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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FAC文件第 1/16號  

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  

第三十一次會議  

議程第 2項：有關檢討《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

及《能源審核守則》的最新情況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介《建築物能源效益條例》（簡稱「《條

例》」）（第 610章）下的《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及《能源審核

守則》的檢討情況。  

背景 

2.  政府曾於 2012年 7月就《條例》的全面實行向方便營商諮詢委

員會作出簡介。概括而言，《條例》已於 2012年 9月全面實施。《條

例》規定，新建建築物和現有建築物如進行《條例》訂明的主要

裝修工程，須符合《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就四類主要屋宇裝備

裝置（即空調、照明、電力及升降機和自動梯裝置）指明的能源

效益標準和規定。《條例》亦規定，訂明建築物須按照《能源審

核守則》，每十年就有關建築物的中央屋宇裝備裝置進行一次能

源審核。  

3.  《條例》第 40條規定，機電工程署署長（簡稱「署長」）須

頒布《守則》，指明建築物能源效益標準及進行能源審核的規定。

初訂版的《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及《能源審核守則》（即《建

築物能源效益守則》 2012年版及《能源審核守則》 2012年版）於

2012年 2月刊憲頒布。《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及《能源審核守則》

由技術工作小組構思、制訂和通過，該工作小組是由相關專業機

構、行業商會、顧問／承辦商組織、學術機構及政府部門等具代

表性的組織組成。《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及《能源審核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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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考慮當時的國際標準和本地建築和建造業的實際需要後制訂

的。  

4.  《條例》於立法會通過時，政府承諾每三年檢討《建築物能

源效益守則》及《能源審核守則》一次，以符合公眾的期望和配

合國際趨勢及 新的科技發展。有關標準預期會逐步調整和改善，

使香港建築物的能效表現持續提升。  

《條例》的主要規定  

5.  《條例》規定，發展商須為新建的訂明建築物委聘註冊能源

效益評核人（簡稱「評核人」），以核證「首階段聲明」（即設

計階段的聲明），並向署長呈交該項聲明，表明建築物內的所有

屋宇裝備裝置均已按照《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的指明標準及規

定設計，並會按照該等標準及規定裝設及完成。發展商亦須委聘

評核人核證「次階段聲明」（即佔用准許階段的聲明），並向署

長呈交該項聲明，表明發展商在該建築物內提供的所有屋宇裝備

裝置，均已按照《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的規定設計、裝設及完

成。如署長信納該項「次階段聲明」，便會向發展商發出遵行規

定登記證明書，有效期為十年。  

6.  至於在訂明建築物（不論是新建或現有建築物）的個別單位

或公用地方內進行有關任何屋宇裝備裝置的指明主要裝修工程時，

負責人（即擁有人、租客或佔用人）須委聘評核人填妥遵行規定

表格，以核證有關的屋宇裝備裝置已符合《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

的規定。  

7.  商業建築物及綜合用途建築物的作商業用途部分的擁有人，

須委聘評核人每十年就建築物的中央屋宇裝備裝置進行一次能源

審核，評估裝置的能效表現及找出能源管理機會。評核人須按照

《能源審核守則》的規定進行能源審核，並須向署長呈交指明的

能源審核表格及能源審核報告。該建築物的擁有人須在有關建築

物的主要入口的顯眼位置，展示該份有效的能源審核表格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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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能源審核的時間表在《條例》附表 5指明，該時間表列出訂明

建築物的擁有人須進行能源審核的日期如下：  

佔用准許的發出日期  須進行首次能源審核的限期  

1988 年 1 月 1 日或之後  

（即第一批）  

自本條例第 4 部生效日期起計的

12 個月內  

（即 2013 年 9 月 21 日前）  

1977 年 12 月 31 日之後  

但於 1988 年 1 月 1 日之前

（即第二批）  

自本條例第 4 部生效日期起計的

24 個月內  

（即 2014 年 9 月 21 日前）  

1969 年 12 月 31 日之後  

但於 1978 年 1 月 1 日之前

（即第三批）  

自本條例第 4 部生效日期起計的

36 個月內  

（即 2015 年 9 月 21 日前）  

1969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  

（即第四批）  

自本條例第 4 部生效日期起計的

48 個月內  

（即 2016 年 9 月 21 日前）  

《條例》全面實施後的最新情況 

《條例》的執行  

8.  截至 2016年 1月，機電工程署（簡稱「機電署」）已收到新建

建築物的約 900份「首階段聲明」和 110份「次階段聲明」；完成主

要裝修工程的建築物約 3 900份遵行規定表格；以及約 2 200份能源

審核表格。機電署估計約有 4 000幢建築物須於 2016年或之前呈交

能源審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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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就須於 2013年 9月 21日前進行能源審核的第一批建築物而言，

這些建築物已全數遵行能源審核規定。至於第二批建築物，則有

超過 950幢建築物已遵行能源審核規定。機電署正對未能進行《條

例》所規定的能源審核的約 95幢建築物的擁有人採取執法行動。

第三批約 600幢建築物的擁有人須遵行規定的限期（ 2015年 9月 21

日）已到，機電署會監察他們遵行規定的情況，並會在有需要時

對違規個案採取執法行動。機電署已推行外展計劃，以提醒第四

批建築物的擁有人在指明日期前進行能源審核。  

10.  至於就未能遵行《條例》的個案採取執法行動方面，機電署

會向違反《條例》規定的相關擁有人發出「敦促改善通知書」。如

建築物擁有人未能在「敦促改善通知書」指明的期限內採取糾正

行動，機電署便會展開檢控行動。迄今，機電署已對未能按照法

定規定進行能源審核的建築物擁有人提出五宗檢控。這些個案的

擁有人全部被定罪及判處罰款，並已在傳票發出後完成能源審

核。  

宣傳  

11.  機電署已透過不同宣傳途徑，包括單張、小冊子、互聯網平

台、研討會、簡報會及於電視和電台播放的政府宣傳短片和聲帶，

向公眾人士及私營和公營機構的相關持份者宣傳《條例》、《建築

物能源效益守則》及《能源審核守則》的規定。  

12.  自 2011年起，機電署為宣傳《條例》的法定規定，已舉辦和

參與超過 150場簡報會，共有 15 000多人出席。  

首次全面檢討《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及《能源審核守則》 

13.  在《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及《能源審核守則》第一版於 2012

年發出後，機電署會按 新的科技發展，每三年檢討該兩份《守

則》。對該兩份《守則》進行的首次全面檢討於 2014年第三季展開，

旨在收緊《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訂定的能源效益標準及檢討《能

源審核守則》訂定的能源審核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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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有關檢討由技術工作小組進行，其成員來自相關專業機構（包

括綠色組織）、行業商會、顧問／承辦商組織、學術機構及政府部

門。技術工作小組的成員名單載於附件 1。技術工作小組之下設有

六個專家小組，協助就如何提升《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及《能

源審核守則》訂定的能源效益標準和規定，提供專家意見。  

15.  在進行檢討時，專家小組參考了從《條例》所規定提交的文

件收集得到的數據、相關業界和營辦商提出的意見和建議，以及

國際認可團體（例如美國供暖、製冷及空調工程師學會及歐美和

亞太地區的其他具規模的機關）採納的標準。與《建築物能源效

益守則》 2012年版相比，有關的四類訂明屋宇裝備裝置的能源效

益標準預期可令建築物多節能約 10%。《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的

主要修訂摘要載於附件 2。   

16.  經修訂的《能源審核守則》與《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更趨

一致，例如採用相同術語（例如照明功率密度的定義），更清晰地

闡明《條例》中的能源審核規定。經修訂的《能源審核守則》亦

已釐清某幾類空調機的涵蓋範圍、豁免準則的適用範圍及實地計

量數據的應用等，從而使各能源審核報告的資料更一致和更準確。

建築物擁有人也須在能源審核報告內提供更精確的能效表現數據

（例如提供冷水機組的整體效能系數，當中包括冷卻塔和冷卻水

泵的電功率），以確保收集所得的數據準確無誤及利便機電署分析

建築物的能效表現。  

經修訂的《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及《能源審核守則》的實施 

17.  經修訂的《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及《能源審核守則》（即《建

築物能源效益守則》 2015年版及《能源審核守則》 2015年版）於

2015年 9月獲技術工作小組批核，而當局其後已於 2015年 12月 11日

刊憲頒布並發出新聞公報。考慮到過往做法和相關行業的運作需

要，當局已為新建建築物和現有建築物的擁有人分別提供六個月

和九個月的寬限期，以便為實施《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 2015年

版作準備。就新建建築物和現有建築物而言，《建築物能源效益守

則》 2015年版將分別於 2016年 6月和 2016年 9月生效。至於《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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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守則》 2015年版，當局已為現有建築物的擁有人提供六個月

寬限期，以便就經收緊的資料收集規定作出調整。《能源審核守則》

2015年版將於 2016年 6月生效。  

18.  機電署已把經修訂的有關《守則》上載至《條例》的專設網

頁。有關《守則》亦已發給相關行業和專業團體，以供參閱並為

實施早作準備。機電署又為各持份組織（包括評核人）安排簡報

會，助其熟知有關《守則》的新增和修訂規定。  

未來路向 

19.  請各委員備悉本文件內容，並提供意見。  

 

環境局  

機電工程署  

201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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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 

強制性推行《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 

技術工作小組成員名單 

 

主席  

機電工程署  

專業團體  

美國供暖、製冷及空調工程師學會香港分會  

亞洲智能建築學會  

香港照明學會  

香港能源學會 (分會 ) 

建築環保評估協會  

香港能源工程師學會  

英國機械工程師學會 (香港分會 ) 

英國特許屋宇設備工程師學會香港分會  

環保建築專業議會  

香港工程師學會屋宇裝備分部  

香港工程師學會電機分部  

香港工程師學會燃氣及能源分部  

香港工程師學會機械、輪機、造船及化工分部  

工程及科技學會香港分會  

國際電梯工程師協會（香港分會）  

澳洲工程師學會 (香港分會 ) 

行業商會、顧問或承建商組織等  

屋宇設備運行及維修行政人員學會  

商界環保協會  

大學物業及設施管理  

香港電器工程商會  

香港酒店業協會  –  酒店工程師委員會  

香港顧問工程師協會  

香港機電工程商聯會  

香港空調及冷凍商會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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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  

香港設施管理學會  

電梯業協會  

香港地產建設商會  

註冊電梯營造商聯會有限公司  

政府部門  

建築署  

房屋署  

學術機構  

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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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主要改善之處 

 

《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訂定四類主要屋宇裝備裝置的能源效益

標準及要求，包括空調、照明、電力及升降機及自動梯裝置。《守

則》 2015 年版與其 2012 年版比較下的主要改善之處如下：  

 

1 .  照明裝置  

主要改善之處  《守則》2012 年版
《守則》 2015 年版  

（與 2012 年版比較）  

估計所節省的能源  -  4% - 4.5% 

a.  收緊豁免遵行照明

功率密度 1 

不超過 100 瓦  不超過 70 瓦  

b .  為新加入規範的照

明空間而增設的照

明功率密度  

無指明  六類新加入規範的照

明空間 2 

c .  為現行受規範的照

明空間而收緊的照

明功率密度  

10 – 14 瓦 /平方  

（五類現行受規範

的照明空間 3）  

8  – 13 瓦 /平方米  

（五類現行受規範的

照明空間）  

d .  照明控制點  只限於任何分類為

辦公室的空間  

適用於所有空間  

e .  自動照明控制  無指明  於某些指定空間內自

動調暗或關閉照明  

f .  日光感應控制  無指明  為配有外牆窗戶或頂

置天窗的空間自動調

暗或關閉照明  

                                                 
1 照明功率密度指固定照明裝置在一個照明空間的每單位樓面面積的耗電功率。  

2 新增的六類空間包括：電腦房／數據中心、法庭、客運大樓、避火層、學校禮堂及伺服
器室／集線器房。  

3 高許可照明功率密度有所收緊的五類照明空間包括：課室／訓練室、貨物起卸區、辦

公室、機房／機器房／電掣房及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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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空調裝置  

 

主要改善之處  《守則》2012 年版
《守則》 2015 年版  

（與 2012 年版比較）  

估計所節省的能源  -  4% – 6% 

a.  冷水機 低許可效

能系數 4 

2.6至 2.9 (氣冷式） 2.8 至 3.2（氣冷式）

4.1至 5.7 (水冷式） 4.2 至 5.8（水冷式）

b.  可變速驅動器冷水

機的 低許可效能

系數  

無指明  3 .6 至 4.0（75%負載）

（氣冷式）  

無指明  6 .1 至 7.2（75%負載）

（水冷式）  

c .  可變速驅動器  水

泵於非滿載時功率  

流量為 50% 時，

耗用少於或等於滿

載功率 55% 

流量為 50% 時，耗

用少於或等於滿載功

率 30% 

d.  水喉管大小的釐定  

（直徑超過 50 毫米

者）  

每秒 3.0 米  於非可變流量的部分

每秒 2.5 米  

e .  需求控制通風  無指明  停車場通風；  

空調空間的鮮風流量

值為每秒 1400 公升

或以上  

f .  機械通風系統風機

功率  

無指明  每秒每公升相等於或

小於 1.1 瓦  

 

  

                                                 
4 效能系數是一套量度效益的指標，它量度除熱率與能源輸入率的比率。數值愈高，
則該系統的效益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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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電力裝置  

主要改善之處  《守則》2012 年版
《守則》 2015 年版  

（與 2012 年版比較）  

估計所節省的能源  -  詳見相關裝置的數據

a.  額定輸出等於或大

於 7.5 千瓦（ 2-極或

4-極）的電動機的

低許可電動機效率 5

標準  

IE2 電動機  

（ 88.1%至 95.1%）

IE3 電動機  

（ 90.1%至 96.0%）  

b .  計量與監察設施  超過 200 安培的饋

電路須配備計量儀

器  

每個中央屋宇裝備裝

置須配備計量儀器  

 

4 .  升降機及自動梯裝置  

主要改善之處  《守則》2012 年版
《守則》 2015 年版  

（與 2012 年版比較）  

估計所節省的能源  -  1 .5% 

a.  升降機及自動梯裝

置 高許可電功率 6  

額定負載（ 9 個範

圍）於額定速度（ 13

個範圍）下的升降

機或自動梯所許可

的 高電功率限制

（千瓦）  

收緊 2 至 5 %  

b.  升降機內的 高許

可裝飾負載   

以指定的負載極限

（公斤）或升降機

額定負載的指定百

分比（公斤），取當

中較小者為上限  

收緊 10%  

                                                 
5 電動機效率指動能輸出率與電能輸入率的比例。數值愈高，則該裝置愈具效益。  

6 一個升降機或自動梯系統，其電動機驅動器的電功率（千瓦）於額定速度的額定
負載須等於或小於《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表 8.4.1 所指明的 高許可值（千瓦）。

數值愈低，則該裝置愈具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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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改善之處  《守則》2012 年版
《守則》 2015 年版  

（與 2012 年版比較）  

c.  反饋制動  無指明  升降機額定速度及額

定負載為：  

每秒 3 米或以上及  

1000 公斤或以上  

d .  通風扇功率限制  無指明  每秒每公升不超過

0.7 瓦  

e .  升降機閒置 15 分鐘

後的照明控制  

無指明  自動調暗或關閉照明  

f .  自動梯自動減速  無指明  設置可供啟動自動減

速模式的裝置  

g .  計量與監察設施  只配備可供量用途

的設置亦可  

必須配備計量儀器  

 
5 .  成效為本方法  

據《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各組件及系統的 低能源效益標準於

本質上為指定性。為鼓勵大眾使用具能源效益的設計及遵行良好

習慣，使各組件及系統的運作高於 低能源效益標準的要求，以

及使用實地再生能源及回收能源裝置，《守則》亦列明成效為本的

方法，作為改善建築物能源表現的另一方法。成效為本方法考慮

到建築物內各耗能組件之間的關係，以及容許各組件之間存在權

衡判斷，為創新設計預留空間。  

《守則》 2015 年版有關成效為本方法的主要變更如下：  

主要改善之處  《守則》2012 年版 《守則》 2015 年版  

a.  可享有權衡判斷的

項目 7 

只有照明功率密

度、冷水機效能系

數及系統風機功率  

擴展至所有四項中央

屋宇裝備裝置，即照

明、空調、電力及升

降機及自動梯裝置  

                                                 
7 建築物內能源效益表現較佳的部件（例如：更佳的總熱傳送值、實地回收／再生能源措
施及替代設計裝置等），以及《守則》所列明的能源效益表現較欠佳的項目（如《守則》

2015 年版四個中央屋宇裝備裝置的能源效益標準）之間可享有權衡判斷。權衡判斷要求
整體上，良好表現須超越較欠佳項目的能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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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改善之處  《守則》2012 年版 《守則》 2015 年版  

b.  較法定要求的總熱

傳送值水平為佳所

得的節能上限  

上限為 5%  限制被移除  

c .  實地回收或再生能

源要求的上限  
上限為 5%  限制被移除  

d .  權衡判斷項目的

低表現  
無指明  不應低於指明標準的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