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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參與水廁用水效益標籤計劃草擬綱領
1

概要

1.1 沐浴花灑、水龍頭、洗衣機、小便器用具及節流器用水效益標籤計劃(下稱
「標籤計劃」)已分別於 2009 年 9 月 10 日、2010 年 9 月 2 日、2011 年 3 月
31 日、2012 年 3 月 29 日及 2014 年 8 月 7 日正式推行。為繼續支持可持續
發展和維持標籤計劃提升市民節約用水意識的動力，水務署擬將延伸標籤
計劃的涵蓋範圍至水廁。
現時，澳洲、日本、新西蘭、新加坡、台灣、英國和美國已推行自願性或
強制性的標籤計劃，以節約水資源。有關這些國家推行標籤計劃的概要，
請參閱附件。

2

「水廁」標籤計劃

2.1 本計劃將以自願參與的形式推行，供從事水廁業務的製造商、進口商和其
他相關的經營者參與。視乎市場調查的結果，計劃將以級別式或確認式運
作。此計劃暫訂適用於套裝式水廁 (一體式水廁)，水廁廁盆，水廁水箱及
水廁廁盆組合 (分體式水廁)。如水廁符合計劃所訂的法例及性能表現要
求，可申請在本計劃下進行註冊。沖洗閥 (即不含沖廁水箱的沖洗設備)將
不被列入本計劃。

3

推行時間

3.1 本計劃的註冊將於 2017 年年底展開，其註冊有效期維持至 2019 年年底，屆
時或需重新註冊。水務署可能在 2019 年年中檢討本計劃，以便考慮是否需
在 2019 年年底前作出修訂。該檢討工作可讓水務署檢視有關市場的發展、
水廁的技術進展，相關測試標準的發展／修訂情況以及計劃的運作細節。
3.2 計劃如經修訂，在 2019 年後提交的新申請須符合修訂計劃內有關註冊的要
求。現有註冊亦將相應作出檢討。有關參與者須於過渡期内向水務署提交
相關文件以重新申請註冊。如經檢討後，水務署認為本計劃無需修訂，現
有註冊的有效期會自動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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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測試標準
法例要求

4.1 水廁沖水閥須根據相關《水務設施規例》的規定進行測試並符合水務監督所
訂的標準。在完成測試並證明符合標準後，有關沖水閥須獲水務監督批
准，方可參與本標籤計劃。

計劃要求
4.2 建議按英國標準編號 BS EN 997:2012+A1:2015 測試下列參數:
適用於所有類型的水廁：
(a) 沖水量 - 全沖水量
(b) 沖水量 - 半沖水量 (只適用於雙沖式水廁)
對於套裝式水廁、 水廁廁盆 (需連同水廁水箱進行測試)及水箱廁盆組合：
(c) 最大沖水量固體排放測試；
(d) 半沖水量紙排放測試(只適用於雙沖式水廁)；
(e) 污水殘留測試；以及
(f) 廁盆沖洗測試

5

標籤展示方式

5.1 如採用級別式標籤制度，水務署會根據水廁沖水量測試結果，給予不同級
別；同時水廁亦須符合下文第 6 部分所述的法例和性能表現要求。在級別式
標籤制度下，建議級別展示方式應與標籤計劃下其他耗水器具所採用的方
式相若。
5.2 如採用確認式標籤制度，符合指定耗水量要求和下文第 6 部分所述的法例和
性能表現要求的水廁，會獲准貼上「確認式用水效益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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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法例及性能表現要求
法例要求

6.1 水廁沖水閥須根據相關《水務設施規例》的規定進行測試並符合水務監督所
訂的標準。在完成測試並證明符合標準後，有關沖水閥須獲水務監督批
准，方可參與本標籤計劃。
性能表現要求
6.2 除沖水量測試外，水廁亦須符合最大沖水量固體排放測試、半沖水量紙排
放測試(只適用於雙沖式水廁) 、污水殘留測試以及廁盆沖洗測試的要求。

7

測試實驗室的要求

7.1 有關測試需由獨立的測試實驗室或認可的測試實驗室進行。水務署會接受
符合 7.2、7.3 或 7.4 段所訂其中一項準則的測試實驗室所簽發的測試結果及
證書。
7.2 有關實驗室須獲香港認可處認可，可在香港實驗所認可計劃下進行水廁用
水效益標籤計劃所訂的測試或已獲香港認可處的審定結果簽定互認安排，
而所簽發的測試報告或證書載有審定標記。
7.3 獲得香港實驗所認可計劃認可資格（或獲與香港認可處簽訂互認協議的計劃
審定）可進行耗水器具測試的實驗室（但不包括水廁用水效益標籤計劃所訂
的測試），同時亦可證明其有能力根據所須技術標準進行水廁的測試。
7.4 自設的實驗室須符合下列規定：
(a) 由製造商、進口商或其他相關的經營者聲明其內部實驗室依循 ISO/IEC
17025 的規定運作；以及
(b) 有關製造商或進口商或其他相關的經營者現正按照認可的國際品質系
統營運（例如 ISO 9001）；以及
(c) 有關製造商，進口商或其他相關的經營者的內部實驗室可成功進行耗
水器具的測試，而這些測試已經國際認可的認證組織評估和核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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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參與計劃的程序

8.1 邀請
水務署鼓勵並歡迎所有從事水廁業務的製造商，進口商或其他相關經營者
參與本計劃。對於已知的製造商和進口商，水務署會向他們發出邀請信。
不過，無論獲邀與否，任何製造商和進口商均可提交註冊申請。
8.2 申請程序
申請人可藉郵遞、傳真或電子郵件方式提交申請信，提出正式申請。為確
保有效推行計劃，申請人必須作出承諾，會全面履行本計劃所列的職務、
責任及義務。計劃文件內將夾附一份申請信表格，供申請人使用。該表格
將詳載上述職務、責任及義務，以及須與申請書一併提交的資料。為方便
提出申請，水務署網站會備有申請表格，以供下載。
8.3

接納或拒絕申請
收到申請後，水務署會根據所提交的數據核實有關申請的水廁是否符合性
能表現要求。如採用級別式效益標籤制度，水務署會根據沖水量及性能測
試結果為有關水廁作出評級。如採用確認式標籤制度，水務署會核實有關
水廁是否符合用水效益的要求。’
申請如獲接納，水務署會在收到所有所需資料後的 17 個工作天內，以書面
通知參加者有關結果。參加者並獲准在「已註冊」的水廁貼上用水效益標
籤。該註冊水廁的製造商及進口商都應確保用水效益標籤是根據計劃所訂
的要求正確地印製和貼／印在有關水廁或其包裝上。如同其他耗水器具標
籤計劃的做法，當完全版標籤太大而不能貼在水廁時，參加者將獲提供簡
化版的標籤設計，將其貼在水廁上。但在水廁貼上簡化版標籤只屬選擇性
質。
倘申請被拒絕，水務署會在收到所有所需資料後的 17 個工作天內，發出有
關通知信。

9

合規監察和檢查

9.1 檢查方法
為維持計劃的可信性和消費者的信心，水務署將監察和檢查參與標籤計劃
的水廁是否符合有關規定。另外，為了避免非參與者利用計劃，使用未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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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標籤，水務署亦會對未在計劃下註冊的水廁進行適當檢查。有關檢查
可以隨機抽樣方式進行。
此外，水務署亦會委託認可的實驗室，對已註冊的水廁進行隨機抽樣測
試，以確保參加者所提交有關 4.1 及 4.2 段的技術和性能表現的數據正確無
誤。
9.2

補救措施
如發現水廁有不符合規定的情況，水務署會要求參加者立即採取補救措
施，並就所採取的措施作出報告。
倘標上用水效益標籤的註冊水廁不符合 4.1 及 4.2 段所述的標準，水務署會
要求參加者自費在雙方同意的實驗室再次進行測試。
倘不符合規定的情況獲得證實，而申請人沒有採取補救措施，水務署或會
下令撤銷有關水廁的註冊資格。水廁的註冊一經取消，便不得再貼／印上
標籤。參與者須在獲發通知後的 3 個月內把已取消註冊的水廁及／或其包
裝上的標籤除去。在水務署不授權有關參加者使用該標籤後，如有關參加
者沒有移除被撤銷註冊水廁的標籤，則可能違反相關條例。

9.3

檢查人員
檢查人員會獲授權監察和檢查標籤是否符合規定。檢查工作進行期間，檢
查人員會攜帶適當的身分證明文件，以便在需要時出示。不過，檢查人員
不會預先通知參加者所擬進行的檢查工作。參加者有責任讓檢查人員進入
其處所進行檢查。檢查一般會在零售店舖及陳列室進行，如有需要，亦會
在貨倉進行。

10

法律條文

10.1 這是一項自願參與的計劃。不過，參加者如濫用計劃，在標籤上提供虛假
資料，則可能觸犯《商品說明條例》的規定。
10.2 任何人不得利用本計劃，在未經水務署授權的情況下在其水廁上使用「用水
效益標籤」。根據《版權條例》，此舉或會構成侵犯版權的行為。
10.3 在籌劃「沐浴花灑用水效益標籤計劃」時，水務署已就上述法律條文諮詢了
律政司的意見，並確定引用上述法律條文的做法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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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投訴及上訴

11.1 投訴處理程序
水務署會負責處理參與者及其他人士就此計劃之相關事宜所作出的投訴。
水務署會確保投訴得到妥善記錄及處理，絕無不必要的延誤。水務署會就
投訴進行調查，並在合理時間內給予回覆。如需要進行實地檢查和實驗所
測試，水務署會給予投訴人初步答覆。水務署會把調查結果或就投訴所作
的決定通知投訴人。
11.2 上訴程序
參與者可對水務署所作出的決定或行動以書面向水務署署長上訴，並述明
上訴理由。
除非水務署署長認為會違反公眾利益，否則水務署署長可決定由接獲上訴
當日起暫緩執行水務署的決定或行動，直至上訴獲處理、被撤回或被放棄
為止。
水務署署長可向上訴人發出通知書，要求上訴人與水務署署長本人或其代
表會面，並提供文件及與上訴有關的證據。署長會把其決定及其理由通知
上訴人。有關決定將會是最終決定。

12 計劃的持續推展
12.1 為了確保計劃能持續有效地及有效率地運作，水務署會進行以下工作：
(a) 不斷更新在計劃內註冊水廁的登記冊：
(i)

註冊水廁的詳細資料，例如在本計劃下的註冊號碼、註冊日期、每
次循環沖水量數據、性能表現數據、牌子、型號及其他相關資料；
以及

(ii)

註冊水廁的製造商、進口商或其他相關經營者的詳細資料，例如地
址、電話號碼、電郵地址等。

(b) 定期檢討測試方法、申請註冊和合規監察程序等。
(c) 不斷檢討計劃的成效及評估所需的修訂。

2017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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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海外水廁用水效益標籤計劃
國家
澳洲

自願性計劃 強制性計劃
-

推行中

標籤類別
星號 「

」 級別式

用水效益級別
一顆星
全沖式水量 ≤ 9.5 公升，半沖式水量
公升，平均水量 ≤ 5.5 公升
兩顆星
全沖式水量 ≤ 9.5 公升，半沖式水量
公升，平均水量 ≤ 4.5 公升
三顆星
全沖式水量 ≤ 6.5 公升，半沖式水量
公升，平均水量 ≤ 4.0 公升
四顆星
全沖式水量 ≤ 4.7 公升，半沖式水量
公升，平均水量 ≤ 3.5 公升
五顆星
全沖水量 ≤ 4.7 公升
平均水量 ≤ 3.0 公升
六顆星
全沖水量 ≤ 4.7 公升
平均水量 ≤ 2.5 公升

測試標準及其他要求
AS 1172.1 標準：
≤ 4.5 a) 全沖 - 紙排放測試
b) 半沖 - 紙排放測試
c) 固體排放測試
≤ 4.5 d) 滲漏及容量測試
e) 濺濕測試
f) 潤濕測試
≤ 3.5 g) 半沖稀釋能力測試
AS 1172.2 標準：
≤ 3.2 h) 變形和滲漏測試
i) 排水閥耐力測試
j) 進水閥耐力測試
k) 排量測試
l) 沖水管限流器設定
ATS 5200.021 標準：
m) 沖水性能
n) 防漏能力
ATS 5200.020 標準：
o) 沖水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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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國家

自願性計劃 強制性計劃

標籤類別

用水效益級別

測試標準及其他要求
p) 防漏能力

日本

推行中(Eco
Mark)

-

確認式

沖廁水水量 ≤ 6.5 公升

ATS 5200.030 標準:
q) 水力強度測試
r) 耐力測試
Eco Mark Product Category No. 116
標準
(水箱下置型)
沖水及排放性能(JIS A5207)
運送性能
Eco Mark Product Category No. 116
(沖水閥型)
水嘴性能(JIS B2061)
沖水及排放性能 (JIS A5207)
運送性能
Eco Mark Product Category No. 116
(沖水閥內置式)
沖水及排放性能 (JIS A5207)
運送性能

新西蘭

推行中

-

星號 「

」 級別式

一顆星
AS 1172.1 標準:
全沖式水量 ≤ 9.5 公升，半沖式水量 ≤ 4.5 a) 全沖 - 紙排放測試
公升，平均水量 ≤ 5.5 公升
b) 半沖 - 紙排放測試
兩顆星
c) 固體排放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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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國家

自願性計劃 強制性計劃

標籤類別

用水效益級別

測試標準及其他要求

全沖式水量 ≤ 9.5 公升，半沖式水量 ≤ 4.5 d) 滲漏及容量測試
公升，平均水量 ≤ 4.5 公升
e) 濺濕測試
三顆星
f) 潤濕測試
全沖式水量 ≤ 6.5 公升，半沖式水量 ≤ 3.5 g) 半沖稀釋能力測試
公升，平均水量 ≤ 4.0 公升
AS 1172.2 標準:
四顆星
全沖式水量 ≤ 4.7 公升，半沖式水量 ≤ 3.2 h) 變形和滲漏測試
i) 排水閥耐力測試
公升，平均水量 ≤ 3.5 公升
j) 進水閥耐力測試
五顆星
k) 排量測試
全沖式水量 ≤ 4.7 公升
l) 沖水管限流器設定
平均水量 ≤ 3.0 公升
六顆星
ATS 5200.021 標準:
全沖式水量 ≤ 4.7 公升
m) 沖水性能
平均水量 ≤ 2.5 公升
n) 防漏能力
ATS 5200.020 標準:
o) 沖水性能
p) 防漏能力
ATS 5200.030 標準:
q) 水力強度測試
r) 耐力測試
新加玻

-

推行中

剔號 「√」 級別式

雙沖式低容量沖洗水箱

SS 574 標準： 第一部分 ：2012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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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國家

自願性計劃 強制性計劃

標籤類別

用水效益級別

測試標準及其他要求

良好(一個剔)
4.0 公升 ≤ 全沖式水量 ≤ 4.5 公升
2.5 公升 ≤ 半沖式水量 ≤ 3.0 公升
優良(二個剔)
3.5 公升 ≤ 全沖式水量 ≤ 4.0 公升
2.5 公升 ≤ 半沖式水量 ≤ 3.0 公升
優異(三個剔)
全沖式水量 ≤ 3.5 公升(++)
半沖式水量 ≤ 2.5 公升

第二部分 (雙沖式水廁水箱)
a) 材料與設計／尺寸
b) 標記
c) 前推力測試(隱藏式水箱除外)
d) 耐色牢度測試衝擊測試(塑膠水
箱，隱藏式水箱除外）
e) 變形測試
f) 衝擊測試（塑膠水箱，隱藏式水
箱除外）
g) 滲漏測試
++ PUB 規定對沖洗容量低於 3.5 升（全沖 h) 扭力測試
式）的雙沖式低容量沖洗水箱進行額外測 i) 每次沖水排放量(全沖水及半沖
試。
水)
j) 水線
k) 進水閥
l) 水壓測試
m) 耐力測試 (全沖水及半沖水)
n) 沖水測試
o) 操作機制的荷載測試(全沖水及
半沖水)
p) 沖水按鈕設計
q) 水廁排水管道運送測試（對於全
沖每次沖水量小於3.5升的水
箱）
BS1212 標準： 第 4 部分第 3 節及第
第 10 頁，共 12 頁

擬稿
自願參與水廁用水效益標籤計劃草擬綱領

附件
國家

自願性計劃 強制性計劃

標籤類別

用水效益級別

測試標準及其他要求
4 節 (第 18、19 及 20.1 條除外)

台灣

推行中

-

確認式(省水標
章)(兩等級)

金級
單沖式： 沖廁水水量< 4.8 公升或
雙沖式： 全沖式水量< 4.8 公升
半沖式水量< 3 公升
普級
單沖式： 沖廁水水量< 6 公升或
雙沖式： 全沖式水量< 6 公升
半沖式水量< 3 公升

英國

由浴室製造
商協會(the
Bathroom
Manufacturer
s Association)
推行的歐洲
用水標籤

-

CNS 3221 and JIS A5207 標準
a) 洗淨試驗
b) 排水性試驗
c) 漏水試驗
工業技術研究院測試方法
d) 尿液殘留試驗
ASME A112.19.6 標準
e) 搬送距離試驗

確認式(具有顯示沖 測量的沖水量不得超過任何引用的標稱沖 水廁設備
水量的標誌)
水量
BS EN 997:2003 標準第 2 類
獨立沖水水箱
BS EN 14055標準第2類

第 11 頁，共 12 頁

擬稿
自願參與水廁用水效益標籤計劃草擬綱領

附件
國家
美國

自願性計劃 強制性計劃
由美國環保
局推行用水
智慧夥伴計
劃
(WaterSense
Partnership
programme)
推行中

-

標籤類別

用水效益級別

確認式

有效沖廁水水量≤ 1.28 加侖 (4.8 公升)

測試標準及其他要求
ASME A112.18.1/CSA B125.1標準
有效沖水量
以及 ASME A112.19.2/ CSA B45.1
和 ASME A112.19.14 (只限於雙沖
式廁所)
性能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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