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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及大眾市民已經可以使用「智方便」流動應用程式使用機電工程署服務，例如
申請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遞交指明資料以及更新產品資料。今期《能源標籤快訊》

將為大家介紹如何利用網上平台，為產品申請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

以下那項不是登記「智方便+」的方法﹖

A.  於手機應用程式登記  
B.  親臨自助登記站登記
C. 於登記服務櫃位登記
D. 於流動登記隊登記

A. 表格一（呈交指明資料及指明文件）
B. 表格三（更新產品的資料）
C. 學校外展計劃申請
D. 以上皆是

A. 可於網上使用政府的各項服務
B. 可以使用數碼簽署
C. 在提交其他申請時不用重複填寫個人資料
D. 以上皆是

A. 參考編號
B. 能源效益級別
C. 供申請人查閱產品資料的二維碼
D. 以上皆是

供應商需要遞交哪份表格申請能源標籤？

以下那一項是透過「智方便+」遞交
能源標籤申請的好處？

假如訂明產品成功申請強制性能源效益
標籤，將會獲發哪項資料作為確認？

府為更方便業界及公眾使用政府服務，推出「智方便」流動應用程式（「智方便」），
提供一站式個人化數碼服務平台。用戶可以以智能方式，更方便地利用個人流動電

話登入及使用網上服務。除了可以以「智方便」透過電子方式遞交申請及進行資料認證外，
電子服務亦涵蓋電子追踪及電子註冊/牌照服務等，使大家更方便使用政府的服務，同時可
以隨時登入查看相關的批核情況。大家現在可以使用「智方便」提交有關標籤計劃的申請
文件，例如表格一（呈交指明資料及指明文件）、表格三（更新產品的資料）、自願性能
源效益標籤計劃以及學校外展計劃申請，及以已登記的「智方便+」進行數碼簽署。

1.進入網站「機電工程署(規管服務)網上註冊服務」
(https://wbrs.emsd.gov.hk/)

2.點擊「智方便登入」(英文版為Log in with iAM Smart)
3 .開啟手機上的「智方便」流動應用程式，點擊智方
便掃描按鈕，掃描網站顯示的二維碼

4.以手機登入「智方便」帳戶，透過「智方便」身分認
證功能登入「機電工程署（規管服務)網上註冊服務」

5.於網頁內選擇「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
6.選擇「提交電子表格」，然後選擇服務
7.選擇表格一其中一個產品，再選擇「開始」填寫表格
8.閱讀備註及同意個人資料私隱聲明後可按「使用
「智方便」填表 」或「不使用「智方便」填寫」

9.選擇公司或是個人提交資料，如選擇公司，請填商
業登記號碼和註冊地址，如選擇個人，請填香港身
份證號碼和聯絡地址

10.繼續填寫呈交聯絡人資料
11.上載有關報告，請確定所有副本均標示「經核證為真

實的副本」並有公司蓋印及授權人姓名、職位及簽署
12.核對申請資料，確認資料無誤後，使用「智方便數

碼簽署」，並授權「智方便」簽署你的申請，按
「開啟智方便」

政

業

歡迎讀者就這刊物提出意見及建議，讓我們多作改善。來函請投：

機電工程署能源效益事務處《能源標籤快訊》編輯

九龍啓成街3號

電話: 1823（公眾諮詢熱線） 傳真: 2890 6081 電郵: eepublic@emsd.gov.hk

能源標籤網 http://www.emsd.gov.hk/energylabel/

需回答以下全部問題，每題選擇一個最適合的答案，傳真至2890 6081《能源標籤快訊》編輯收。
答對所有問題的首200名《快訊》讀者（註1），每位均可獲贈紀念品一份，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只

Q1. Q2.

Q3. Q4.

註1：如非首200名答對所有問題的回覆者，恕不另函通知。
註2：表格內的個人資料只用於是項問答遊戲，一切資料均會保密，並於完成問答遊戲後銷毀。你有權以書面形式，申請查核本署是

否持有閣下的個人資料、查閱和更正該等資料、查核本署對資料運用的政策和常規、以及查詢本署持有的個人資料種類。以上
條款將不會限制你在《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下所享有的權利。

「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表格一（呈交指明資料及指明文件）網上註冊服務（網站登入版本）

13.核對文件資料並同意簽署並使用「智方便+」數碼
簽署，成功簽署文件後按「確定」

14.成功提交申請後會顯示申請編號，同時以電郵收到
相關申請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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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提交申請的參考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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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多聲道

能源效益標籤電子註冊

護己護人、齊打疫苗

使用「智方便」好處

文哥，你好！好久
不見，最近別來無
恙嗎？

電工程署為推廣電子註冊服務，在確認能源標籤申請成功後，均會發出附上二維
碼的通知信，將該參考編號及有關訂明產品的資料通知申請者。同時，會以電郵

形式通知成功申請的人士。以下為有關樣本作為參考：

港機電業一直大力支持防疫抗疫工作，在
疫情期間大家堅守崗位，無間斷地為香港
提供穩定的機電服務。為保障各位機電業

從業員的健康，現積極鼓勵各位機電業從業員
及家人把握機會，踴躍報名接種疫苗，「護己護
人、齊打疫苗」。

有關網上預約接種疫苗以及疫苗資訊，請瀏覽
專題網站www.cov idvacc ine .gov .hk。請盡早
預約接種，感謝大家的支持！

1.「智方便」以生物認證方式，用單一戶口登入各項網上服務，
因此用戶無需記住不同的戶口名稱與密碼

2.由於「智方便」具有自動填表功能，用戶可自行決定欲儲存
的常用個人資料，以供系統代為填寫各類表格，因此用戶無
需重複填寫個人資料

3.透過設置「智方便」個人化提示，用戶可以即時接收自選的政
府網上服務最新資訊及提示，從而掌握有關政府服務最新動向

4.用戶可以使用追踪功能，了解各項網上申請最新狀況

成功申請能源標籤之通知信樣本

申請人可以在此掃描二維碼以獲取
訂明產品能源標籤詳細資訊

二維碼內訂明產品能源標籤的詳細資訊之樣本

機

香

還好，只是最近要在家工作，
同時要購買防疫物資，比平日
生活顯得更繁重。

請問「智方便」
和「 智方便+ 」
有甚麼分別呢？

聽起來十分吸引，
但是我要怎麼透過
網上平台申請能源
標籤呢？

機電工程署已經推出網上平台，
利用電子方式遞交表格一（呈交
指明資料及指明文件）申請能源
標籤，為產品申請能源標籤時將
會更加方便。

「智方便+」額外提供數碼簽署功能，由
於填寫表格一需要使用數碼簽署，因此
用戶需要事先登記「智方便+」才可使用
該服務，市民需親臨自助登記站／登
記服務櫃位／流動登記隊以登記「智方
便+」。部分自助登記站／登記服務櫃位
設於港鐵站、郵政局或社區體育館，總
有一個在附近，非常方便。

原來如此，那
我如何知道自
己申請結果成
功呢？

明白了！那我也立刻申請「智方便」
和登記「智方便+」！申請能源標
籤就更方便快捷，同時也可以節
省紙張，為環保出一分力！

夏天快將來臨，不
知道你的公司是否
有很多抽濕機需要
申請能源標籤呢？

首先你要於「智方便」流動應用程式登記帳戶，登入
應用程式後進入「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部分，
然後選擇「提交電子表格」填寫表格一，填妥資料並
確認資料無誤後，便可使用「智方便數碼簽署」，並
授權「智方便+」簽署你的申請，以遞交申請。

沒錯，不過現在疫情嚴峻，郵
政及速遞服務受到影響。最近
有不少產品型號要申請能源標
籤，派遞工作又無可避免受到
延誤，而且每個型號遞交申請
時都要呈交不少指定文件，
累積起來已經佔了公
司不少空間呢！

明白，可是每次當我要
為其他訂明產品申請能
源標籤時都要填寫相關
資料，豈不是會非常繁
複嗎？

不會，由於「智方便」具有
自動填表功能，用戶可自行
決定希望儲存的常用個人資
料，以供系統代為填寫各類
表格，因此用戶無需重複填
寫部分個人資料。

假如申請結果成功，申請者將會收
到機電工程署回信，而信中亦會附
有一個二維碼，以供申請者查閱產
品參考編號等詳細資料。當然，如
果你想儘早了解申請情況，你亦可
以使用「智方便」的追踪功能，以
獲得申請最新狀況。

下載「智方便」、登記「智方便+」的教學如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PYEvjekd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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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brs.emsd.gov.hk/)

2.點擊「智方便登入」(英文版為Log in with iAM Smart)
3 .開啟手機上的「智方便」流動應用程式，點擊智方
便掃描按鈕，掃描網站顯示的二維碼

4.以手機登入「智方便」帳戶，透過「智方便」身分認
證功能登入「機電工程署（規管服務)網上註冊服務」

5.於網頁內選擇「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
6.選擇「提交電子表格」，然後選擇服務
7.選擇表格一其中一個產品，再選擇「開始」填寫表格
8.閱讀備註及同意個人資料私隱聲明後可按「使用
「智方便」填表 」或「不使用「智方便」填寫」

9.選擇公司或是個人提交資料，如選擇公司，請填商
業登記號碼和註冊地址，如選擇個人，請填香港身
份證號碼和聯絡地址

10.繼續填寫呈交聯絡人資料
11.上載有關報告，請確定所有副本均標示「經核證為真

實的副本」並有公司蓋印及授權人姓名、職位及簽署
12.核對申請資料，確認資料無誤後，使用「智方便數

碼簽署」，並授權「智方便」簽署你的申請，按
「開啟智方便」

政

業

歡迎讀者就這刊物提出意見及建議，讓我們多作改善。來函請投：

機電工程署能源效益事務處《能源標籤快訊》編輯

九龍啓成街3號

電話: 1823（公眾諮詢熱線） 傳真: 2890 6081 電郵: eepublic@emsd.gov.hk

能源標籤網 http://www.emsd.gov.hk/energylabel/

需回答以下全部問題，每題選擇一個最適合的答案，傳真至2890 6081《能源標籤快訊》編輯收。
答對所有問題的首200名《快訊》讀者（註1），每位均可獲贈紀念品一份，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只

Q1. Q2.

Q3. Q4.

註1：如非首200名答對所有問題的回覆者，恕不另函通知。
註2：表格內的個人資料只用於是項問答遊戲，一切資料均會保密，並於完成問答遊戲後銷毀。你有權以書面形式，申請查核本署是

否持有閣下的個人資料、查閱和更正該等資料、查核本署對資料運用的政策和常規、以及查詢本署持有的個人資料種類。以上
條款將不會限制你在《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下所享有的權利。

「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表格一（呈交指明資料及指明文件）網上註冊服務（網站登入版本）

13.核對文件資料並同意簽署並使用「智方便+」數碼
簽署，成功簽署文件後按「確定」

14.成功提交申請後會顯示申請編號，同時以電郵收到
相關申請指示

2022-04-01

成功提交申請的參考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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