美國製冷空調供熱工業協會
(Air- conditioning ， Heating ， Refrigeration

Institute，簡稱AHRI)或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實
驗室出具，且該能源效率試驗報告應載明能源
效率檢測方法符合CNS 12575（九十六年版）
蒸氣壓縮式冰水機組規定。
第一項第三款所指同一型式冰水機組，指除產
品型號不同外，關鍵組件型號及製造商相同之
冰水機組。

四、廠商取得管理系統登錄帳號及密碼後，應檢具
下列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冰水機組能源效率
分級標示及登錄編號：
(一)冰水機組能源效率分級標示登錄申請表（如

附表三）正本。
(二)冰水機組能源效率試驗報告正本，並加蓋申

請廠商印鑑或代表廠商之負責人簽名。
(三)前款能源效率試驗報告所登載之產品型號，

與申請能源效率分級標示之產品型號不同，
如以同一型式冰水機組申請時，應附能源效
率符合型式聲明書（如附表四）。

前項第二款能源效率試驗報告，應由財團法人全
國認證基金會（Taiwan Accreditation Foundation，
簡稱TAF）、國際實驗室認證聯盟（International

Laboratory Accreditation Cooperation，簡稱ILAC）
相互承認協議簽署會員之認證機構或中央主管機
關認可之實驗室出具，且該能源效率試驗報告應
載明能源效率檢測方法符合CNS 12575（九十六
年版）蒸氣壓縮式冰水機組規定。
第一項第三款所指同一型式冰水機組，指除產品
型號不同外，關鍵組件型號及製造商相同之冰水
機組。



項次5、修正草案第十二點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十二、廠商製造或進口冰水機組，具有
CNS 12575（九十六年版）蒸氣壓縮
式冰水機組規定中之熱回收功能者，
得檢具下列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熱回收冰水機組認定，並由中央主管
機關核定登錄編號：

(一) 具熱回收功能之蒸氣壓縮式冰水機
組認定申請表（如附表六）正本。

(二) 熱回收功能設計圖說文件，並加蓋
申請廠商印鑑或代表廠商之負責人簽
名。

前項認定具熱回收功能之蒸氣壓
縮式冰水機組，如有關鍵組件型號、
製造商及產品型號變更之情事，應重
新申請登錄編號。

十二、廠商製造或進口冰水機組，具有
CNS 12575（九十六年版）蒸氣壓縮
式冰水機組規定中之熱回收功能者，
得檢具下列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熱回收冰水機組認定，並由中央主管
機關核定登錄編號：

(一) 具熱回收功能之蒸氣壓縮式冰水機
組認定申請表（如附表六）正本。

(二) 熱回收功能設計圖說文件，並加蓋
申請廠商印鑑或代表廠商之負責人簽
名。



項次6、附表六_修正前&修正後



項次6(續)、附表六_修正前&修正後

-修正前-修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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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一:實施日期

◼推動時程
◼進行WTO/TBT通知及預公告(60天)

◼公告冰水機組能效法規(新制)

◼於法規公告流程完成，預定於112年06月01日
實施。

◼其它



討論事項二:能效分級標示更新

◼原由：依法規第六點第三款規定，中央主管機關修正冰水機
組製冷能源效率基準、冰水機組製冷能源效率分級基準表、
能源效率分級標示或圖樣等相關規定時，應重新申請。

◼對象：所有已取得登錄編號之冰水機，不包括具熱回收(未具
有能效分級標示)，目前(2023/8/30)已核定有效2617型。

◼重新申請完成後，提供廠商新能效分級圖樣申請管理序號出
貨。

◼法規修改後，未重新申請者，不得申請管理序號，確保後續
均以新能效分級圖樣。



討論事項二(續):能效分級標示更新

◼建議做法：

◼廠商提供保留之型號，提供附表三進行重新申請

(重新蓋大小章)，修改公告年度及文號，不用再提

供關鍵組件、試驗報告、符合型式聲明書等文件。

◼由系統設定，已完成申請者，更新能效分級標示，

並許可管理序號申請。

◼廠商可提前申請，於法規實施日同步更新。



感謝支持冰水機組能效分級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附圖一(第九點)文號修改

蒸氣壓縮式冰水機組
能源效率分級標示圖
(附於產品使用說明書中或
張貼於本體正面明顯處)

氣冷式

水冷容積式



附圖一(第九點)文號修改

蒸氣壓縮式冰水機組
能源效率分級標示圖
(附於產品使用說明書中或
張貼於本體正面明顯處)

水冷離心式

註：上圖之顏色及字型得視需要調整，並可依需要等比例放大，惟圖示不得小於7mm×10m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