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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意見欄

機電工程署出版
(採用環保油墨及取材自可再生林木的紙張印製)

期《能源標籤快訊》將為大家介紹抽濕機的能源標籤，並與大家分享使用抽濕機
的節能小貼士。同時，會為大家簡述「智方便」電子服務。現時，大家已經可以

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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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
包括呈交指明表格、指明資料、指明文件以及更新產品的資料，更方便快捷。

以下哪一項資訊不是抽濕機的能源標籤
上所顯示的資料？ 

A.  能源效益級別 
B.  製冷量
C. 抽濕量
D. 每年耗電量

A. A級
B.  AA級
C.  1級
D.  5級

A.  將衣物放在抽濕機的出風口作乾衣用途
B. 於抽濕機運作時開啟門窗
C. 將抽濕機放置於角落位置
D. 定時清潔抽濕機包括隔層網

A. 可以用單一戶口登入各項網上服務， 
 因此無需記住不同的戶口名稱與密碼
B. 使用「智方便」追踪功能，了解各項 
 網上申請最新狀況
C. 能夠即時接收自選的政府網上服務最 
 新資訊及提示
D. 以上皆是

能源標籤中哪一級最為慳電？

使用抽濕機時，以下哪一項方法可以
節省能源？ 

以下哪一項是使用「智方便」的好處？

到每年潮濕的天氣，大家都會使用抽濕機抽走室內濕氣。但抽濕機又該如何選購，大家
對抽濕機的能源標籤有多少認識呢？ 

自2011年9月19日，抽濕機成為了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下的涵蓋產品，能源標籤上面列
有能源效益級別、每年耗電量、品牌型號等等的資訊。

作為一個精明的消費者，在選購抽濕機時要留意能源標籤上的能源效益級別，1級能源效益
（綠色）最高。如果兩個抽濕機級別都是1級，可以留意能源標籤上的耗電量、抽濕量及能源
效率，了解哪一款更省電省錢。能源效率愈大，表示抽濕機的能源效益愈高。

機電工程署定期檢討產品評級標準，並已於2021年12月31日全面提升抽濕機的能源效益評級
標準，已提升評級標準的產品之參考編號前會加上「U2」以資識別。在新評級標準下，1級
抽濕機的能源效益比原有的評級標準提升了約25%。1級抽濕機比3級的節省約三成的能源，
而1級抽濕機比5級的更節省約八成的能源！精明的大家一定知道如何選擇適合自己又節省能
源的產品啦！

一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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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節目為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五周年的認可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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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2022年12月

抽濕機的原有及新能源效益級別標準比較能源效率(EF)
愈大，表示抽濕機約能源效益愈高。

原有評級標準
Original Grading 
Standard

原有能源效益評級標準
Original Energy Efficiency
Grading Standard

新能源效益評級標準
New Energy Efficiency
Grading Standard

能源效率 (EF)
Energy Factor (EF)

2020

Energy Efficiency Grading - Grade 
1 products are the most energy 
efficient (green) and Grade 5 
products are the least energy 
efficient (red).

能源效益級別。1級能源效益最高
（綠色），5級則為最低（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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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型號可節省多少電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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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級

3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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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2-DXXXXXX /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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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humidifying capacity and
energy factor.



供應商多聲道

「智方便」電子服務

護己護人、齊打疫苗

歡迎光臨！
請隨便看看！ 

謝謝惠顧，那我替
你安排送貨吧！

更方便業界及公眾使用政府服務，政府推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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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可以利用個人流動電話登入「智方便」使用

網上服務，提交有關能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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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者
更可以透過已登記的「智方便+」進行數碼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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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方便」追踪功能，了解各項網上申請最新狀況。

為

香

這幾天天氣潮濕，家中抽濕機
失靈，你有甚麼好介紹嗎？

明白，除了觀察
能源標籤外，選
購抽濕機時還有
甚麼地方需要注
意呢？

你可以留意抽濕機上的能源標籤，能
源標籤分為五個等級，具有一級能源
標籤的型號最為慳電，較3級抽濕機
節省約三成的能源。另外，你可以留
意能源標籤上每年耗電量的數字，以
比較不同型號可節省多少電費。

使用抽濕機時，將抽濕機放
在遠離角落並且通風良好的
位置，確保抽濕機的出風口
和回風口沒有阻塞，以達到
最佳抽濕效果。

這台抽濕機很適合我家庭需要，
既具自動除濕功能又有一級能源
標籤，我就選擇這台抽濕機吧！

使用「智方便」好處

有啊，這邊有不同
型號可以看看！

你可以選擇一些具有自
動除濕功能的型號，避
免浪費能源。

這裡有這麼多選擇，
哪一部抽濕機會更
慳電呢？

平常空調機需要定時清
潔，那抽濕機也需要定
時清理嗎？

當然需要，抽濕機應該
要定期清潔盛水器、隔
層網，這樣可以令其運
作有效率之餘，也令機
身更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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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選購慳電型號
外，平時應該要怎
樣使用抽濕機才能
更節約能源呢？

哦！原來使用抽濕機有這麼多學問！要留意能
源標籤，要有良好的使用習慣，定期清潔抽濕
機。這樣令機身耐用之餘，也可以節約能源。
我也要將這些慳電貼士分享給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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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ing Standard

能源效率 (EF)
Energy Factor (EF)

2020

Energy Efficiency Grading - Grade 
1 products are the most energy 
efficient (green) and Grade 5 
products are the least energy 
efficient (red).

能源效益級別。1級能源效益最高
（綠色），5級則為最低（紅色）。

Annual Energy Consumption - You 
can compare the annual energy 
consumption of different models 
and see how much you can save.

每年耗電量。你可利用這數字比較不
同型號可節省多少電費。

1級

2級

3級

4級

5級

獨家贊助機構 

U2-DXXXXXX / 2020

抽濕量及能源效率。
Dehumidifying capacity and
energy fact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