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水標章及省水器材換裝效益

機關學校節約用水專責人員精進班

報告人：黃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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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省水標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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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署推動節約用水政策

經濟部水利署為推動節約用水
政策，於民國八十七年一月訂
頒省水標章作業要點，並公告
省水標章產品規格，希望藉由
省水標章制度之建立，鼓勵廠
商研發製造省水器材，經由驗
證省水器材的效能與品質，提
升消費者選用省水器材之意願
，在政府、廠商、消費者三方
共同努力下，讓寶貴的水資源
不虞匱乏。

省水標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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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箭頭圈向上，代表將中心的水滴接起，
強高回歸再利用，提高用水效率。

2.右邊3條水帶，代表「愛水、親水、
節水」，藉以鼓助民眾愛護水資源，
親近河川、湖泊、水庫，共同推動
節約用水。

3.藍色代表水質純淨清澈，得之不易務
當珍惜。

4.整體而言，水資源不虞匱乏，大家皆
歡喜，故水滴笑臉人。

省水標章制度 省水標章圖樣涵意



二、省水標章11項產品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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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水標章產品項目與時俱進

87.01 88.01 90.08 106.06

6

洗衣機 洗衣機 洗衣機 洗衣機 洗衣機

一段式省水馬桶 一段式省水馬桶 一段式省水馬桶 一段式省水馬桶 一段式省水馬桶

兩段式省水馬桶 兩段式省水馬桶 兩段式省水馬桶 兩段式省水馬桶 兩段式省水馬桶

兩段式沖水器 兩段式沖水器 兩段式沖水器 兩段式沖水器 兩段式沖水器

蓮蓬頭 蓮蓬頭 蓮蓬頭 蓮蓬頭 蓮蓬頭

水龍頭 水龍頭 一般水龍頭 一般水龍頭 一般水龍頭

─ 感應式水龍頭 感應式水龍頭 感應式水龍頭 感應式水龍頭

─ ─ 自閉式水龍頭 自閉式水龍頭 自閉式水龍頭

─ 省水器材配件 省水器材配件 省水器材配件 省水器材配件

─ ─
嵌入式小便斗自動

沖水器
小便斗沖水器 沖水小便器

─ ─ ─ 免沖水小便器 免沖水小便器

97.12

111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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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了就會省，輕輕鬆鬆節約用水

87.01.13 105.05.04 106.06.07 106.09.21 107.04.01

總統頒布修正

自來水法
95-1條-應具
省水標章

98-1條-4至
20罰鍰

公告應具
省水標章
產品
洗衣機
馬桶

公告
省水標章
管理辦法

公告
省水標章
作業要點

開始實施
洗衣機、
馬桶
應具省水
標章

109.06.02

開始實施
沖水小便
器
應具省水
標章

公告應具
省水標章
產品
沖水小
便器

自願性標章 兼具強制性與自願性標章

省水標章
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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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式
省水馬桶

兩段式
省水馬桶

感應式
水龍頭

免沖水
小便器

一般
水龍頭

自閉式
水龍頭

洗衣機
沖水
小便器

蓮蓬頭

省水標章管理系統
https://www.waterlabel.org.tw/

洗衣機(普級)： 308

洗衣機(金級)： 593

一段式省水馬桶(普級)： 244

一段式省水馬桶(金級)： 249

兩段式省水馬桶(普級)： 398

兩段式省水馬桶(金級)： 547

一般水龍頭： 1239

感應式水龍頭： 325

自閉式水龍頭： 27

蓮蓬頭： 392

沖水小便器(普級)： 76

沖水小便器(金級)： 137

免沖水小便器： 7

兩段式沖水器： 262

省水器材配件(小便斗沖水器)： 255

省水器材配件(其他)： 144

總件數： 5203

（最後更新日期：2021/08/13）

11類產品目前產品通過件數及總件數



 省水標章依用水效率分級，分為

金級省水標章及普級省水標章

設備 省水標章分級 用水量

一段式省水馬桶
金級 4.8公升/次以下

普級 6公升/次以下

兩段式省水馬桶
金級 大號4.8公升/次以下；小號3公升/次以下

普級 大號6公升/次以下；小號3公升/次以下

洗衣機

金級(直立式) 15公升/每公斤衣物以下

普級(直立式) 20公升/每公斤衣物以下

金級(滾筒式) 8公升/每公斤衣物以下

普級(滾筒式) 13公升/每公斤衣物以下

沖水小便器
金級 1.5公升/次以下

普級 3.0公升/次以下

省水標章分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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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洗衣機 
產品包含漩渦式、攪拌式與滾筒式。 
產品依照日本工業標準 JISC9606 標準之試驗條件與方法，在最大
負荷之洗濯容量、高水位、標準洗濯行程下，洗清比須達一點零零

以上，漩渦式與攪拌式產品，洗淨比須達零點八零以上，滾筒式產
品，洗淨比須達零點六零以上，脫水度達百分之四十五以上。 
依洗淨每公斤衣物所耗水量分為金級及普級。 

(一)系列產品樣態：產品僅顏色、上蓋或門蓋造型、上蓋或門蓋
開啟方式、外觀材質等不同，可共用檢測報告。 

(二)漩渦式與攪拌式產品洗淨每公斤衣物所耗水量，金級須在十

五點零公升以下，普級須在二十點零公升以下。 
(三)滾筒式產品洗淨每公斤衣物所耗水量，金級須在八點零公升

以下，普級須在十三點零公升以下。 

省水標章產品 十一項產品規格



12

省水標章產品 十一項產品規格

二、一段式省水馬桶 
產品包含馬桶本體、水箱、水箱配件或馬桶沖水閥。 
(一)系列產品樣態： 
  1.產品僅顏色、馬桶蓋造型或水箱蓋造型不同，可共用檢測報告。 
  2.產品僅有無奈米塗料差異，皆必須符合馬桶洗淨試驗，其他項目可共用檢測報

告。 
  3.產品如僅排污口與牆面距離不同，可共用排水性試驗、漏水試驗及漏氣試驗報

告。 
(二)一段式省水馬桶依沖水量試驗量測每次排污口所沖出之水量，分為金        

級及普級。 
  金級每次沖水量須在四點八公升以下。 
  普級每次沖水量須在六點零公升以下。 
(三)馬桶尿液殘留測試之稀釋倍數須在一百倍以上。 
(四)須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3221 洗淨性、排水性、漏氣性及漏水性之性能規

定。 
  須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3220-1 之連接密封性品質規定。 
  須符合馬桶搬送距離試驗，平均每顆浮球移動距離達十三點零公尺以上。 
(五)馬桶水箱排水閥應符合排水閥密封及耐久試驗，通過十萬次測試；馬桶沖水閥

依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8088 沖水閥之耐久性試驗方法操作二十萬次後，應通
過止水性能試驗。 

(六)馬桶水箱進水器須依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8088 浮球閥之耐久性能試驗方法操
作十萬次後，通過止水性能試驗；並應符合進水閥防虹吸試驗。 

(七)馬桶水箱配件若屬電子控制閥，須提出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12566 溫濕度
組合試驗及 EMC(電磁相容性)之品質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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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水標章產品 十一項產品規格

三、兩段式省水馬桶 
係指沖水量分為兩段或兩段以上，但不含無段，產品包含馬桶本體、水箱、水箱配件

或馬桶沖水閥。 
(一)系列產品樣態： 
  1.產品僅顏色、馬桶蓋造型或水箱蓋造型不同，可共用檢測報告。 
  2.產品僅有無奈米塗料差異，皆必須符合馬桶洗淨試驗，其他項目可共用檢測報告。 
  3.產品如僅排污口與牆面距離不同，可共用排水性試驗、漏水試驗及漏氣試驗報告。 
(二)兩段式省水馬桶依沖水量試驗量測每次排污口所沖出之水量，分為金及普級。 
    金級大號須在四點八公升以下，小號須在三點零公升以下。 
    普級大號須在六點零公升以下，小號須在三點零公升以下。 
(三)大號時尿液殘留測試之稀釋倍數須在一百倍以上，小號時尿液殘留測試之稀釋倍

數須在二十倍以上。 
(四)須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3221洗淨性、排水性、漏氣性及漏水性之性能相關

規定。 
  須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3220-1之連接密封性品質規定。 

    大號須符合馬桶搬送距離試驗，平均每顆浮球移動距離達十三點零公尺以上。 
(五)馬桶水箱排水閥應符合排水閥密封及耐久試驗，通過大號及小號各五萬次測試；

馬桶沖水閥依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8088之耐久性試驗方法 
   大號及小號各操作十萬次後，應通過止水性能試驗。 

(六)馬桶水箱進水器須依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8088 浮球閥之耐久性能試驗方法操
作十萬次後，通過止水性能試驗；並應符合進水閥防虹吸試驗。 

(七)馬桶水箱配件若屬電子控制閥，須提出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12566 溫濕度
組合試驗及 EMC(電磁相容性)之品質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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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水標章產品 十一項產品規格

四、一般水龍頭 
產品範圍包括立式、長頸式、冷熱混合式等水龍頭。 
(一)系列產品樣態： 
  1.產品如僅把手外型、底座高度等不同，可共用檢測報告。 

  2.產品如僅出水部造型不同，可共用耐久性能試驗報告。 
  3.產品如採用相同軸心，可共用耐久性能試驗報告，惟每項產品必須符合出水性能

試驗及止水性能試驗。 

(二)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8088 省水型水龍頭出水性能試驗，每分鐘流量最大不
得超過九點零公升，亦不得小於零點五公升。 

(三)依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8088 水龍頭之耐久性能試驗，產品為精密陶瓷軸心操作

五十萬次，其他非精密陶瓷軸心操作二十萬次後，須通過止水性能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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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水標章產品 十一項產品規格

五、感應式水龍頭 
(一)系列產品樣態： 
  1.產品如外觀造型相同僅底座高度不同，可共用檢測報告。 
  2.產品如採用相同控制元件及電路板設計布局，可共用耐久性能試驗報告，

惟每項產品必須符合出水性能試驗及止水性能試驗。 
(二)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8088省水型水龍頭出水性能試驗，每分鐘流量

最大不得超過九點零公升，亦不得小於零點五公升。 

(三)依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8088水龍頭之耐久性能試驗，操作五十萬次後，
須通過止水性能試驗。 

(四)須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12566及 EMC（電磁相容性）之品質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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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水標章產品 十一項產品規格

六、自閉式水龍頭 
(一)系列產品樣態： 
  1.產品如僅把手外型、底座高度等不同，可共用檢測報告。 
  2.產品如僅出水部造型不同，可共用耐久性能試驗報告。 

  3.產品如採用相同軸心，可共用耐久性能試驗報告，惟每項產品必須
符合出水性能試驗及止水性能試驗。 

(二)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8088省水型水龍頭出水性能試驗，每分

鐘流量最大不得超過九點零公升，亦不得小於零點五公升。 
(三)每次供水時間為四點零至六點零秒。 
(四)依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8088水龍頭之耐久性能試驗，操作二十萬

次後，須通過止水性能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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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水標章產品 十一項產品規格

七、蓮蓬頭 
(一)系列產品樣態：產品僅顏色不同，可共用檢測報告。 
(二)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15167流量試驗，每分鐘流量

最大不得超過十點零公升，亦不得小於五點零公升。 

(三)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15167之洩漏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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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水標章產品 十一項產品規格

八、沖水小便器 
產品包含沖水器及小便器。 
(一)系列產品樣態：產品採用相同沖水器，可共用耐久性能試驗報告。 
(二)依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8088沖水閥之出水性能試驗，分為金級及

普級。 
    金級每次沖水量須在一點五公升以下，普級須在三點零公升以下。 
(三)金級尿液殘留測試之稀釋倍數須在二十倍以上。 

(四)產品為陶瓷製或非陶瓷製須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3221洗淨試
驗。 

(五)依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8088沖水閥頭之耐久性能試驗，操作二十

萬次之後，須通過止水性能試驗。 
(六)產品如含電子控制式裝置，須符合 EMC(電磁相容性)及中華民國國

家標準 CNS12566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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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水標章產品 十一項產品規格

九、免沖水小便器 
產品包括小便器本體及其相關配件。 
(一)產品不需要沖水。 
(二)如為陶瓷材質產品，須符合美國機械工程師學會 ASME A112.19.19

之各項測試。 
(三)如為塑膠材質產品，須符合美國國家標準 ANSI Z124.9之各項測試。 
(四)產品如含電子控制式裝置，須符合 EMC（電磁相容性）及中華民國

國家標準 CNS12566之規定。 



20

省水標章產品 十一項產品規格

十、兩段式沖水器 
用於馬桶，具分段沖水功能，包括馬桶水箱排水閥及馬桶沖水閥。 
(一)依沖水量試驗小號使用水量須為大號使用水量之百分之五十以下或三

點零公升以下。 
(二)馬桶水箱排水閥應符合排水閥流量試驗，大號及小號沖水流量平均每

秒沖水量分別須在一點六公升以上。 
(三)馬桶水箱排水閥應符合排水閥密封及耐久試驗，通過大號及小號各五

萬次測試；馬桶沖水閥依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8088 之耐久性試驗方
法大號及小號各操作十萬次後，應通過止水性能試驗。 

(四)產品如含進水器，進水器須依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8088 浮球閥之耐
久性能試驗方法操作十萬次後，通過止水性能試驗；並應符合進水閥
防虹吸試驗。 

(五)若屬電子控制閥產品，須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12566及 EMC(電磁
相容性)之品質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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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水標章產品 十一項產品規格

十一、省水器材配件 
省水器材配件係指小便斗沖水器，及安裝於馬桶水箱、水龍頭、馬桶沖水閥或蓮蓬
頭等供水設備上，可使用水量減少之配件。 
(一)小便斗沖水器：分為手動式及自動式。 
1.依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8088 沖水閥之出水性能試驗，每次沖水量須在三點零
公升以下。 

2.依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8088 沖水閥之耐久性能試驗，操作二十萬次之後，須
通過止水性能試驗。 

(二)一段式馬桶水箱零件或馬桶沖水閥配件，安裝後依沖水量試驗或中華民國國家
標準 CNS8088之測試條件下，可節省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含）。 

(三)兩段式馬桶水箱零件或馬桶沖水閥配件，安裝後小號使用水量須為大號使用水
量之百分之五十以下或三點零公升以下。 

(四)水龍頭或蓮蓬頭配件，安裝後在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8088 或 CNS15167 之測
試條件下，每分鐘流量可節省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九十(含)。 

(五)省水配件如有開關或按鈕，依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8088之耐久性能試驗，操
作五萬次之後，須通過止水性能試驗。 

(六)馬桶水箱電子式沖水產品，依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8088沖水閥之耐久性試驗
方法操作五萬次後，應可正常操作且無損壞。 

(七)水龍頭電子式產品，依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8088水龍頭之耐久性能試驗，操
作五十萬次後，須通過止水性能試驗。 

(八)若屬電子控制閥產品，須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12566及 EMC(電磁相容性)
之品質規定。 



三、省水器材應用

22



23

省水器材的優勢

 省的恰到好處，使用起來輕鬆舒適。

 簡單、便利、節水直接有效。

 相較於傳統用水設備，不改變原來習慣，使

用起來方便且更加環保、衛生、有保障。

 省水效果可達3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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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型對比省水標章產品用水量差異

型式 

器材類別 

一般型(舊式) 

用水器材 
省水(型)器材 平均節水率 

水龍頭 15 ~ 20 公升/分鐘 9 公升/分鐘以下 50% 以上 

蓮蓬頭 15 ~ 20 公升/分鐘 10 公升/分鐘以下 50% 以上 

一段式馬桶 9 公升/次 以上 6 公升/次以下 30% 以上 

兩段式馬桶 － 
第一段 6 公升/次 以下 

第二段 3 公升/次 以下 
30% ~ 65% 

兩段式沖水器 － 
小號用水量約為大號 

的一半 
30% ~ 50% 

省水器材配件 － 

用於: 

馬桶水箱/水龍頭/沖水

凡而/蓮蓬頭上的配件 

20% ~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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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適宜的省水器材，輕鬆省水

 依環境條件如水質、水壓，使用場所／用途

安裝容易度、維修服務等因素選擇器材。

 須參酌產品之相容性、適用條件及限制。

 決定要整組換裝或加裝省水配件，價格考量。

 搭配適當宣導，教育使用者輕鬆使用。
 省水器材的最佳表現，為讓使用者覺得舒適、

不改變原來洗滌習慣，在不知不覺中已經節

省水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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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故障排除，再安裝省水器材配件

 針對安裝省水器材配件於既有供水設備之情況。

 若既有供水設備已故障(如:漏水、零件損壞)，

採用任何型式的省水器材均無法節水。

 應先修復/排除故障，再導入省水器材。



省水器材配件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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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省水器材配件(加裝於水龍頭，蓮蓬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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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牙紋水龍頭-加裝轉接頭可搭配省水器材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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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段式沖水器 (加裝於沖水閥式馬桶)



四、省水器材換裝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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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龍頭-整體換裝為省水器材之前後差異



水龍頭-加裝省水器材配件之前後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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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式低水箱坐式馬桶加裝二段式沖水器

改善前:

沖水量12公升/次

改善後:大號6公升/次

小號3公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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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水閥蹲式馬桶加裝二段式沖水器



廚房水龍頭起泡器

浴室面盆水龍頭起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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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浴龍頭-蓮蓬頭節水墊片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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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減量―節水器材之省水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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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減量―節水器材之省水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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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數 換裝前一年 換裝後一年 增減
換裝前

LPCD

換裝後

LPCD
增減比例

175人 11431噸 10290噸 -1141噸 179.0公升 161.1公升 -9.98%

 99年度兩個示範社區省水器材換裝，總用水量節省
9.98%與12.66%。

桃園市社區

人口數 換裝前一年 換裝後一年 增減
換裝前

LPCD

換裝後

LPCD
增減比例

141人 11492噸 10037噸 -1455噸 223.3公升 195.0公升 -12.66%

台南市社區

省水器材換裝實效

 101年度51戶家庭省水器材換裝，年用水量節省9.2%。

戶數 換裝去年同期 換裝後一期 增減
換裝前

LPCD

換裝後

LPCD
增減比例

51戶 2373噸 2154噸 -219噸 163公升 148公升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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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節約用水資訊網https://www.wcis.org.tw/

省水標章管理系統https://www.waterlabel.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