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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能源標籤計劃細分為「強制性」與「自願性」計劃，兩 標籤樣式有別。今期《快訊》會介
紹「強制性」與「自願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的分別及其標籤樣式，「小店多聲道」及「能
源標籤天地」的主題則是冷凍器具（即雪櫃）。
踏進六月，天氣開始炎熱，不如泡一杯冰飲，一邊喝
的《快訊》，謝謝支持！

，一邊看《快訊》。希望你喜歡今期

能源標籤資訊台

能源效益標籤計劃的分別
﹁強制性﹂與﹁自願性﹂

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
涵蓋的產品

涵蓋的範圍

空調機

額定製冷量不超過 7.5 千瓦

冷凍器具
慳電膽

額定總容積不超過 500 升
整合式熒光燈；額定瓦數不超過 60 瓦特

洗衣機
抽濕機

額定洗衣量不超過 7 公斤
額定抽濕量不超過每日 35 公升

能源標籤樣式
( 空調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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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
涵蓋的產品

涵蓋的範圍

「級別式」標籤 家用器具【6 種】
冷氣機（自願性計劃）
額定製冷量超過 7.5 千瓦及不超過 10 千瓦
家用冷藏器具（自願性計劃）

額定總容積超過 500 升

洗衣機（自願性計劃）

額定洗衣量超過 7 公斤及不超過 10 公斤

電動乾衣機、家用儲水式電熱水爐、
電視機
「確認式」標籤 家用器具 和 氣體用具【8 種】
抽濕機（自願性計劃）

額定抽濕量超過每日 35 公升及不超過 87 公升

非整合式慳電膽

非整合式熒光燈；額定瓦數不超過 60 瓦特

電飯煲、電子鎮流器、發光二極管
（LED）燈、電磁爐、住宅式即熱氣
體熱水爐、氣體煮食爐
「確認式」標籤 辦公室器材【7 種】
影印機、傳真機、多功能辦公室設備、
打印機、液晶體顯示器、電腦、冷熱
飲水機

「比較式」標籤 汽車：汽油載客車輛

能源標籤樣式
( 家用儲水式
電熱水爐 )

小店多聲道

歡迎呀，你要買電器嗎？

老闆，你好！你兒子阿
標介紹我來找你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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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呀，我家裡用了近
10年的雪櫃壞了，打
算更換一部有一級能
源標籤、設有特大冰
格的型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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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還有甚麼特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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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爸是法國人，偏
愛歐洲製造的型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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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謝你的介紹，讓我先上
網瀏覽一下相關資訊，再
作決定。

你可以考慮這個牌子的產品。
機電署能源標籤網的表列型號
紀錄冊記載了5類訂明產品各
型號的資料， 括能源效益級
別、每年耗電量、產品製造地
方等，雪櫃方面，更有保鮮格
容積、冰格容積等資料。

6

7

201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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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標籤天地

雪櫃能源標籤
炎炎
炎炎夏日快到了，大家家裡有沒有美味的冰淇淋？要保存冰淇淋，雪櫃是不可或缺的。現在就說說
雪櫃能源標籤吧！
相信大家還記得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的首階段已涵蓋雪櫃（冷凍器具），該計劃由 2008 年 5 月 9
日開始。換句話說，雪櫃能源標籤有六年歷史？不對！其實雪櫃能源標籤已有接近二十年歷史了！因為
能源效益標籤計劃早於 1995 年面世，並從家用雪櫃開始，當然這是指自願性的計劃。
現時強制性的雪櫃能源標籤主要載有以下資料：

能源效益級別 1級能源效益最高（綠色），5級則最低（紅色）。
每年耗電量 根據國際標準量度出的耗電量（每日千瓦小時）乘365來獲得。
保鮮格容積 相等於所有操作
積的總和。

度高於攝氏零下6度的貯存室的經量度得出的實用容

冰格容積 相等於所有操作 度等於或低於攝氏零下6度的冷凍食物貯存室的經量
度得出的實用容積的總和。
（註：以上實用容積指在減除被視作無法貯存食物的部件及空間的體積後，所剩餘的總貯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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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凍器具的能源標籤

雪櫃節省能源的百分比
第一級比第三級
第一級比第五級

35%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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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效益級別。1級能源效
益最高（綠色），5級則最
低（紅色）。

500
175
50
ABC
某某牌
HK001
R080123／2008
XYZ
某某某

保鮮格及冰格容積。

如選用貼有「第一級」能
源標籤的雪櫃，每年可節
省最多380元的電費。

有獎問答齊齊 fun!

要測試自己對能源標籤的知識？最好方法是參加有獎問答遊戲！
只需回答以下全部問題，每題選擇一個最適合的答案，傳真至 28906081《能源標籤快訊》編輯收。
答對所有問題的首 200 名人士 ( 註 1)，每位均可獲贈紀念品一份，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雪櫃能源標籤（強制性）最早於何年推出？

3. 機 電 工 程 署 能 源 標 籤 網（www.energylabel.
emsd.gov.hk）的表列型號紀錄冊內，沒有記
載哪一項資料？

A. 1995 年
B. 1999 年

A. 產品供應資料的最近更新日期

C. 2004 年

B. 產品製造地方

D. 2008 年

C. 產品零售價
2. 與貼有 3 級能源標籤的雪櫃相比，貼有 1 級
能源標籤的雪櫃平均可節省多少電力？
A. 約 15%
B. 約 29%
C. 約 35%
D. 約 49%

D. 產品編配參考編號年份
4. 哪一類產品有最多型號獲發能源標籤？
A. 雪櫃
B. 洗衣機
C. 冷氣機
D. 慳電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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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回條(註二)
姓名:
香

地址:

答案
第1題

第2題

第3題

第4題

註 1：如非首 200 名答對所有問題的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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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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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見欄
歡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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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龍啟成街3號
電話：2808 3465
傳真：2890 6081
電郵：eepublic@emsd.gov.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