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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照明產品
照明產品全球能源效率規則
與計畫綱要

白皮書

摘要

隨著更加高效節能的新型照明技術逐漸成為主流趨勢，全球幾大行政區域目前正開始實施

針對各類照明產品設定最低能源效率要求的自願及強制性管制機制。此外，自願計畫創造

成的刺激誘因也促使製造商積極推出更加節能高效的照明產品。本白皮書整合了節能照明

產品的重要法規與自願計畫內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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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據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提供的資料顯示，照明產品在

全球能源總消耗當中約占20%，在全球二氧化碳總排
放量當中約占6%。[1] 逐步淘汰低效率照明技術，宣

導採用高效能照明產品，這不僅能夠有效減少碳排放

量，還有助於緩解總體能源需求。

目前，全球主要經濟體系國家已經採用強制執行照明

產品最低能源效率要求的管理機制，為了增加讓低效

能照明產品退出市場的速度。同時還建立起一系列自

願認證和標籤計畫，協助消費者辨別並選擇能夠滿足

自身所需的最節能照明產品。此類管制與自願計畫不

斷更新升級，以反映出更新型照明技術的使用情況，

進一步提高能源效率。

本TÜV SÜD集團白皮書針對歐盟（EU）和其他國際市
場上照明產品能源效率的關鍵管制及自願符合規定計

畫作出歸納總結。與此同時，一本名為「美國照明產

品能源效率綱要」的同步白皮書也針對適於美國所售

照明產品的能源效率計畫進行了類似的歸納總結。本

白皮書內容適於照明產品製造商、經銷商以及零售商

參閱。

逐步淘汰低效率照明技術，宣導採用高
效能照明產品，不僅能夠有效減少碳排
放量，還有助於緩解總體能源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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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在照明產品能源效率方面的指令

官方指令2009/125/EC又名節能化設計指令(ErP指令)，
它是歐盟內部適於所有能源使用產品的主要監管工

具，其中包括照明產品在內。自2009年施行以來，歐
盟節能化設計指令以降低歐盟總體能源消耗為既定目

標，為成功制訂出特定產品設計要求而逐步建立起一

個涵蓋範圍廣泛的架構。這一指令涉及的獨立產品類

別多達40餘種，這些產品在歐盟成員國（EU）所產的
全部溫室氣體排放量當中約占40%。[2]

作為第二項歐盟指令的2010/30/EU，又名能源標籤指
令，它是針對節能化設計指令當中詳述管制架構的一

項內容補充。在方法上與節能化設計指令相同，能源

標籤指令同樣提供了一個針對產品標籤和其他方法要

求的總體架構，旨在為最終使用者提供特定產品的能

源消耗資訊。[3] 綜合上述，節能化設計指令和能源標
籤指令為大多數主要能源使用產品類別建立起最低能

源效率標準。

為在由上述兩項指令制定的架構內開始活動，歐盟委

員會已經發佈了一系列實施條例，詳細載述了適於每

一獨立產品類別的特定設計與標籤要求以及特定的規

定測試流程。在照明產品方面，適用的實施條例詳細

載述於圖1當中。

圖1：歐盟針對各種類型照明產品實施的條例

燈的類型

定向型與LED照明燈

家用照明燈

螢光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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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化設計指令

(EU) No. 1194/2012

(EC) No. 244/2009
(EC) No. 859/2009

(EC) No. 245/2009
(EU) No. 347/2010

(EC) No. 1194/2012

(EC) No. 1194/2012

能源標籤指令

(EU) No. 874/2012

(EU) No. 874/2012

(EU) No. 874/2012

(EU) No. 874/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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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生態標籤

綠色公共採購

歐盟內部自願節能計畫

歐盟的生態標籤計畫是在歐盟內部廣受認可的一項自

願性產品認證機制。此項計畫的目標是協助客戶鑒別

產品是否能夠達到最高能源效率水準（通常是在特定

類別範圍內排名前20%的產品）。生態標籤專案為製
造商提供28種不同產品的認證標準，目前在市場上存
在1萬7千餘種帶有生態標籤的產品。

在節能照明產品方面，製造商可對具備以下條件的燈

泡要求獲得生態標籤認證：

�� 使用壽命至少為1萬小時。
��  在使用1萬小時以後，照明亮度至少能夠達到原始
照明亮度的70%。
�� 消耗電力相當於等效白熾燈泡的五分之一。

�� 開燈時，燈泡不出現忽明忽暗情況。

�� 含有少量水銀，或根本不含任何水銀。

��  在使用的包裝材料方面，回收材料至少占到 
65%以上。

提交納入到生態標籤計畫內的產品均需通過歐盟核准

認可的合格驗證機構的審核評估，符合適用標準的產

品將被授予生態標籤。

更多關於歐盟生態標籤專案計畫的資訊，請訪問

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ecolabel/eu-ecolabel-
for-businesses.html。如需獲得面向公眾開放的生態標
籤合格產品資料庫，請訪問http://ec.europa.eu/ecat/。

歐盟委員會還鼓勵歐盟成員國在政府採購過程中選

擇更加綠色環保的產品，其中包括照明產品在內。在

《政府採購，共創美好環境》（COM （2008）400）通訊
協定當中，歐盟委員會呼籲政府採購過程中採用常規

選購標準，同時還制定出19項常規綠色環保產品採購
標準（GPP），其中還包括路燈照明和交通信號燈的
採購標準。針對辦公場所照明產品的綠色環保產品而

言，採購標準（GPP）/生態標籤標準制定工作目前正
在進行中，預計完成時間為2014年中旬。[4]

更多關於歐盟綠色環保產品採購標準（GPP）計畫的
資訊請訪問GPP官方網站，網址是http://ec.europa.eu/
environment/gpp/index_en.htm。

除節能化設計指令和能源標籤指令以外，歐盟內部還設定了一系列自願計畫，旨在提高節能照明產品的使

用，同時降低總體能源消耗量。此類自願專案包括以下要重點討論的章節部分。

此項計畫的目標是協助客戶鑒
別產品是否能夠達到最高能源
效率水準（通常是在特定類別
範圍內排名前20%的產品）。

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ecolabel/eu-ecolabel-for-businesses.html
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ecolabel/eu-ecolabel-for-businesses.html
http://ec.europa.eu/ecat/
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gpp/index_en.htm
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gpp/index_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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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信託基金會（EST）總部位於英國，該機構負責針
對多種類別的節能產品主導開啟自願產品認證機制。

節能信託基金會（EST）機制涵蓋範圍內的照明產品
包括緊湊型螢光燈（CFLs）、鹵素燈泡和LED光源和燈
具及照明設備。特定技術要求載述於節能信託基金會

（EST）制定的各類燈具規範材料當中，同時，必須提
交一份由第三方機構展開的檢測報告，驗證其是否滿

足規定要求。經由節能信託基金會（EST）驗證合格
的產品被列於供公眾參閱的推薦產品資料庫當中。

更多有關節能信託基金會（EST）機制及照明產品要
求的資訊請參閱節能信託基金會官方網站「產品認

證」網頁內容，網址是www.energysavingtrust.org.uk/
Take-action/Find-Energy-Saving-Trust-Recommended-
products。

加拿大的能效管制條例為在加拿大境內生產、進口或

銷售於加拿大的各類能源使用產品制定能源效率要

求，其中包括家用電器、加熱及通風設備。此類管制

條例所涵蓋的照明產品包括普通照明燈、緊湊型螢光

燈、螢光燈與螢光燈鎮流器、反射罩白熾燈和落地

燈。特定種類產品的能源效率要求詳細載述於管制條

例附表1中，同時受到日期修訂的限制。

在填寫加拿大國家資源（NRCan）權威監管機構簽發
的能源效率報告之前，製造商和進口商必須獲得獨立

驗證，確保其生產或經營的產品符合加拿大能源效率

驗證標準委員會授權認可的認證機構所規定的適用能

源要求。所有在加拿大境內生產、或進口/銷售於加拿
大的監管範圍內的照明產品必須帶有授權認證機構的

能源效率驗證標識。某些類型的照明產品還必須帶有

包括光能輸出、能源使用和預期使用年限資訊的照明

產品標籤。[5]

更多有關加拿大在照明產品方面施用的能源效率管制

條例資訊，請參閱NRCan官方網站「管制條例簡介」頁
面，網址是：http://oee.nrcan.gc.ca/regulations/16802。

節能信託基金會（英國）

能效管制

加拿大節能照明管制與計畫

加拿大採取的節能照明措施同樣包括強制管制和自願計畫兩種，我們將在以下章節當中進一步討論。

www.energysavingtrust.org.uk/Take-action/Find-Energy-Saving-Trust-Recommended-products
www.energysavingtrust.org.uk/Take-action/Find-Energy-Saving-Trust-Recommended-products
www.energysavingtrust.org.uk/Take-action/Find-Energy-Saving-Trust-Recommended-products
http://oee.nrcan.gc.ca/regulations/16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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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能源效率管制條例以外，加拿大的自願性能源之星

測試和標籤計畫同樣提供了一種機制，以協助客戶鑒

別具有最高水準能效的能源使用產品。符合條件並被

納入到加拿大能源之星計畫當中的照明產品包括緊湊

型螢光燈、LED燈具和照明設備、裝飾型串燈以及照
明器材。加拿大某些特定省份的能源公用設備還針對

符合能源之星資質的照明產品施行退稅獎勵政策。

旨在獲得加拿大能源之星認證的照明產品製造商首先

應向美國環保署認可的實驗室提交樣品，用於適用能

源之星性能規範的檢測工作，經由美國環保署認可的

認證機構將對最終測試結果進行審核驗證。產品一旦

獲得美國能源之星認可，製造商即可填寫申請，表交

給NRCan進行審核及驗證，隨後便可在加拿大銷售此
類產品的相關活動中使用能源之星標籤。

更多有關加拿大能源之星計畫的資訊請至NRCan官
方網站，網址是www.nrcan.gc.ca/energy/products/
energystar/about/12529。

加拿大能源之星® 計畫

http://www.nrcan.gc.ca/energy/products/energystar/about/12529
http://www.nrcan.gc.ca/energy/products/energystar/about/1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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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能源效率監管的能源使用產品製造商、進口商和供

應商需通過產品測試方法，驗證其生產或經營產品的

能源效率，進而完成產品的登記註冊。儘管鼓勵在獨

立的測試實驗室開始測試工作，但製造商也可在自己

的測試實驗室內開始測試工作。但是，無論選擇何種

測試方式，製造商都必須掌握完整的能源性能實驗室

測試報告，在登記註冊流程中也有可能需要繳交此份

報告。

根據2002年紐西蘭能源效率（能源使用產品）條例規
定，符合適用最低能效標準（MEPS）要求並已在澳
洲登記註冊的照明產品被認定為已完成紐西蘭地區的

登記註冊，並可在不採取其他措施的情況下進行合法

銷售活動。

澳洲與紐西蘭的監督管理部門已經為多重類別能源使用設備建立起常規最低能效標準（MEPS）和標籤要求，
其中包括照明產品在內。適於特定類型照明產品的最低能效標準（MEPS）和標籤要求詳述於圖2當中。

最低能效標準

澳洲和紐西蘭的節能照明管制與計畫

與歐盟和加拿大相同，在能源使用產品方面，澳洲和紐西蘭同樣兼有強制要求和自願計畫兩種管制方法，如

以下章節所示。

圖2：澳洲和紐西蘭的測試方法和最低能效標準（MEPS）與標籤標準。

照明產品

鹵素變壓器與轉換器

螢光燈鎮流器

線性螢光燈

自鎮式緊湊型螢光燈

白熾燈

測試方法

AS/NZS 4879.1

AS/NZS 4783.1: 2001

AN/NZS 4782.1: 2004
(IEC 60081)

AS/NZS 4847.1: 2010

AS/NZS 4934.1: 2008及其修正案 

最低能效標準/標籤管制

AS/NZS 4879.2

AS/NZS 4783.2: 2002

AS/NZS 4782.2: 2004及其修正案

AS/NZS 4847.2: 2010及其修正案

AS/NZS 4934.2: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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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國家能源效率與保護局負責，紐西蘭能源之星計畫

的適用範圍和目的都與其他國家的能源之星計畫相

似。根據紐西蘭計畫規定，針對特定產品種類中能效

最高的前25%產品頒發能源之星標誌。目前，紐西蘭
境內符合能源之星認證資格的照明產品種類包括緊

湊型螢光燈、LED燈具和照明設備。更多有關紐西蘭
能源之星計畫的資訊請訪問www.energywise.govt.nz/
ratings-and-labels/energy-star。

澳洲作為美國能源之星計畫合作夥伴，負責計畫的協

同運營工作。但是目前，澳洲能源之星計畫的產品範

疇僅限於辦公設備和家用電子產品，照明產品也不包

含在此範圍當中。

儘管紐西蘭產品登記註冊並未在澳洲獲得認可，但符

合紐西蘭法律規定的產品可在未完成澳洲登記註冊的

情況下進行合法銷售，只要產品是由紐西蘭出口銷入

澳洲的即可。

更多有關澳洲和紐西蘭能源使用產品登記註冊流程

的資訊，請訪問設備能源效率網站（本網站由澳

洲和紐西蘭共同創建），網址是www.energyrating.
gov.au/regulations/regulatory-reqs/legal-obligations-for-
manufacturers-and-importers/。

澳洲與紐西蘭的能源之星計畫

www.energywise.govt.nz/ratings-and-labels/energy-star
www.energywise.govt.nz/ratings-and-labels/energy-star
http://www.energyrating.gov.au/regulations/regulatory-reqs/legal-obligations-for-manufacturers-and-importers/
http://www.energyrating.gov.au/regulations/regulatory-reqs/legal-obligations-for-manufacturers-and-importers/
http://www.energyrating.gov.au/regulations/regulatory-reqs/legal-obligations-for-manufacturers-and-impor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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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節能照明要求

韓國知識經濟部（M K E）與韓國能源管理公團
（KEMCO）聯手合作，共同針對能源使用產品啟用了
一項能源效率標籤與標準計畫。各項產品標準針對白

熾燈泡（韓國標準C 7501）、螢光燈（韓國標準C7601）
和螢光燈鎮流器（韓國標準C 8100和C8102）設定了強
制性最低能效標準。通過產品測試方法對其是否符合

強制性最低能效標準進行驗證，與此同時，照明產品

共分為1到5個不同等級，其中1代表能源效率最高。
產品必須含有能耗等級指示資訊的能源效率標籤，如

果在產品上進行加標並不具備可行性，則需在產品包

裝上進行加標。

更多關於韓國能源效率標籤和標準計畫的資訊請訪問

www.kemco.or.kr/new_eng/pg02/pg02100200.asp。

www.kemco.or.kr/new_eng/pg02/pg02100200.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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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能源使用產品領跑者計畫（Top Runner program）
是由隸屬於日本經濟貿易產業省（METI）的日本國家
資源能源機構組織並展開的一種自願性計畫。在照明

產品領域，領跑者計畫目前為螢光燈具和照明設備設

定了目標效率值。與美國能源之星計畫相似，日本的

領跑者計畫根據最高標準價值體系對產品進行評估，

並在最節能產品的價值以及市場價值基礎上設立目

標。產品標準不斷更新升級，以反映出更高效技術的

使用情況，目標效率值預計將會略有升高，導致能源

效率隨時間的發展而不斷提高。

更多有關領跑者計畫的資訊請參閱日本經濟貿易產業

省（METI）手冊—「領跑者計畫：開發全球一流的
高效節能電氣用具」，網址是www.enecho.meti.go.jp/
policy/saveenergy/toprunner2010.03en.pdf。

日本能源使用產品領跑者計畫

www.enecho.meti.go.jp/policy/saveenergy/toprunner2010.03en.pdf
www.enecho.meti.go.jp/policy/saveenergy/toprunner2010.03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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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同樣設立了適於各類能源使用產品的強制性和自

願性能效標籤要求標準。目前，由中國能源標籤中心

（www.energylabel. gov.cn）負責發展的強制性標籤計
畫並不包含照明產品。但是，自願標籤計畫—中國節

能計畫（CECP）所涵蓋的各類產品多達90餘種，其中
包括一系列住宅、商業和工業設備當中使用的照明產

品及零組件。

為獲得中國節能產品認證中心的自願認證，製造商必

須提交樣品，以供授權測試實驗室進行評估與測試，

同時還應允許審查員展開工廠審核工作。認證產品獲

得張貼節能認證標誌的授權許可，並被列於公眾開放

的資料庫當中。

更多有關中國節能產品認證中心（CECP）的資訊，請
訪問www.cecp.org.cn/former/englishhtml/cecp.asp。

墨西哥國家節能委員會（CONUEE）根據2008年國家能
源可持續利用法，負責制定有關能源效率的強制性標

準。目前，CONUEE要求約200種不同類型的能源使用
設備與設施製造商為客戶提供產品能耗方面的特定資

訊，其中包括特定類型的照明產品在內。至少，製造

商必須以清晰可見的方式，為客戶提供以下資訊：

�� 運行期間的單位能耗。

�� 待機模式下的單位能耗（如適用）。

��  設備或設施每消耗單位能源所能產出的產品或服務
之數量（如適用）。

另外，墨西哥正為高效節能產品、流程和服務制定一

項自願認證計畫。

更多有關墨西哥國家節能委員會能源使用設備相關標

籤要求的資訊，請訪問www.conuee.gob.mx/wb/。

中國節能計畫

墨西哥節能照明要求

http://www.cecp.org.cn/former/englishhtml/cecp.asp
http://www.conuee.gob.mx/w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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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本白皮書所闡述的資訊，各國適於能效照明產品

的管制條例之間存在極大差異。但這些國家在採用的

管制架構方面又存在相似之處，規定評估流程方面略

有差異和細微變化。由於缺乏高效節能照明產品的國

際統一標準，這一流程變得更加複雜。儘管目前正極

盡努力應對這一挑戰，但在可預見的未來裡，照明產

品製造商還將不得不努力達到各個國家的標準需求。

另一方面，如能源之星計畫的自願計畫和基於能源之

星架構的國家措施分別在各自領域將關注焦點聚集在

最高效能產品方面，並對擁有廣泛知名度和獲得買家

即時認可的「一流」能效產品進行表揚獎勵。製造商

為採購專家、企業買家和客戶提供通過能源之星認證

並且具有特色的差異化產品，使其在激烈的競爭市場

中獲得明顯競爭優勢。

在制定包含獨立管制方法和目標國家要求的正式規定

戰略過程中，期望產品能夠受到全球認可的照明產品

製造商可獲得完善的支持，並且享受自願節能高效計

畫所帶來的潛在機遇。在多個行政區內，擁有適於照

明產品特定要求豐富經驗的獨立顧問能夠協助創建一

個認可方案，該方案可在最大程度上減少重複測試，

為擴大經銷量提供機會，同時加快將全新產品引入市

場的速度。

製造商在照明產品方面需要注意的事項

實現全球照明產品的市場准入

最低要求

CE標誌

最低能效標準

能源標籤

「一流」產品資格認證  

TÜV SÜD集團標誌

能源之星® 

歐盟生態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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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引進更加節能高效的照明技術可提高全球能源節約

量。但是，在新型照明技術為製造商提供發展機遇的

同時，也產生了不斷變化的管制法規挑戰。整體來

說，各國之間的基本規範架構是相同的，但所依賴的

標準卻不一樣，且尚未協調出統一的標準。製造商可

透過制定管制規定策略的方式應對這些挑戰，減少測

試時間，更加迅速地將新產品推向市場。

TÜV SÜD集團是一家經由美國環保署認可的能源之星
計畫測試實驗室和認證機構，同時也是隸屬於美國能

源部監管，並獲得認可的LED照明標籤計畫測試實驗

室、韓國IECEE CB體系國家認證機構（NCB）和認證
機構標準實驗室（CBTL）。TÜV SÜD集團的全球能源
效率卓越中心旨在測試並驗證照明產品是否符合全球

能源效率的要求和標準。這些優勢使TÜV SÜD集團成
為所有能源效率照明測試與認證服務的唯一供應商。

TÜV SÜD集團在全世界設有800多個據點，並且已經在
歐盟、美洲以及中東和亞洲地區獲得認證。透過向客

戶提供一流服務解決方案，TÜV SÜD集團可為企業、
客戶和環境增加有形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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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語縮寫

 CBTL – 認證機構標準實驗室
 CECP – 中國節能計畫
 CFL – 緊湊型螢光燈
 CONUEE – 國家節能委員會 
 EST – 節能信託基金會
 EU   – 歐洲聯盟
 GPP – 綠色產品採購

 
 KEMCO – 韓國能源管理公司
 MEPS – 最低能源效率標準
 METI – 日本經濟貿易產業省
 MKE – 韓國知識經濟部
 NCB – 國家認證機構
 NRCan   – 加拿大自然資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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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展現產品效能和使用壽命以

增加銷售量
www.tuv-sud.tw

info@tuv-sud.tw

權威認證，創享價值

TÜV SÜD集團是一家一流的品質、安全和可持續性解決方案提供商，專門從事測試、檢驗、審核、認證、培訓
和知識服務。我們在全世界設有 多個據點，我們已經在歐洲、美洲、中東和亞洲獲得認證。通過向我們的客
戶提供客觀服務解決方案，我們可以為企業、客戶和環境增加有形價值。

TÜV SÜD Taiwan
地址：臺北市北投區中央南路二段37號7樓 
郵遞區號：11270
電話：+886-2-2898-6818
www.tuv-sud.tw

http://www.tuv-sud.tw
mailto:info%40tuv-sud.tw?subject=
http://www.tuv-sud.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