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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電選購與配置

� 公寓類型住宅耗電：

� 家電 51%
� 照明 27%
� 空調平時 22%，夏季41%� 空調平時 22%，夏季41%

註7



家電選購與配置—省電方式

� 唯一一招：降功率、省時間

� 電費是如何計算的呢？

電量的計量單位為｢千瓦小時｣(kWh)，通稱為｢度｣。換言之，一度電指
耗電功率1000瓦(1kw)的電器設備使用一小時(1h)所消耗的電能。

所以電費的計算公式如下：

電費(元)
= [度數(度)] x 電價 (元/度)
= [功率(千瓦) x 時間(小時)] x 電價(元/度)

� 使用省電燈泡、變頻空調……

註7



家電選購與配置 – 冷氣

� 空調熱負荷

註3

圖：空調耗能因子（熱負荷因子）之構成



家電選購與配置 – 冷氣

� 空調熱負荷 表：空調負荷之構成(單位：W/㎡)

註3



家電選購與配置 – 冷氣

� 冷氣機種類
� 1.窗型：
在台灣最普遍採用之機種，其壓縮機、冷凝器、蒸發器、風扇集中於一機體內。

優點為可直接裝設於建築物之冷氣孔或窗台，安裝簡便，且價格較低。缺點為運

轉噪音大。冷氣能力一般在1800~7000Kcal/h之間。

� 2.窗型直立式：
與窗型一樣，壓縮機、冷凝機、蒸發器、風扇等集中於一機體中。對於未設置冷

氣安裝孔的房間，可選擇採用此型，直接裝於窗戶孔。安裝簡便為其最大優點，

惟對於窗戶之開關將產生不良影響。冷氣能力通常在2500Kcal/h以下，適用於空
間較小之房間。

� 3.移動式冷氣機：
和窗型冷氣機構造一樣，唯一不同在於裝有輪子，可任意移動，對於固定式冷氣

安裝不便之小空間適用，但是需安裝排熱風管及排出冷凝水為此機型較為不方便

之處。其冷氣能力一般在1800Kcal/h以下。 註1



家電選購與配置 – 冷氣

� 4.分離式冷氣機：
與窗型冷氣最大的不同在於其將[蒸發器、送風扇]與[冷凝器、壓縮機、排熱風]管
分別裝置於獨立的機箱中，即所謂的室內機與室外機，兩機間以粗細不同的冷媒

管連接，形成封閉的冷媒工作迴路。

優點 ----為將壓縮機置於室外，可降低室內噪音、可裝設於窗型機無法裝設之房
間、室內機外型美觀可配合裝潢選擇室內機型式（嵌入、懸吊、壁掛）

、可一具室外機搭配多具室內機。

缺點 ----為安裝複雜費時、價格較高、安裝技術性高，若冷媒管太長或彎曲過多
將使效率降低。一般家庭用冷氣能力在 2000~10000Kcal/h之間。

註1



家電選購與配置 – 冷氣

� 5.箱型冷氣機：
箱型冷氣機可分為氣冷式與水冷式兩種。氣冷式與分離式冷氣機類似，差別僅在

其冷氣能力較分離式冷氣機強，故室內、外機體積較龐大，其冷氣能力一般在

3.8冷凍噸間。而水冷式則由於冷氣能力一般在5-30冷凍噸之間，故採用水冷式
，以有較佳的排熱效果，其排熱方式為將水導入冷凝器吸收熱能後，利用水泵將

之送至冷卻水塔散熱，然後再送回冷凝器吸熱而成一冷卻循環回路。通常使用於之送至冷卻水塔散熱，然後再送回冷凝器吸熱而成一冷卻循環回路。通常使用於

商場、辦公室等空間較大之地點。

� 6.中央空調系統：
對於辦公大樓、廠房等大型空間之建築物多採中央空調系統。近年來因供電吃緊
，為移轉尖峰用電及節約能源，儲冰式及吸收式中央空調系統已逐漸為使用者所
採用。

註1



家電選購與配置 – 冷氣

� 冷氣試算表

註2



家電選購與配置 – 冷氣

� EER (Energy Efficiency Ratio)值：

冷氣能力(KW) /耗電功率(KW) =移走熱量的能力

一台EER值為3的冷氣機，耗電功率為1千瓦的話，它移走熱一台EER值為3的冷氣機，耗電功率為1千瓦的話，它移走熱
量的能力就是3千瓦。

� 變頻冷氣：溫差大，壓縮機轉得快；溫差小，壓縮機轉得慢。

註2



家電選購與配置 – 燈具

� 光源之發光效率

例1：光源之發光效率可作為許多能源使用效率之依據， 例如， 使用在工廠之水銀
燈消耗一瓦可以發出60 流明， 就標示發光效率60 lm/W； 但如改用高壓鈉氣
燈則發光效率可高達140 lm/W，能源利用效率就提高57%。

節約率＝(140-60) lm/W÷140 lm/W×100%=57% 

例2：同樣40W*1 型傳統高功因鐵磁式安定器日光燈，其燈具耗電約44W/具， 改用
為電子式安定器日光燈， 則其耗電約38 W/具，這種新式照明裝置可節電
13.6%。

節約率＝(44-38)W/具÷44 W/具×100%=13.6% 

� 所以光源之高效率及照明裝置功率之降低是節電的最好例子。 註5



家電選購與配置 – 燈具

� 光源之發光效率

註6(屬於氣體放電燈)



家電選購與配置—節能相關標章

� A.綠建築標章之日常節能指標日常節能指標日常節能指標日常節能指標 ----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為鼓勵興建舒適、健康、環保之居住環境，委請
財團法人中華建築中心於八十八年九月一日正式公告受理「綠建
築標章」申請，標章之核給須進行綠建築九大指標評估系統之評估，
包括1.基地綠化指標；2.基地保水指標；3.水資源指標；4. 日常日常日常日常

節能指標節能指標節能指標節能指標；5.二氧化碳減量指標；6.廢棄物減量指標；7.污水垃
圾改善指標；8.生物多樣性指標；9.室內環境指標。

綠建築標章之推動在我國分成｢綠建築標章｣與｢候選綠建築證書｣。

� 綠建築標章為取得使用執照或既有合法建築物，合於綠建築評
估指標標準頒授之獎章。

� 候選綠建築證書則為鼓勵取得建造執照但尚未完工領取使用執
照之新建建築物，凡規劃設計合於綠建築評估指標標準之建築
物，即頒授候選綠建築證書，為一「準」綠建築之代表。

註4



家電選購與配置—節能相關標章

「日常節能指標」是以最大耗電部分的空調與照明用電的節能
設計為重點，並將節能評估重點設定在建築外殼節能設計、
空調節能效率設計、照明效率設計等三大方向：

1. 建築外殼節能設計︰建築外殼開窗率、開口部的外遮陽設計、建築物之
座向方位、避免全面玻璃帷幕之外殼設計，屋頂的隔熱處理等。

2. 空調節能效率（以中央空調為對象)︰建築空間應依空調使用時間實施
空調區劃、依據實際熱負荷預測值選用適當適量的空調系統、選用高效
率熱源機器。

3. 照明節能效率重點：建築室內牆面及天花板採用明亮設計、採用高效率
燈具、盡量採自然採光設計及利用自動晝光節約照明控制系統。

註4



家電選購與配置—節能相關標章

� B. 節能標章節能標章節能標章節能標章----

---民國90年起由經濟部能源局所推動。節能標章是一項節能、
環保的新概念，經濟部能委會為肯定省能技術於產品之應用、
以市場誘因導向機制，激勵廠商投入高能源效率產品的開
發﹔藉由『節能標章』的認證申請及推動，鼓勵廠商提供省發﹔藉由『節能標章』的認證申請及推動，鼓勵廠商提供省
能源、高效率的產品，作為消費者購買時優先選購對象。家
電產品貼上這個圖樣，代表其能源效率比國家認證標準高
10-15%，不但兼顧品質，更能節約耗電。

註4



家電選購與配置—節能相關標章

� C. 節能標章自願性能源效率標示節能標章自願性能源效率標示節能標章自願性能源效率標示節能標章自願性能源效率標示 ----

----民國98年起由經濟部能源局所推動。從原先獲得節能標章的產品當中，進一
步推動｢自願性能源效率標示｣，讓產品能源效率更透明化。標示上將清楚載明產
品的能源效率、年耗電量、以及同等級符合國家標準產品年耗電量等資訊。能源
效率標示將以家庭電器中總用電量占50％的冷氣機 (占36.9％)、電冰箱 (占12.3
％)以及洗衣機 (占1.4％)等3項產品為優先推動目標。冷氣機產品將標示｢冷氣機
能源效率(EER)｣，電冰箱將標示｢能源因數(EF)｣，而洗衣機將註明｢洗清每公斤能源效率(EER)｣，電冰箱將標示｢能源因數(EF)｣，而洗衣機將註明｢洗清每公斤
衣物的耗電量｣，讓民眾在選購電器產品時能以更簡單的方式進行比較，聰明地
消費。

註4



家電選購與配置—節能相關標章

� 附帶說明其他室內設計相關標章附帶說明其他室內設計相關標章附帶說明其他室內設計相關標章附帶說明其他室內設計相關標章

� 省水標章省水標章省水標章省水標章 ---民國87年起由經濟部水利署（前水資源局）所
推動，並由工研院能資所節水服務團設立「節水實驗室」，
進行各項產品檢測，以提供消費者一易於辨示省水產品之
標誌。

� 環保標章環保標章環保標章環保標章 ---民國81年起由環保署所推動。經過嚴格審查，
代表在各類產品項目中，環保表現最優良的前20～30％的
產品。

註4



家電選購與配置—節能相關標章

� 附帶說明其他室內設計相關標章附帶說明其他室內設計相關標章附帶說明其他室內設計相關標章附帶說明其他室內設計相關標章
� 綠建材標章綠建材標章綠建材標章綠建材標章 ---民國93年起由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所推動。目前可分成四種綠建材標章：生態綠建
材、健康綠建材、高性能綠建材、再生綠建材。
一種建材可能同時具有多種綠建材標章認證，且
未來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仍會陸續針對其他建材細未來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仍會陸續針對其他建材細
項，增加不同的評定標準。(財團法人台灣建築
中心，2009)

� 健康家具評定系統健康家具評定系統健康家具評定系統健康家具評定系統 ----除了前述各項已經推行的
標章制度之外，內政部現正針對家具中甲醛及
揮發性有機物(VOCs)等物質對於室內空氣品質
所引發健康相關的影響，推動健康家具標章化，
對於室內建材裝修與家具產品的品質進行全面性
的把關。

註4



家電選購與配置—節能方法

� 注意冷氣機位置(回風、進風)

� 開飲機

� 筆電+大螢幕 =桌上型電腦

� 冰箱型式 +擺放位置 +整理

� 加壓馬達位置

� 保溫熱水管

� 裝設電表 (省25%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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