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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白熾燈泡國際管制現況

白熾燈泡國內管理現況

白熾燈泡容許耗用能源基準管制作業
流程

白熾燈泡容許耗用能源基準檢查方式
(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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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管制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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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主要國家白熾燈禁用時程

2013年起禁止使用75W以上之白熾燈泡
2014年開始全面禁用白熾燈泡

2014年俄羅斯

2010年9月1日起，所有75W之低效能白熾燈泡已從商店逐步退出，但允許
零售商出售原有庫存燈泡

2012年歐盟

將分三階段逐步禁止白熾燈泡，自2009年9月1日起限制銷售100W以上產
品

2012年荷蘭

禁用政策從2011年開始，一但庫存的75W及100W傳統燈泡銷售完畢，便禁
止再下訂傳統燈泡，僅能推廣及販賣省電燈泡

2012年英國

2009年1月起禁止銷售白熾燈泡2009年愛爾蘭

歐
洲

2012年起禁用100W之白熾燈泡
至2014年底前全面禁用40瓦以上之白熾燈泡

2014年美國

2011年12月31日起禁止銷售功率100瓦以上、且能效低於20.68 １m/W之
白熾燈泡
2012年12月31日禁止銷售功率75瓦以上、且能效低於19.81 １m/W之白熾
燈
2013年12月31日禁止銷售能效低於13.09 １m/W之白熾燈

2013年墨西哥

2010年12月28日公布行政命令，對於2010年12月31日前進口或境內生產
之住宅用白熾燈，銷售期間延長至2011年5月31日

2012年阿根廷

2012年後禁售傳統白熾燈泡

政策措施

加拿大

國名

2012年

美
洲

禁用時程洲別

資料來源:2011年我國白熾燈及省電燈泡產品市場規模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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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主要國家白熾燈禁用時程_續

亞
洲 分階段逐步汰換白熾燈，2011年初先停產並禁止進口及銷售100W以

上之白熾燈
自2012年至2013年起停產並禁止進口及銷售所有種類之白熾燈，並
鼓勵消費者改用節能電燈

2013年
馬來
西亞

已於2010年1月正式啟動「研究制定中國逐步淘汰白熾燈泡的路線
圖」項目，預計在2016年正式開始淘汰白熾燈
計畫在2020年前，全國各地都將禁止使用、銷售傳統白熾燈泡

2020年
中國
大陸

2009年已將公共機關所用之白熾燈全面換成LED照明
到2012年止，白熾燈之使用率將減少至0，LED照明使用比率將增加
至30%

2013年韓國

2009年第3季，日本LED燈泡市場滲透率不到3%，而於2010年成長達
20%，估計2011年將成長至30~40%2012年日本

分階段逐步汰換白熾燈2010年菲律賓

2009年起開始停止生產白熾燈，2010年開始逐步禁用
2008-2015年間，全面汰換掉能效較差之照明產品2012年

澳大
利亞

2009年起禁用白熾燈泡並分階段以節能燈管做汰換

政策措施

紐西蘭

國名

2009年

澳洲

禁用時程洲別

資料來源:2011年我國白熾燈及省電燈泡產品市場規模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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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管理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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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之法源依據

1.規範指定能源設備或器具之容許
耗用能源標準(MEPS) 、能源效率
標示。

2.規範廠商不得進口或銷售不符合
MEPS的產品。

3.規範廠商不得陳列或銷售未依規
定標示能效之產品。

4.政府必須公告受規範之產品種類
及MEPS、能效標示規定及其檢查
方法。白熾燈泡耗用能源效率標
準(中華民國98年3月2日 經能字
第09804600870號訂定)

第十四條：

廠商製造或進口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使用能源設備或器具供
國內使用者，其能源設備或器具之能源效率，應符合中央主
管機關容許耗用能源之規定，並應標示能源耗用量及其效
率。

不符合前項容許耗用能源規定之使用能源設備或器具，不准
進口或在國內銷售。

未依第一項規定標示之使用能源設備或器具，不得在國內陳
列或銷售。

第一項使用能源設備或器具之種類、容許耗用能源基準與其
檢查方式、能源耗用量及其效率之標示事項、方法、檢查方
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條文 規範內容

第八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既有能源用戶所使用之照明、動力、
電熱、空調、冷凍冷藏或其他使用能源之設備，其能源之使
用及效率，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所定節約能源之規定。

前項能源用戶之指定、使用能源設備之種類、節約能源及能
源使用效率之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規範指定能源用戶其能源之使用及
效率，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所定節
約能源之規定

「能源管理法」修正條文，98年7月8日發布，7月10日法規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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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之法源依據_續

違反節約
能源規定
罰則

第二十三條：
能源用戶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八條所定關於能源使用及效率之規定者，主管機關應限期命其改善或更新設備；
屆期不改善或更新設備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再限期辦理；屆期仍不改善者，按次加倍處
罰。

條文 說明

第十九之一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派員或委託專業機構或技師，對於本法公告或指定之能源用戶、使用能源設備、器具或車輛之製
造、進口廠商或販賣業者，實施檢查或命其提供有關資料，能源用戶、製造、進口廠商及販賣業者不得規避、妨
礙或拒絕。
實施前項檢查之人員，應主動出示有關執行職務之證明文件或顯示足資辨別之標誌。
第一項專業機構或技師，其認可之申請、發給、撤銷、廢止、收費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管理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後市場檢
查之法源
依據

第二十一條：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應通知限期改善；屆期不改善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再限期
改善；屆期仍不改善者，按次加倍處罰：
一、未依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申報經營資料或申報不實。
二、未依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自置或委託合格能源管理人員執行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業務。
三、未依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申報使用能源資料或申報不實。
四、未依第十四條第一項或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標示能源耗用量及其效率或標示不實。
五、違反第十四條第三項或第十五條第三項規定，陳列或銷售未依法標示之使用能源設備、器具或車輛。

強制性標
示罰則

第二十四條：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應通知限期辦理；屆期不改善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再限
期辦理；屆期仍不改善者，按次加倍處罰：
一、未依第九條規定建立能源查核制度或未訂定或未執行節約能源目標及計畫。
二、未依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裝置汽電共生設備。
三、違反第十四條第二項或第十五條第二項不准進口或在國內銷售之規定。
四、違反第十六條第三項規定，超過能源使用數量或未符合能源種類及效率。
五、違反第十九條之一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中央主管機關所為之檢查或要求提供資料之命令。

MEPS罰則
及後市場
檢查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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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能源管理法能源管理法--禁用白熾燈泡種類禁用白熾燈泡種類

真柔燈泡(25W以上) 清光燈泡(25W以上) 蠟燭燈泡E27燈頭
(25W以上)

真亮燈泡(25W以上) 真柔燈泡(25W以上) 蠟燭燈泡E14燈頭

(25W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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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措施

11 推動「585白熾燈汰換計畫」推動「585白熾燈汰換計畫」

22 禁用管制禁用管制

自97年起以5年期程，依各類白熾燈使用者之特性推動，透過強制汰換、輔導
措施、通路促銷、宣導推廣、法規修訂等方式達成全面汰換目的，預估可省電
8億度，相當減少二氧化碳排放50萬噸。

98年公務部門依據「政府機關及學校全面節能減碳指施」禁止使用白熾燈。

依能管法第八條，99年1月19日公告「指定能源用戶應遵行之節約能源規
定」，七大指定場所分二階段禁用額定消耗功率在25瓦特以上之白熾燈泡。

99年8月23日公告「禁用白熾燈泡現場稽查程序作業要點」，使各稽查人員於
禁用白熾燈泡現場執行稽查工作時，有統一之作業標準。

禁用額定消耗功率25瓦特以上之白熾
燈，含調光燈具所使用之白熾燈。

第二階段：
100年1月1日

禁用額定消耗功率25瓦特以上之白熾
燈，但不含調光燈具所使用之白熾
燈。

第一階段：
99年7月1日

觀光旅館、百貨公司、
零售式量販店、連鎖超
級市場、連鎖便利商
店、連鎖化粧品零售
店、連鎖電器零售店

禁用產品範圍實施日期禁用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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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措施_續
33 耗用能源基準(MEPS)管制耗用能源基準(MEPS)管制

白熾燈泡耗用能源效率標準
中華民國98年3月2日

經能字第09804600870號訂定
第一條 本標準依能源管理法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標準適用於額定消耗電功率在二十五瓦特以上之白熾燈泡。
第三條 本標準用詞定義如下：

一、白熾燈泡：指依國家標準ＣＮＳ ２９８電燈泡(普通照明用)或ＣＮＳ １１
００６家庭用小型電燈泡所涵蓋之產品。

二、發光效率（lm/W）：指白熾燈燈泡之初期光束與消耗電功率之比。 前項白熾
燈燈泡初期光束及消耗電功率比值之測試方法，依其燈泡種類分別適用國家
標準ＣＮＳ ３８９１電燈泡（普通照明用）檢驗法或ＣＮＳ １１００６家
庭用小型電燈泡規定之產品測試方法。

第四條 白熾燈泡依額定消耗功率範圍，其實測之發光效率不得小於下表基準值，並應在產
品標示值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第五條 本標準自中華民國一百零一年一月一日起施行。

白熾燈泡耗用能源效率標準
中華民國98年3月2日

經能字第09804600870號訂定
第一條 本標準依能源管理法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標準適用於額定消耗電功率在二十五瓦特以上之白熾燈泡。
第三條 本標準用詞定義如下：

一、白熾燈泡：指依國家標準ＣＮＳ ２９８電燈泡(普通照明用)或ＣＮＳ １１
００６家庭用小型電燈泡所涵蓋之產品。

二、發光效率（lm/W）：指白熾燈燈泡之初期光束與消耗電功率之比。 前項白熾
燈燈泡初期光束及消耗電功率比值之測試方法，依其燈泡種類分別適用國家
標準ＣＮＳ ３８９１電燈泡（普通照明用）檢驗法或ＣＮＳ １１００６家
庭用小型電燈泡規定之產品測試方法。

第四條 白熾燈泡依額定消耗功率範圍，其實測之發光效率不得小於下表基準值，並應在產
品標示值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第五條 本標準自中華民國一百零一年一月一日起施行。

二十二‧０一００以上

二十‧０六十以上，低於一００

十八‧０四十以上，低於六十

十五‧０二十五以上，低於四十

發光效率基準值（１m/W）額定消耗電功率（W）

表1 白熾燈泡耗用能源效率標準表

訂定歷程訂定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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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許耗用能源基準(MEPS)管制
作業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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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用能源基準(MEPS)前市場管理作業流程

全國認證基金會
(TAF)認可之CNS 
3891或CNS 11006

檢測機構

製造商
國內產製
進口商
國外進口

能源局
(後市場管理-能效抽測)

產品

測試報告

於容許耗用能源基
準管理系統登錄產

品相關資料

備妥相關文件向能
源局提出申請

能源局審核

能源局發予
認可函

廠商取得能源局
認可函

憑認可函申請報
關

海關放行

國內陳列及販售

‧工研院綠能所照明實驗室
‧台灣大電力照明實驗室

進
口
業
者

國
產
業
者

發函
駁回

不符合
MEPS

符合M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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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用能源基準(MEPS)管理系統
https://meps.energylabel.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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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用能源基準(MEPS)管理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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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

合格

不合格

否

MEPS檢查MEPS檢查

規避、妨礙
或拒絕檢查
致無法達成
檢查目的。

屆期未完成
改善者依能
管法第二十第二十
四條四條處理

追蹤檢查 現場執行抽樣抽樣並記錄、拍照

受檢廠商配
合抽樣

初測結果

運送至實驗室測試

結案
管理系統公布

2倍樣品複
測結果

限期改善

是

耗用能源基準(MEPS)後市場管理作業流程

否 是

依能管法第第
二十四條二十四條處
理

限期
改善

不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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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熾燈泡容許耗用能源基準
檢查方式(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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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

能管法第十四條條文

廠商製造或進口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使用能源
設備或器具供國內使用者，其能源設備或器具
之能源效率，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容許耗用能
源之規定，並應標示能源耗用量及其效率。

不符合前項容許耗用能源規定之使用能源設備
或器具，不准進口或在國內銷售。

未依第一項規定標示之使用能源設備或器具，
不得在國內陳列或銷售。

第一項使用能源設備或器具之種類、容許耗用
能源基準與其檢查方式、能源耗用量及其效率
之標示事項、方法、檢查方式，由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之。

「能源管理法」修正條文：98年7月8日發布，7月10日法規生效

白熾燈泡耗用能源效率標準
(中華民國98年3月2日 經能
字第09804600870號訂定)

白熾燈泡容許耗用能源基準
檢查方式(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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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熾燈泡容許耗用能源基準檢查方式(草案)

公告條文 訂定說明

一、本公告所稱之白熾燈泡為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ＣＮＳ ２９８電燈泡(普通照明用)或ＣＮＳ １
１００６家庭用小型電燈泡之規範範圍，且額定
消耗電功率在二十五瓦特以上者。

明訂產品適用範圍：
-CNS 298電燈泡(普通照明用)
適用範圍：無色透明、內面
磨砂或內面白色、青色塗膜
之普通照明用電燈泡。
-CNS 11006家庭用小型電燈
泡適用範圍：一般家庭用小
型電燈泡。

二、本公告所規範之白熾燈泡，型式認定原則如下：
(一)若額定消耗電功率不同視為不同型式。
(二)額定消耗電功率相同，但玻殼直徑或燈泡長

度或充填氣體種類或外觀(透明、磨砂或塗膜)
或燈絲材質或形狀不同，視為不同型式。

(三)額定消耗電功率、玻殼直徑、燈泡長度、充
填氣體種類、外觀 (透明、磨砂或塗膜)、燈
絲材質、燈絲形狀相同，僅燈帽型式不同
者，可視為同型式。

明訂產品型式認定原則。

適
用
範
圍

依據：能源管理法第十四條第四項
公告事項：

產
品
型
式
認
定
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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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產品範圍

否無其他照相用閃光器具9006.69.00.00-4

否CNS 4613照相用閃光燈泡、立體式閃光燈泡及類似品9006.62.00.00-1

否無照相用放電式燈泡（電子式）閃光器9006.61.00.00-2

否無集魚用燈泡8539.39.10.00-7

否非普通照明用(註1)其他燈絲電燈泡8539.29.90.00-2

否CNS3329、CNS2059其他裝飾用彩燈泡8539.29.20.00-7

是(限功率25W以上者)CNS298、CNS 11006其他普通照明用燈絲電燈泡8539.29.10.00-9

否非普通照明用(註1)其他燈絲電燈泡，功率未超過220瓦及電壓超過100伏特者8539.22.90.00-9

否CNS3329、CNS2059裝飾用彩燈泡，功率未超過220瓦及電壓超過100伏特者8539.22.20.00-4

是(限功率25W以上者)CNS298、CNS 11006普通照明用燈絲電燈泡，功率未超過220瓦及電壓超過100伏特者8539.22.10.00-6

否(因尚無符合經濟
效益的替代品)

CNS 5515鹵素鎢絲燈泡8539.21.00.00-9

否無密封式光束燈泡組8539.10.00.00-2

是否為白熾燈泡MEPS
管制對象

適用之CNS標準商品名稱
中華民國輸出入貨品
分類號列(CCC CODE)

註1:非普通照明用之其他燈絲電燈泡包括：紅外線燈泡(CNS3737)、捕蟲燈泡、標準光度電燈泡(CNS5200)、反射

型燈泡(CNS3261)、航空障礙燈用、防爆燈泡(CNS3377)、防振燈泡、驅蚊燈泡、水中用燈泡、植物栽培用燈

泡等均屬特殊用途燈泡，非用於一般照明，因此排除。

註2:MEPS管制排除原則：1.無符合經濟效益的替代品者；2.另有國家標準規範者；3.特殊用途用燈泡，非用於一

般照明之產品。
新增輸入規定代號新增輸入規定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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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管制產品項目

CNS 3377/一般用防爆構造白熾燈具/本標準適用於CNS3376﹝一般用電機具防
爆構造通則﹞所規定之氣體及蒸氣等危險場所單獨使用或裝在機器裝置之一
部，所使用之白熾燈燈具﹝固定燈及移動燈﹞之防爆構造，但不包括礦坑用及
船用燈具。

防爆燈泡

CNS 3261/反射燈泡/本標準適用於內面有反射面之反射型投光白熱鎢絲燈泡。反射型燈泡

CNS 5200/標準光度電燈泡/本標準適用於分佈平均溫度2856OK以下之一般用注
氣標準光度電燈泡。

標準光度電燈泡

CNS 3737/紅外線燈泡/本標準適用於工業用紅外線加熱用之白熱鎢絲燈泡。紅外線燈泡

CNS 4613/照相用閃光燈泡/本標準適用於以金屬為發光材料封入玻璃泡內之照
相用閃光燈泡。

照相用閃光燈泡、立體
式閃光燈泡及類似品

CNS 3329/裝飾用燈串及燈組/本標準適用於額定電壓250V以下，使用各種螺
紋燈帽或無燈帽推入式小電燈泡配以插接器等組成之各類裝飾用燈串或燈
組。
CNS 2059/裝飾用小燈泡/本標準適用於裝飾用小燈泡。

裝飾用彩燈泡

CNS 5515/鹵素電燈泡/本標準適用於充填碘、溴等鹵素元素或其合化物之鹵素
燈泡。

適用之CNS標準/名稱/適用範圍

鹵素鎢絲燈泡

商品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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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熾燈泡容許耗用能源基準檢查方式(草案)

明訂申請「容許耗

用能源基準管理系

統」登錄帳號及密

碼所需檢附之文

件。

四、廠商製造或進口白熾燈泡者，應檢具下列文件向中央主管機

關申請「容許耗用能源基準管理系統」(以下簡稱管理系統)

之登錄帳號及密碼，供登入管理系統使用：

(一)管理系統登錄帳號及密碼申請表。

(二)公司或商業登記主管機關發給公司登記證明文件之影本、

商業登記證明文件之影本或上述主管機關資訊網站系統列印

之登記資料。

公告條文 訂定說明

三、白熾燈泡初期光束(lm)及消耗電功率(W)之測試方法，依其燈

泡種類分別適用國家標準CNS3891電燈泡(普通照明用)檢驗法

或CNS11006家庭用小型電燈泡規定之產品測試方法，並據此

計算發光效率(lm/W)。分別測試3個樣品之初期光束(lm)、消

耗電功率(W)及發光效率(lm/W)，再將3個發光效率(lm/W)平

均，做為此型式之發光效率，實測發光效率取至小數後一

位，小數後第二位四捨五入。

說明白熾燈泡所依

據之測試方法，及

其發光效率測試結

果取值規定。

測
試
方
法
及
取
值
規
定

登
錄
平
台
帳
密
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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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熾燈泡容許耗用能源基準檢查方式(草案)

明訂廠商製造或進口產
品時，需重新登錄及申
請認之情事，以利廠商
遵循。

六、廠商製造或進口白熾燈泡如有下列情事，應重新進行登錄及申請
認可作業：

(一)產品基本設計變更，而影響其能源效率者。
(二)產品基本設計未變更，但型號變更者。
(三)產品容許耗用能源基準重新修訂公告時。

明訂廠商提報年銷量時
間，以利廠商遵循。

七、廠商應於每年二月底前，於管理系統中填報前一年度之白熾燈泡
銷售數量。

明訂登錄「容許耗用能
源基準管理系統」所需
檢附文件及檢附方式。
並載明經中央主管機關
認可後，廠商始可依認
可證明申請進口及於國
內販售。
全國認證基金會認可之
CNS 3891或CNS 11006
檢測機構包括：台灣大
電力及工研院綠能所

五、廠商於取得管理系統之登錄帳號及密碼後，應檢具下列文件向中
央主管機關申請符合容許耗用能源基準之認可核准：

(一)白熾燈泡容許耗用能源基準認可申請表(應由廠商登入管理系統
填寫申請資料後，下載使用之。)；申請登錄作業委託他人代理辦
理者，其受託之代理人應檢附委託廠商出具之委託證明文件正
本。

(二)該產品經全國認證基金會認可之ＣＮＳ ３８９１或ＣＮＳ １１
００６檢測機構，進行產品初期光束及消耗電功率比值測試，完
成測試後所出具之性能試驗報告（應以加蓋公司印鑑之影本或電
子檔光碟片郵寄中央主管機關），且該報告不得為產品廠商或轉
投資所屬實驗室所出具。
前項申請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即發予認可證明，供廠商向海
關申請進口通關及國內販售使用。

公告條文 訂定說明

登
錄
與
申
請
核
可
作
業

重
新
登
錄
及
申
請

核
可

提
報
年

銷
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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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熾燈泡容許耗用能源基準檢查方式(草案)

依節能推廣計畫研
究報告顯示，2010
年全國白熾燈為
1,531萬顆。參考
分級標示後市場規
劃抽測比例為百分
之一。

九、前點第一項抽測數量，依製造或進口廠商前一年度銷售之白
熾燈泡總數量，原則上每達十五萬只抽測一款型號一只，數
量未達十五萬只者亦抽測一款型號一只。但抽測比例中央主
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調整之。

明訂產品能源效率
抽測之相關規範，
以及抽測結果不合
格時進行複測之處
理原則。

八、中央主管機關於實施容許耗用能源基準檢查時，得每年辦理
抽測；抽測樣品由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並由廠商於期限內送
至經全國認證基金會認可之ＣＮＳ ３８９１或ＣＮＳ １１
００６檢測機構進行測試。前項測試之樣品，其實測之發光
效率不得小於白熾燈泡耗用能源效率標準，並應在產品標示
值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未符合者由中央主管機關通知廠商辦
理複測；複測數量應為該樣品相同型號抽測數量之二倍，複
測相關費用由廠商負擔。
廠商未辦理複測或複測結果樣品未全數符合其發光效率之規
定者，中央主管機關應依能源管理法第二十四條規定，通知
廠商限期改善，並依其相關規定辦理。

公告條文 訂定說明

後
市
場
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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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後
市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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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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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