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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冷氣機，首要顧及家中擺放冷氣
機的位置，若然不容許你安放心儀的
款式，任你多喜歡也徒然。
隔塵網是否容易清洗，也很重要。在
大城市居住的人，冷氣機的隔塵網普
遍容易積塵，我經常把隔塵網拆出
來清洗，每次洗完後，啟動冷氣機，
感覺是「嘩！好涼呀！」

一部高效率的冷氣機，可

以趕走暑氣，帶來沁涼夏日。

我們測試了15款淨冷型

窗口式、俗稱「1匹半」的冷氣

機，測試項目包括製冷量、能

源效率、寧靜程度、送風量、

抽濕表現等。

冷氣機能源標籤的新評

級標準將於今年11月25日起

實施，評級準則較現行的高；

測試發現，13款在現行評級標

準下達到1級的冷氣機，在新

評級標準下，僅4款達到最高

的1級能源效益級別。

陳鍵鋒

只有4款冷氣機測試型號仍達1級水平
新能源效益標準11月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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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15款「一匹半」機
測試的15款樣本全屬非變頻式淨冷型（即不能製暖）

窗口機，聲稱製冷量由3.50至3.78千瓦（kW），俗稱「1匹

半」機，售價由$3,588至$6,130，當中部分型號的售價已包

括基本安裝。基本安裝費所包括的工程項目會因不同牌子

及零售商而有別，消費者購買前應先向零售商查詢詳情及

細節。全部樣本均屬各牌子的「1匹半」窗口機中較基本的

型號，沒有遙控功能及時間掣。

測試項目
測試委託本港獨立實驗所進行，參考國際標準ISO 

5151及IEC 60335-2-40，檢定樣本的功能及安全程度。

製冷量及能源效率試驗環境
由於廠商普遍採用國際標準ISO 5151規定的環境進

行試驗，是次測試亦採用了相同的國際標準試驗環境進行，

方便與廠商聲稱的數值比較。測試時把電壓控制在本港的

製冷量（千瓦）

耗電量（千瓦）

兩種方式表達冷氣機的能源效率

冷氣機是高耗電量的家庭電器，故選購時除留意製冷

量之外，亦應留意能源效率。能源效率低的冷氣機較耗電，會

加重電費開支，也不環保。國際標準主要採用兩種方式去表

達冷氣機的製冷能源效率，分別為能效比（Energy Efficiency 

Rat io，EER）及製冷季節性表現系數（Cool ing Seasona l 

Performance Factor，CSPF）。EER是冷氣機在單一特定環境

下（例如標準測試環境下）的製冷量與耗電量的比率，即在該

環境下每一千瓦耗電量可轉化出多少製冷量，計算方法如下：

 EER ＝ 

	

在同一環境下，冷氣機的EER數值愈高，表示在該環境

下其製冷能源效率愈高。根據測試結果計算，樣本在標準測試

環境下的EER數值介乎2.37至3.03之間，相差約21.8%，其中以

「美的Midea」（#1）的EER數值最高，表示在標準測試環境下

其能源效率屬樣本中最高。

CSPF 較能準確反映實際能源效率表現

製冷季節性表現系數（C S PF）又稱季節性能效比

（Seasonal Energy Efficiency Ratio，SEER），性質跟EER相

似，同樣反映冷氣機的能源效率；跟EER比較，CSPF屬較先

進的能源效率表達方式，計算方法亦較繁複。CSPF是計算冷

氣機全年從室內排走的總熱量與其在同期間的總耗電量的比

率，即：

 CSPF ＝	 	 	 				

  

冷氣機的CSPF數值愈高，表示其全年整體能源效率愈

高。CSPF比EER較能準確反映冷氣機在實際使用時的能源效

率表現，原因是計算CSPF時同時考慮了使用冷氣機的季節的

室外溫度變化對冷氣機效能的影響，及定頻式冷氣機的壓縮

機會因室溫夠低而自動暫停及重新啟動等因素。

近年不少分體式冷氣機採用變頻技術，CSPF比EER較能

準確反映變頻式分體機與定頻式分體機之間在能源效率上的

差異，因為CSPF將變頻式分體機的壓縮機以較低轉速運作時

的低耗電表現納入考慮。在機電工程署的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

計劃下，冷氣機能源標籤的新評級標準亦採用CSPF數值釐定有

關型號的能源效益級別。

全年從室內排走的總熱量（千瓦小時）

同期間的總耗電量（千瓦小時）

只有4款冷氣機測試型號仍達1級水平
220伏特，並根據標準把室內的溫度和相對濕度分別設定

在27℃和48%，室外則設定在35℃和41%。

製冷量
1款量得數值較其聲稱的低約 7.2%

製冷量是指冷氣機將室內熱量排到室外的速度，製

冷量數值愈高，表示製冷速度愈快，製冷能力愈高。測試

量得各樣本的製冷量由3.3至3.8千瓦，以聲稱製冷量最高

的「日立Hitachi」（#13）的量得數值最高。測試亦比較了樣

本量得的製冷量與其聲稱數值的吻合程度，結果樣本#1至

#13量得的製冷量都與其聲稱的數值很接近，其中「美的

Midea」（#1）、「約克York」（#4）、「格力Gree」（#6）、「樂

信牌Rasonic」（#9）、「Panasonic」（#10）及「日立Hitachi」

（#13）樣本量得的製冷量比其聲稱的數值稍高。「富士電

機Fuji Electric」（#14）及「珍寶General」（#15）樣本量得

的製冷量分別比其聲稱的數值低約5.7%及7.2%，然而此等

差別均在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及國際慣常做法容許的

10%公差範圍內。雖然如此，本會認為消費者可能期望廠

商確保產品的製冷量不會比其原來送檢的樣本低。

新能源效益標準11月實施

能源效率能源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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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現行標準下計算出的級別低，其中8款

樣本（#4、#6至#12）在新標準下屬2級，樣

本#13屬3級，樣本#14及#15則只達4級水

平。根據本會的測試結果計算，只有「美的

Midea」（#1）、「惠而浦Whirlpool」（#2）、

「威士汀White-Westinghouse」（#3）及「豐

澤牌Fortress」（#5）在新評級標準下仍達

到最高的1級能源效益級別的要求。

估算樣本每年所需電費
參考國際標準ISO 16358-1用以計算

冷氣機每年耗電量的方法，及能源效益標籤

計劃採用的室外溫度及時間分布等數據，根

據本會的測試結果，估算各樣本每年所需電

費。估算時假設每年使用冷氣機180天，每

天12小時，以每度電$1.2計算，估算出樣本

的每年電費由$1,243至$1,587不等。

上述的估算電費方法乃參考國際標

準的有關計算方法，而用以估算的房間製冷

需求會因應有關樣本的量得製冷量而定；

由於樣本間的量得製冷量各有不同，製冷

速度會有分別，上述估算的每年電費只供參

考，不宜用作比較樣本間的能源效率。

實際電費有機會超出

上述估算

上述電費是按本會

在標準環境下測試各樣本

取得的結果再推算出來。消

費者須留意，本港的夏天較

列數值的差異（8.5%），仍在標籤計劃及

國際慣常做法容許的公差範圍（10%）內。

儘管如此，相信消費者都期望廠商能確保

產品質素不會比其原來送檢的樣本低。

機電署提升能源效益級別標準

為進一步鼓勵供應商引進高能源效

益的產品，並幫助消費者挑選具能源效益

的電氣產品，機電署將冷氣機、雪櫃及洗

衣機的能源標籤評級標準平均提高約三

成。新的評級標準將於今年11月25日起全

面實施，屆時供應的該三類產品必須附有

符合新評級標準的能源標籤。機電署估

計，實施新評級標準後，全港每年約可節

省3億度電及減少約21萬公噸的二氧化碳

排放。新效益級別的能源標籤的顏色及設

計與現時的能源標籤相同，要識別新舊級

別能源標籤，可留意標籤上的參考編號，

新級別的會在參考編號前加入「U1」字頭

（見附圖）。機電署估計，現時在能源效

益標籤計劃的「表列型號紀錄冊」內獲1級

能源標籤的冷氣機型號，在新的評級標準

下，只有一部分仍屬1級。

新評級標準下   

僅 4 款仍達 1 級

根據本會的測試結果計

算樣本在新評級標準下的能源

效益級別，大部分（11款）樣本

計算出的能源效益級別都較

樣本間的能源效率相差約兩成

根據本會在標準測試環境下量得的製

冷量及耗電量，並按國際標準ISO 16358-1

的計算方法及能源效益標籤計劃採用的

室外溫度及時間分布等數據計算，各樣本

的CSPF數值介乎2.44至3.09之間，相差約

21.0%，其中以「美的Midea」（#1）的CSPF

數值最高，表示其全年整體能源效率屬樣

本中最高；「惠而浦Whirlpool」（#2）、「威

士汀White-Westinghouse」（#3）及「豐澤

牌Fortress」（#5）的全年整體能源效率亦

高，CSPF數值都為3.02。「富士電機Fuji 

Electric」（#14）及「珍寶General」（#15）樣

本的CSPF數值則較低。根據各樣本的CSPF

數值推算，假設各樣本全年從室內抽出的總

熱量相同，能源效率最高的樣本（#1）比最

低者（#15）全年共省電約21.0%。

從測試結果推算的能源效益
級別
現行評級標準下　13 款達1級水平

現時在本港供應的冷氣機必須附有

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規定的能源標

籤。根據該計劃，為確保產品所聲稱的能

源效益數據正確，進口商必須按法例規

定，安排認可實驗所為其產品進行能源效

益測試，並將測試報告提交機電工程署作

證明；標籤上的能源效益級別是按該測試

結果計算出來的，分為1至5級，1級能源效

率最高最省電。

樣本#1至#13的能源標籤上標示的

級別都是1級，樣本#14及#15標示的級別

則為2級。根據本會的測試結果計算，樣本

#1至#13均達到現行的能源標籤評級標準

下最高的1級能源效益級別的要求，樣本

#14及#15則分別達2級及3級。雖然樣本

#15計算出的級別較其能源標籤上標示的

級別低，不過並沒有違反強制性能源效益

標籤計劃的要求，原因是本會量得的用以

釐定其能源效益級別的系數，與進口商早

前呈交予機電署的認可實驗所測試報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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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專題 有一次，回家後熱得受不了，於是把家中
的冷氣機和風扇通通開動，發覺迅即
涼快起來，才曉得冷氣機的出風口只朝
向一個方向，開動風扇後，可以把冷氣
更快吹勻整個空間。
現在習慣睡覺前，將冷氣校細一點，也
開風扇，一來可以把冷氣吹勻房間，二來
冷氣校細後，也較為寧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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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環境潮濕，若房間面積大、窗口西斜、

門窗漏風、需開動抽氣扇、多部電器同時

開動或室內人數眾多，製冷需求會相應增

加。如每年的總開機時間較長，每年電費

亦相應較高，加上有家庭習慣把冷氣機調

校至較低溫度（低於標準所訂的27℃），實

際電費有機會超出上述估計。

此外，隨着機齡增加，或沒有定期

清洗保養，冷氣機的能源效率有機會受影

響。另一方面，由於壓縮機剛啟動時的電流

較一般運作時大，若冷氣機的製冷量太高，

令壓縮機經常自動暫停及重新啟動，耗電

量亦會較高，因此，消費者宜選擇製冷量切

合本身需要的型號，以免浪費電力。消費者

亦要留意，每度電的電費視乎在電費帳單

覆蓋期內的整體家居用電量，若整體家居

用電量較高，每度電的電費或會較高。

寧靜程度
6 款較寧靜

測試時，將樣本安裝在實驗室的牆

上，分別在室內及室外距離樣本1米處，量

度在最高及最低風速檔的噪音水平。由於

實驗室的環境與實際家居環境不同，量得

的分貝數值與實際使用冷氣機時的分貝數

值會有出入，因此本會沒有列出各樣本量

得的分貝數值，而是以評分表示各樣本的

相對寧靜程度。此外，雖然試驗時沒有採

用無回響的全吸音測試室，但實驗室的背

景噪音水平已盡量降低，而且所有樣本的噪

音水平都在同一實驗室量度，故所得的結果

可作簡單的比較。

綜合各樣本在最高及最低風速檔的

表現，在室內環境下，「約克York」（#4）、

「格力Gree」（#6）、「樂信牌Rasonic」

（#9）、「Panason i c」（#10）、「菱機

Ryobishi」（#12）及「日立Hitachi」（#13）樣

本較寧靜，獲4點評分；次為獲3.5點評分的

樣本#1、#2、#3、#5、#7及#8；餘下3款樣

本#11、#14及#15則獲3點評分，用戶如着

重環境寧靜，可能覺得噪音較明顯。

用戶亦不應忽視冷氣機發出的室外

噪音，尤其當冷氣機位接近鄰居，因為此類

噪音受《噪音管制條例》規管，若噪音擾及

他人，有可能被檢控，最高可被罰款$1萬。

測試結果顯示，「樂信牌Rasonic」（#9）及

「Panasonic」（#10）樣本量得的室外噪音水

平較其他樣本低，對附近環境的影響較小。

送風量
在「製冷」模式下，各樣本在最高風

速檔的送風量分別為每分鐘6.6至9.6立方

米，以「日立Hitachi」（#13）的送風量最高；

而在最低風速檔，各樣本的送風量為每分

746305. 2015 選擇

鐘4.9至6.9立方米。另外，

「日立Hitachi」（#13）的風速

調校範圍較闊，可把送風量調低

約29%；「飛歌Philco」（#8）的風速

調校範圍則較窄，只可把送風量調低約

19%。

抽濕表現參差
冷氣機的製冷量大部分用來降低溫

度，餘下則用於抽濕，抽濕量會隨空氣濕

度變化而增減。冷凝水滴進冷氣機底盤

後，會由去水喉排走，或利用散熱器的熱

力將水蒸發。在標準環境下，各樣本平均

以約71%的製冷量來降低溫度，其餘則用

來抽濕。由於本港夏季氣候較標準環境潮

濕，故用作抽濕的製冷量有機會較高。各

樣本在標準環境下的抽濕表現參差，其中

樣本#1、#3、#5及#11以較高百分比的製

冷量（約32%）來抽濕，抽濕較快；而樣本

#13、#14及#15則以較低百分比的製冷量

來抽濕，介乎約25%至26%，抽濕較慢。

機身出汗及冷凝水排放
「機身出汗」是指空氣中的水分像出

汗般凝結在冷氣機機殼或出風口等較低溫

的部分。全部樣本都符合標準要求，測試時

沒有「倒汗水」滴下或冷凝水濺出機身外。

雖然全部樣本都通過這項測試，但

由於香港天氣較為潮濕，冷氣機在濕度特

別高的日子或未能完全蒸發冷凝水，令冷

凝水在底盤積聚，甚至滿溢下滴。這現象

較多發生於製冷量較大、機齡較高或保養

欠佳的窗口式冷氣機。為防冷氣機滴水，可

預先在底盤加裝滿溢去水膠喉，將過多的

除了選用高能源效率的冷氣機外，以下方法亦有助節省電力：

● 避免將冷氣機安裝在陽光直接照射的地方。

● 切勿阻擋冷氣機的進氣口及出風口。

● 可拉上窗簾避免陽光直接照射室內，盡量關閉門窗以保持室內溫度。

● 盡量關上窗口式冷氣機的通風口（air vent），可減少冷空氣流失或室外熱氣進入室內。

● 夏天回家後會感覺悶熱，有些用戶會立即把冷氣機溫度調低，之後若然涼快了，記得把溫

度調高，建議夏季時將室溫保持在25.5℃。

● 電風扇的耗電量遠較冷氣機低，同時開動冷氣機與電風扇，可把冷氣吹近用戶，

因而可調高冷氣機的溫度設定，節省電力。

● 若冷氣機設有時間掣，可預設關機時間，避免使用時間過長或忘記關機。

● 離家外出前，謹記把冷氣機關掉。

● 天氣稍涼時，盡可能改用風扇。

● 夏季期間建議約每兩周清洗隔塵網、進氣口及出風口一次，以防止氣流

受阻，影響效能，並定期安排有經驗的技師檢查、保養及維修。

省電貼士省電貼士



表一：窗口式冷氣機測試結果（樣本聲稱的製冷量為3.50至3.78千瓦，俗稱「1匹半」）

編 
號

牌子 型號
售價 
[1]

基本 
安裝費 

 [1]

製冷量

能源效率 
（能效比/製冷

季節性表現系數） 
[5]

          能源效益級別 [6]

估計 
每年電費 

[10]

寧靜程度 [11] 送風量 [12]

抽濕表現 
[14]

機身出汗 
及冷凝
水排放 

[15]

使用方便 
程度

總評 
[16]

聲稱 
（千瓦） 

 [2]

量得 
（千瓦）

相差 
[3]

吻合程度 
[4]

能源
標籤 
標示

   根據本會的測試
   結果計算 [7]

室內 室外 最高 最低
可調校 
範圍 
[13]

按現行的 
能源標籤 
評級標準  

[8]

按新的 
能源標籤 
評級標準  

[9]

1 美的 Midea MWH-12CM3N1 $4,180 ^ ^ 3.52 3.57 +1.4% ●●●●● 3.03/3.09 ●●●●● 1級 1級 1級 $1,243 ●●●0 ●● ~ ~ ~ 25% ■■■■■ ●●●0 ★★★★1
2 惠而浦 Whirlpool WC112 $4,798 ^ ^ 3.50 3.49 -0.4% ●●●●● 2.96/3.02 ●●●●● 1級 1級 1級 $1,266 ●●●0 ●●0 ~ ~ ~ ~ ~ 21% ■■■□ ●●●0 ★★★★1

3 威士汀  
White-Westinghouse

WWN12CMA-D2 $4,599 ^ ^ 3.52 3.45 -1.8% ●●●●0 2.95/3.02 ●●●●● 1級 1級 1級 $1,272 ●●●0 ●● ~ ~ ~ 25% ■■■■■ ●●●0 ★★★★

4 約克 York YC-12G1 $4,660 $480 3.50 3.56 +1.7% ●●●●● 2.89/2.94 ●●●●0 1級 1級 2級 $1,298 ●●●● ●●0 ~ ~ ~ ~ ~ ~ 25% ■■■■ ●●●0 ★★★★
5 豐澤牌 Fortress FWAC13M13 $3,588 ^ ^ 3.52 3.51 -0.2% ●●●●● 2.96/3.02 ●●●●● 1級 1級 1級 $1,272 ●●●0 ●● ~ ~ ~ ~ 23% ■■■■■ ●●●0 ★★★★
6 格力 Gree G1412M $4,398 ^ ^ 3.50 3.53 +0.8% ●●●●● 2.85/2.90 ●●●●0 1級 1級 2級 $1,318 ●●●● ●●0 ~ ~ ~ ~ ~ 24% ■■■■□ ●●●0 ★★★★
7 聲寶牌 Sharp AF-A12PA $5,180 $380 3.50 3.43 -2.0% ●●●●0 2.89/2.96 ●●●●0 1級 1級 2級 $1,293 ●●●0 ●● ~ ~ ~ ~ ~ ~ 21% ■■■□ ●●●0 ★★★★
8 飛歌 Philco PWN12CMB-D $4,698 ^ ^ 3.50 3.48 -0.5% ●●●●● 2.89/2.95 ●●●●0 1級 1級 2級 $1,295 ●●●0 ●●0 ~ ~ ~ ~ ~ ~ 19% ■■■□ ●●●0 ★★★★
9 樂信牌 Rasonic RC-V1212V $5,180 $500 3.55 3.60 +1.3% ●●●●● 2.78/2.83 ●●●● 1級 1級 2級 $1,372 ●●●● ●●● ~ ~ ~ ~ ~ ~ 27% ■■■■□ ●●●0 ★★★★

10 Panasonic CW-V1212VA $6,130 $500 3.55 3.56 +0.2% ●●●●● 2.76/2.81 ●●●● 1級 1級 2級 $1,378 ●●●● ●●● ~ ~ ~ ~ ~ ~ 27% ■■■■ ●●●0 ★★★★
11 開利 Carrier CHK12LDA $4,580 ^ ^ 3.52 3.47 -1.5% ●●●●0 2.88/2.95 ●●●●0 1級 1級 2級 $1,303 ●●● ●● ~ ~ ~ ~ 23% ■■■■■ ●●●0 ★★★★
12 菱機 Ryobishi RB-12GP $4,530 (視店舖而定) 3.50 3.48 -0.6% ●●●●● 2.80/2.86 ●●●● 1級 1級 2級 $1,337 ●●●● ●●0 ~ ~ ~ ~ ~ 24% ■■■■□ ●●●0 ★★★★
13 日立 Hitachi RA-13LF $5,750 $380▼/$460▽ 3.78 3.80 +0.5% ●●●●● 2.73/2.79 ●●●● 1級 1級 3級 $1,482 ●●●● ●●0 ~ ~ ~ ~ ~ ~ ~ ~ 29% ■■■ ●●●● ★★★★
14 富士電機 Fuji Electric RMA12FPTN $5,190 $550 3.55 3.35 -5.7% ●●●0 2.45/2.51 ●●● 2級 2級 4級 $1,541 ●●● ●● ~ ~ ~ ~ ~ ~ 22% ■■■ ●●●● ★★★
15 珍寶 General AMWA12FBT $5,890 $550 3.55 3.30 -7.2% ●●● 2.37/2.44 ●●0 2級 3級※ 4級 $1,587 ●●● ●● ~ ~ ~ ~ ~ ~ ~ 21% ■■■ ●●●● ★★★

註 ●或★愈多，表示該項表現愈佳，最多五粒。	

[1]	 資料由代理商提供或本會在今年4月在市面調查所得，不同零售商的價

格或有差別，並因季節及地區而異。

	 ^ 表示列出的售價已包括基本安裝。
	 基本安裝所包括的工程項目會因不同牌子及零售商而有別，消費者購買

前應先向零售商查詢詳情及細節。

	 ▼	如安裝位置有冷氣機台。

	 ▽	如安裝位置沒有冷氣機台或冷氣機台太細。

[2] 表列數值源自樣本名牌（nameplate）、說明書、宣傳單張或強制性能源

效益標籤計劃的「表列型號紀錄冊」上的資料。

[3] 量得的製冷量與聲稱數值的差別。正數表示量得的製冷量比聲稱的數值

高，負數則相反。

	 表列的製冷量經四捨五入，計算相差的百分比時則採用實際數值，而非

直接以表列的數值計算。

[4] ●愈多，表示量得的製冷量與聲稱的數值愈接近。

[5]	能效比（EER）及製冷季節性表現系數（CSPF）都分別反映樣本的能源效率，數

值愈大，表示能源效率愈高、愈省電，其中CSPF比EER較準確反映樣本在實際

使用時的能源效率，原因是計算CSPF時同時考慮了使用冷氣機的季節的室外

溫度變化，及定頻式冷氣機的壓縮機會因室溫夠低而自動暫停及其後重新啟動

（cyclic	operation）等因素。表列的CSPF數值根據本會在標準測試環境下量得

的製冷量及耗電量，並按國際標準ISO	16358-1及能源效益標籤計劃新採用的計

算方法計算。樣本的能源效率根據其CSPF數值評分。

[6]	能源效益級別分為1至5級，1級能源效率最高、最省電。

[7] 根據本會在標準測試環境下量得的製冷量及耗電量計算。

[8]	※	樣本計算出的級別較其能源標籤上標示的級別低，但用以釐定其能源效益級

別的系數，與進口商早前呈交予機電署的認可實驗所測試結果所列的數值的差

異（8.5%），在能源效益標籤計劃及國際慣常做法容許的公差範圍（10%）內。

[9]	 	新的能源標籤評級標準將由今年11月25日起實施。

[10]  根據本會在標準測試環境下量得的製冷量及耗電量，參考國際標準 ISO	16358-1

用以計算冷氣機每年耗電量的方法，估算每年電費。估算時，假設每年開機180

天，每天12小時；每度電（kWh）電費為$1.2。

	 	估算時，參考國際標準的有關計算方法，而房間的製冷需求會因應有關樣本的量

得製冷量而定；由於樣本間的量得製冷量各有不同，製冷速度會有分別；因此估

算各樣本的電費時房間的製冷需求並不一致，估算的每年電費只供參考，不宜用

作比較樣本間的能源效率。另外，若把冷氣機調校至較低溫度（低於標準測試的

27℃）、沒有定期清洗保養或機齡較高等，都有機會令實際電費超出估計的電費。

[11]	 	綜合樣本在最高及最低風速檔的表現。●愈多，表示愈寧靜。

	 	室內及室外的●計算方法稍有不同，因此兩者不能直接比較。全部樣本的室外噪

音水平都比室內高。

[12]  ~ 	愈多，表示送風量愈高，用戶可因應本身需要，利用風速掣調校送風量的高低。

[13]		最高與最低風速檔之間的送風量差異，百分比愈高，表示差異愈大，調校

愈有彈性。

	 	可調校範圍	=（最高送風量	-	最低送風量）/最高送風量	x100%

[14]  於高風速下量度，■愈多，表示抽濕效果愈佳，□代表半粒。

[15]  測試時將室內及室外的溫度均控制在27℃，相對濕度約在80%，並將冷

氣機調校至低風速。

	 	 	符合標準要求，沒有「倒汗水」滴下及沒有冷凝水被濺出機身外。

[16]  總評比重：

	 	量得製冷量與聲稱的吻合程度	 10%	 機身出汗及冷凝水排放	 5%

	 	能源效率	 50%	 使用方便程度	 10%

	 	寧靜程度	 25%	

	 	全部樣本都通過基本的安全檢測，項目包括洩漏電流、接地連續性、內部

電線分布及裝置、防觸電保護及電源線的穩固裝置。

1 3

2 4

9 11

10 12



表一：窗口式冷氣機測試結果（樣本聲稱的製冷量為3.50至3.78千瓦，俗稱「1匹半」）

編 
號

牌子 型號
售價 
[1]

基本 
安裝費 

 [1]

製冷量

能源效率 
（能效比/製冷

季節性表現系數） 
[5]

          能源效益級別 [6]

估計 
每年電費 

[10]

寧靜程度 [11] 送風量 [12]

抽濕表現 
[14]

機身出汗 
及冷凝
水排放 

[15]

使用方便 
程度

總評 
[16]

聲稱 
（千瓦） 

 [2]

量得 
（千瓦）

相差 
[3]

吻合程度 
[4]

能源
標籤 
標示

   根據本會的測試
   結果計算 [7]

室內 室外 最高 最低
可調校 
範圍 
[13]

按現行的 
能源標籤 
評級標準  

[8]

按新的 
能源標籤 
評級標準  

[9]

1 美的 Midea MWH-12CM3N1 $4,180 ^ ^ 3.52 3.57 +1.4% ●●●●● 3.03/3.09 ●●●●● 1級 1級 1級 $1,243 ●●●0 ●● ~ ~ ~ 25% ■■■■■ ●●●0 ★★★★1
2 惠而浦 Whirlpool WC112 $4,798 ^ ^ 3.50 3.49 -0.4% ●●●●● 2.96/3.02 ●●●●● 1級 1級 1級 $1,266 ●●●0 ●●0 ~ ~ ~ ~ ~ 21% ■■■□ ●●●0 ★★★★1

3 威士汀  
White-Westinghouse

WWN12CMA-D2 $4,599 ^ ^ 3.52 3.45 -1.8% ●●●●0 2.95/3.02 ●●●●● 1級 1級 1級 $1,272 ●●●0 ●● ~ ~ ~ 25% ■■■■■ ●●●0 ★★★★

4 約克 York YC-12G1 $4,660 $480 3.50 3.56 +1.7% ●●●●● 2.89/2.94 ●●●●0 1級 1級 2級 $1,298 ●●●● ●●0 ~ ~ ~ ~ ~ ~ 25% ■■■■ ●●●0 ★★★★
5 豐澤牌 Fortress FWAC13M13 $3,588 ^ ^ 3.52 3.51 -0.2% ●●●●● 2.96/3.02 ●●●●● 1級 1級 1級 $1,272 ●●●0 ●● ~ ~ ~ ~ 23% ■■■■■ ●●●0 ★★★★
6 格力 Gree G1412M $4,398 ^ ^ 3.50 3.53 +0.8% ●●●●● 2.85/2.90 ●●●●0 1級 1級 2級 $1,318 ●●●● ●●0 ~ ~ ~ ~ ~ 24% ■■■■□ ●●●0 ★★★★
7 聲寶牌 Sharp AF-A12PA $5,180 $380 3.50 3.43 -2.0% ●●●●0 2.89/2.96 ●●●●0 1級 1級 2級 $1,293 ●●●0 ●● ~ ~ ~ ~ ~ ~ 21% ■■■□ ●●●0 ★★★★
8 飛歌 Philco PWN12CMB-D $4,698 ^ ^ 3.50 3.48 -0.5% ●●●●● 2.89/2.95 ●●●●0 1級 1級 2級 $1,295 ●●●0 ●●0 ~ ~ ~ ~ ~ ~ 19% ■■■□ ●●●0 ★★★★
9 樂信牌 Rasonic RC-V1212V $5,180 $500 3.55 3.60 +1.3% ●●●●● 2.78/2.83 ●●●● 1級 1級 2級 $1,372 ●●●● ●●● ~ ~ ~ ~ ~ ~ 27% ■■■■□ ●●●0 ★★★★

10 Panasonic CW-V1212VA $6,130 $500 3.55 3.56 +0.2% ●●●●● 2.76/2.81 ●●●● 1級 1級 2級 $1,378 ●●●● ●●● ~ ~ ~ ~ ~ ~ 27% ■■■■ ●●●0 ★★★★
11 開利 Carrier CHK12LDA $4,580 ^ ^ 3.52 3.47 -1.5% ●●●●0 2.88/2.95 ●●●●0 1級 1級 2級 $1,303 ●●● ●● ~ ~ ~ ~ 23% ■■■■■ ●●●0 ★★★★
12 菱機 Ryobishi RB-12GP $4,530 (視店舖而定) 3.50 3.48 -0.6% ●●●●● 2.80/2.86 ●●●● 1級 1級 2級 $1,337 ●●●● ●●0 ~ ~ ~ ~ ~ 24% ■■■■□ ●●●0 ★★★★
13 日立 Hitachi RA-13LF $5,750 $380▼/$460▽ 3.78 3.80 +0.5% ●●●●● 2.73/2.79 ●●●● 1級 1級 3級 $1,482 ●●●● ●●0 ~ ~ ~ ~ ~ ~ ~ ~ 29% ■■■ ●●●● ★★★★
14 富士電機 Fuji Electric RMA12FPTN $5,190 $550 3.55 3.35 -5.7% ●●●0 2.45/2.51 ●●● 2級 2級 4級 $1,541 ●●● ●● ~ ~ ~ ~ ~ ~ 22% ■■■ ●●●● ★★★
15 珍寶 General AMWA12FBT $5,890 $550 3.55 3.30 -7.2% ●●● 2.37/2.44 ●●0 2級 3級※ 4級 $1,587 ●●● ●● ~ ~ ~ ~ ~ ~ ~ 21% ■■■ ●●●● ★★★

註 ●或★愈多，表示該項表現愈佳，最多五粒。	

[1]	 資料由代理商提供或本會在今年4月在市面調查所得，不同零售商的價

格或有差別，並因季節及地區而異。

	 ^ 表示列出的售價已包括基本安裝。
	 基本安裝所包括的工程項目會因不同牌子及零售商而有別，消費者購買

前應先向零售商查詢詳情及細節。

	 ▼	如安裝位置有冷氣機台。

	 ▽	如安裝位置沒有冷氣機台或冷氣機台太細。

[2] 表列數值源自樣本名牌（nameplate）、說明書、宣傳單張或強制性能源

效益標籤計劃的「表列型號紀錄冊」上的資料。

[3] 量得的製冷量與聲稱數值的差別。正數表示量得的製冷量比聲稱的數值

高，負數則相反。

	 表列的製冷量經四捨五入，計算相差的百分比時則採用實際數值，而非

直接以表列的數值計算。

[4] ●愈多，表示量得的製冷量與聲稱的數值愈接近。

[5]	能效比（EER）及製冷季節性表現系數（CSPF）都分別反映樣本的能源效率，數

值愈大，表示能源效率愈高、愈省電，其中CSPF比EER較準確反映樣本在實際

使用時的能源效率，原因是計算CSPF時同時考慮了使用冷氣機的季節的室外

溫度變化，及定頻式冷氣機的壓縮機會因室溫夠低而自動暫停及其後重新啟動

（cyclic	operation）等因素。表列的CSPF數值根據本會在標準測試環境下量得

的製冷量及耗電量，並按國際標準ISO	16358-1及能源效益標籤計劃新採用的計

算方法計算。樣本的能源效率根據其CSPF數值評分。

[6]	能源效益級別分為1至5級，1級能源效率最高、最省電。

[7] 根據本會在標準測試環境下量得的製冷量及耗電量計算。

[8]	※	樣本計算出的級別較其能源標籤上標示的級別低，但用以釐定其能源效益級

別的系數，與進口商早前呈交予機電署的認可實驗所測試結果所列的數值的差

異（8.5%），在能源效益標籤計劃及國際慣常做法容許的公差範圍（10%）內。

[9]	 	新的能源標籤評級標準將由今年11月25日起實施。

[10]  根據本會在標準測試環境下量得的製冷量及耗電量，參考國際標準 ISO	16358-1

用以計算冷氣機每年耗電量的方法，估算每年電費。估算時，假設每年開機180

天，每天12小時；每度電（kWh）電費為$1.2。

	 	估算時，參考國際標準的有關計算方法，而房間的製冷需求會因應有關樣本的量

得製冷量而定；由於樣本間的量得製冷量各有不同，製冷速度會有分別；因此估

算各樣本的電費時房間的製冷需求並不一致，估算的每年電費只供參考，不宜用

作比較樣本間的能源效率。另外，若把冷氣機調校至較低溫度（低於標準測試的

27℃）、沒有定期清洗保養或機齡較高等，都有機會令實際電費超出估計的電費。

[11]	 	綜合樣本在最高及最低風速檔的表現。●愈多，表示愈寧靜。

	 	室內及室外的●計算方法稍有不同，因此兩者不能直接比較。全部樣本的室外噪

音水平都比室內高。

[12]  ~ 	愈多，表示送風量愈高，用戶可因應本身需要，利用風速掣調校送風量的高低。

[13]		最高與最低風速檔之間的送風量差異，百分比愈高，表示差異愈大，調校

愈有彈性。

	 	可調校範圍	=（最高送風量	-	最低送風量）/最高送風量	x100%

[14]  於高風速下量度，■愈多，表示抽濕效果愈佳，□代表半粒。

[15]  測試時將室內及室外的溫度均控制在27℃，相對濕度約在80%，並將冷

氣機調校至低風速。

	 	 	符合標準要求，沒有「倒汗水」滴下及沒有冷凝水被濺出機身外。

[16]  總評比重：

	 	量得製冷量與聲稱的吻合程度	 10%	 機身出汗及冷凝水排放	 5%

	 	能源效率	 50%	 使用方便程度	 10%

	 	寧靜程度	 25%	

	 	全部樣本都通過基本的安全檢測，項目包括洩漏電流、接地連續性、內部

電線分布及裝置、防觸電保護及電源線的穩固裝置。

75

86

１3 １5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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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窗口式冷氣機樣本及售後服務收費資料（樣本聲稱的製冷量為3.50至3.78 千瓦，俗稱「1匹半」）

編 
號

牌子 型號
聲稱 

來源地

量得機身大小 
（高x闊x深） 

（毫米）

量得 
機身 
重量 
(千克)

風速 
檔數 
[1]

保養資料 [2]

新機保用期 
[3] 續保 

年費  
[4]

上門檢查費 運回廠維修的運輸費（來回） 維修人工費
零件費

（非人為損壞所致）
洗機收費 [7]

全機
壓縮
機

保用期內 [5] 保用期外 保用期內 [5] 保用期外 保用 
期內
 [5]

保用期外
新機保用

期內
續保
期內

保用期內 [5] 保用期外

市區
偏遠地區 

[6]
市區

偏遠地區 
[6]

市區
偏遠地區 

[6]
市區

偏遠地區 
[6]

市區
偏遠地區

[6]
市區

偏遠地區 
[6]

1 美的 Midea MWH-12CM3N1 中國 384 x 602 x 559 38.6 3/3 3年 5年 $450/$650✦ 免費 $150 $300 $450 $150 d $300 d $150 d $300 d 免費 已包括在上門檢查費內 免費 免費 $650 d $800 d $650 d $800 d

2 惠而浦 Whirlpool WC112 中國 380 x 562 x 610 46.4 3/1 3年 5年 $420 免費 免費 $380 $480 免費 免費 $720 i
視乎地區 

而定
免費

已包括在上門檢查費及
回廠運輸費內

免費 免費 $540 － $540 －

3 威士汀  
White-Westinghouse

WWN12CMA-D2 中國 381 x 602 x 579 38.4 3/3 1年 5年 $480 免費
視乎地區

而定
$380

視乎地區 
而定

免費 
（$360）

視乎地區 
而定

$360
視乎地區 

而定
免費 j 已包括在上門檢查費內 l 免費 九折 $550

視乎地區 
而定 n

$550
視乎地區 
而定 n

4 約克 York YC-12G1 中國 380 x 563 x 651 44.8 3/1 2年 5年 $560 免費 $250 $400 $650 免費 $250 $500 $750 免費 k 待定 免費 七折
$1,080 

（$1,020）
$1,330 

（$1,270）
$1,080 $1,330

5 豐澤牌 Fortress FWAC13M13 中國 389 x 601 x 559 38.5 3/3 3年 5年 ▲ 免費
$70/$130/ 

$300 a
$350

$420/$480/ 
$650 a

免費 $240 f $250 $490 f 免費 已包括在上門檢查費內 免費 — $600 $840 f $950 $1,190 f

6 格力 Gree G1412M 中國 378 x 562 x 658 44.7 3/1 1年 永久 $420 免費 $100 $420 $520
免費 

（$400）
免費

（$400）g
$400 $400 g 免費 已包括在上門檢查費內 免費 免費 $480 $480 g $480 $480 g

7 聲寶牌 Sharp AF-A12PA 中國 379 x 564 x 599 46.0 3/1 3年 5年 $480 免費 $150 $350 $500 免費 g $430 g 免費 已包括在上門檢查費內 免費 免費 $910 $480 g $910 $480 g

8 飛歌 Philco PWN12CMB-D 中國 379 x 563 x 598 46.3 3/1 2年 永久 $420 免費 $100 $420 $520
免費 

（$400）
免費

（$400）g
$400 $400 g 免費 已包括在上門檢查費內 免費 免費 $480 $480 g $480 $480 g

9 樂信牌 Rasonic RC-V1212V 菲律賓 379 x 564 x 616 40.0 2/2 3年※ 5年 $400 免費 $100 $400 $500 免費 g 免費 g 免費 已包括在上門檢查費內 免費 m 免費 m
$480 

（$432）
$480 

（$432）g
$480 $480 g

10 Panasonic CW-V1212VA 菲律賓 379 x 563 x 616 39.9 2/2 3年※ 5年 $400 免費 $100 $400 $500 免費 g 免費 g 免費 已包括在上門檢查費內 免費 m 免費 m
$480 

（$432）
$480 

（$432）g
$480 $480 g

11 開利 Carrier CHK12LDA 中國 384 x 606 x 571 38.7 3/3 3年◆ 5年 $550△ 免費 $110 $350
$460/ 
$570 c

免費 
（$800）e

g $800 e g 免費 已包括在零件費內 免費 七折 $850
$1,050/ 
$1,200 o

$850
$1,050/  
$1,200 o

12 菱機 Ryobishi RB-12GP 中國 377 x 564 x 663 44.7 3/1 3年 5年 $750△ 免費 　$130 b $480 $610 免費 g $400 g 免費 已包括在上門檢查費內 免費 免費
$750 

（$600）
－ $750 －

13 日立 Hitachi RA-13LF 馬來
西亞

383 x 562 x 710 44.5 2/2 3年 5年 $480＊ 免費 $120 $330 $450 免費 g h $490 g h 免費
已包括在上門服務費或

回廠服務費內
免費 免費 $480 $480 g h $480 $480 g h

14 富士電機 Fuji Electric RMA12FPTN 泰國 379 x 564 x 660 39.9 3/1 3年◇ 5年◇▽ $450 免費 $150 $350 $400 免費 g $300 $300 g 免費 已包括在上門檢查費內 免費 免費 $450 $450 g $750 $750 g

15 珍寶 General AMWA12FBT 泰國 380 x 563 x 660 39.8 3/1 3年◇ 5年◇▽ $450 免費 $150 $350 $400 免費 g $300 $300 g 免費 已包括在上門檢查費內 免費 免費 $450 $450 g $750 $750 g

註 — 表示不適用、沒有該項服務或代理商沒有提供資料。 
全部樣本都聲稱採用R410A（環保）雪種。 

[1] 可供選擇的風速檔數：「製冷」（cool）模式 / 「送風」（fan）模式。

[2] 保養計劃的條款及需繳費用等，以代理商最新保養合約及價目表為準。
 a 愉景灣用戶 / 離島用戶 / 禁區用戶須付的費用。
 b 買機後首月內免費。
 c 愉景灣及馬灣用戶 / 離島用戶須付的費用。
 d 樓梯額外收費：每層$25。
 e 已包括運輸費、工場檢查維修費、拆卸及重新安裝費。
 f 表列為愉景灣用戶須付的費用。離島及禁區用戶須付的費用跟市區  

 用戶相同，但用戶需自行將冷氣機送往市區交收。

 g 用戶需自行將冷氣機送往市區、中環港外線碼頭、代理商服務中心或工場（以上  
 地點視乎不同代理商而定）交收。

 h 代理商向愉景灣用戶提供運送服務，運輸費跟市區用戶相同，但用戶需額外支付 
 愉景灣隧道及道路使用費。

 i 已包括運輸費及工場檢查維修費。
 j 續保期內不豁免入雪種、燒焊及清洗的人工費（如適用）。
 k 新機保用期內免費，而續保期內的收費則待定。
 l 入雪種、燒焊及清洗的人工費除外（如適用）。
 m 非人為損壞所致的功能性零件免費，其他零件八折。
 n 偏遠地區運回廠的運輸費視乎地區而定，而洗機服務（不包括運回廠的運送  

 服務）收費每次$190。
 o 東涌$1,050；愉景灣$1,200；不提供洗機服務予離島用戶。

 ＊ $850可包括冷氣機清洗服務1次。

[5] 括號內為新機保用期後的續保期內的有關費用。如無括號表示新
機保用期內的費用與其後續保期內的費用（如適用）相同。測試型
號#5的代理商表示並無提供續保服務。

[6] 偏遠地區一般包括離島，惟不同代理商對偏遠地區的定義或會不
同，相關的用戶宜向代理商查詢。樣本#6及#8的代理商所提供的
資料中，偏遠地區指離島。

[7] 窗口式冷氣機一般會運回廠清洗，表列費用已包括運回廠的來回
運輸費（如適用）。

[3] ※ 推廣期（至2015年8月31日）內購買可享3年全機保用；推廣期外購買則為1年全機保用。
 ◆  適用於自2015年5月4日起購買的用戶。
 ◇ 推廣期（至2015年9月30日）內購買可享3年全機及5年壓縮機保用；推廣期外購買則為 

 1年全機及壓縮機保用。
 ▽ 不豁免運輸費及雪種費。

[4] 用戶續保前，應向代理商查詢保養內容，例如會否豁免運輸費、維修人工費及零件費，以衡
量是否參加。

 ✦ $450續保計劃免上門檢查費；$650續保計劃免人工及零件費。
 ▲ 代理商表示客戶於買機後30天內可參加該公司提供的「延長保養服務」計劃，將全 

 機保用期額外延長2年，有關費用為$609。
 △ 偏遠地區不設續保。

冷凝水排去。此外，如果覺得冷凝水噴向散

熱器時的濺水聲滋擾，亦可改用去水喉排

水，但冷氣機的能源效率會因為沒有冷凝

水幫助散熱而下降。

安全程度
全部樣本通過基本安全檢測

參考國際標準IEC 60335-2-40進行基

本的安全檢測，項目包括洩漏電流、接地連

續性、內部電線分布及裝置、防觸電保護及

電源線的穩固裝置，結果全部樣本都通過

檢測。根據機電工程署的資料，各型號的產

品已獲發產品符合安全規格的證明書。

使用方便程度
評分項目包括取出及裝回隔塵網的

方便程度、風速檔數、說明書、風速調校範

圍、高風速與低風速的聲量差距等。全部

樣本都大致方便使用，其中「日立Hitachi」

（#13）的風速調校範圍較闊，調校較有彈

性，而「富士電機Fuji Electric」（#14）及「珍

寶General」（#15）的隔塵網較方便取出及

裝回。

必須安裝穩妥
不少零售商的標價包括基本安裝，

選購時宜查詢清楚。若居所沒有特設的混

凝土冷氣機位，而需將冷氣機安裝在窗

框上，必須留意窗框及支架能否承受冷氣

機的負荷。即使有特定的冷氣機位，也不

封面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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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窗口式冷氣機樣本及售後服務收費資料（樣本聲稱的製冷量為3.50至3.78 千瓦，俗稱「1匹半」）

編 
號

牌子 型號
聲稱 

來源地

量得機身大小 
（高x闊x深） 

（毫米）

量得 
機身 
重量 
(千克)

風速 
檔數 
[1]

保養資料 [2]

新機保用期 
[3] 續保 

年費  
[4]

上門檢查費 運回廠維修的運輸費（來回） 維修人工費
零件費

（非人為損壞所致）
洗機收費 [7]

全機
壓縮
機

保用期內 [5] 保用期外 保用期內 [5] 保用期外 保用 
期內
 [5]

保用期外
新機保用

期內
續保
期內

保用期內 [5] 保用期外

市區
偏遠地區 

[6]
市區

偏遠地區 
[6]

市區
偏遠地區 

[6]
市區

偏遠地區 
[6]

市區
偏遠地區

[6]
市區

偏遠地區 
[6]

1 美的 Midea MWH-12CM3N1 中國 384 x 602 x 559 38.6 3/3 3年 5年 $450/$650✦ 免費 $150 $300 $450 $150 d $300 d $150 d $300 d 免費 已包括在上門檢查費內 免費 免費 $650 d $800 d $650 d $800 d

2 惠而浦 Whirlpool WC112 中國 380 x 562 x 610 46.4 3/1 3年 5年 $420 免費 免費 $380 $480 免費 免費 $720 i
視乎地區 

而定
免費

已包括在上門檢查費及
回廠運輸費內

免費 免費 $540 － $540 －

3 威士汀  
White-Westinghouse

WWN12CMA-D2 中國 381 x 602 x 579 38.4 3/3 1年 5年 $480 免費
視乎地區

而定
$380

視乎地區 
而定

免費 
（$360）

視乎地區 
而定

$360
視乎地區 

而定
免費 j 已包括在上門檢查費內 l 免費 九折 $550

視乎地區 
而定 n

$550
視乎地區 
而定 n

4 約克 York YC-12G1 中國 380 x 563 x 651 44.8 3/1 2年 5年 $560 免費 $250 $400 $650 免費 $250 $500 $750 免費 k 待定 免費 七折
$1,080 

（$1,020）
$1,330 

（$1,270）
$1,080 $1,330

5 豐澤牌 Fortress FWAC13M13 中國 389 x 601 x 559 38.5 3/3 3年 5年 ▲ 免費
$70/$130/ 

$300 a
$350

$420/$480/ 
$650 a

免費 $240 f $250 $490 f 免費 已包括在上門檢查費內 免費 — $600 $840 f $950 $1,190 f

6 格力 Gree G1412M 中國 378 x 562 x 658 44.7 3/1 1年 永久 $420 免費 $100 $420 $520
免費 

（$400）
免費

（$400）g
$400 $400 g 免費 已包括在上門檢查費內 免費 免費 $480✝ $480✝ g $480✝ $480✝ g

7 聲寶牌 Sharp AF-A12PA 中國 379 x 564 x 599 46.0 3/1 3年 5年 $480 免費 $150 $350 $500 免費 g $430 g 免費 已包括在上門檢查費內 免費 免費 $910 $480 g $910 $480 g

8 飛歌 Philco PWN12CMB-D 中國 379 x 563 x 598 46.3 3/1 2年 永久 $420 免費 $100 $420 $520
免費 

（$400）
免費

（$400）g
$400 $400 g 免費 已包括在上門檢查費內 免費 免費 $480✝ $480✝ g $480✝ $480✝ g

9 樂信牌 Rasonic RC-V1212V 菲律賓 379 x 564 x 616 40.0 2/2 3年※ 5年 $400 免費 $100 $400 $500 免費 g 免費 g 免費 已包括在上門檢查費內 免費 m 免費 m
$480 

（$432）
$480 

（$432）g
$480 $480 g

10 Panasonic CW-V1212VA 菲律賓 379 x 563 x 616 39.9 2/2 3年※ 5年 $400 免費 $100 $400 $500 免費 g 免費 g 免費 已包括在上門檢查費內 免費 m 免費 m
$480 

（$432）
$480 

（$432）g
$480 $480 g

11 開利 Carrier CHK12LDA 中國 384 x 606 x 571 38.7 3/3 3年◆ 5年 $550△ 免費 $110 $350
$460/ 
$570 c

免費 
（$800）e

g $800 e g 免費 已包括在零件費內 免費 七折 $850
$1,050/ 
$1,200 o

$850
$1,050/  
$1,200 o

12 菱機 Ryobishi RB-12GP 中國 377 x 564 x 663 44.7 3/1 3年 5年 $750△ 免費 　$130 b $480 $610 免費 g $400 g 免費 已包括在上門檢查費內 免費 免費
$750 

（$600）
－ $750 －

13 日立 Hitachi RA-13LF 馬來
西亞

383 x 562 x 710 44.5 2/2 3年 5年 $480＊ 免費 $120 $330 $450 免費 g h $490 g h 免費
已包括在上門服務費或

回廠服務費內
免費 免費 $480 $480 g h $480 $480 g h

14 富士電機 Fuji Electric RMA12FPTN 泰國 379 x 564 x 660 39.9 3/1 3年◇ 5年◇▽ $450 免費 $150 $350 $400 免費 g $300 $300 g 免費 已包括在上門檢查費內 免費 免費 $450 $450 g $750 $750 g

15 珍寶 General AMWA12FBT 泰國 380 x 563 x 660 39.8 3/1 3年◇ 5年◇▽ $450 免費 $150 $350 $400 免費 g $300 $300 g 免費 已包括在上門檢查費內 免費 免費 $450 $450 g $750 $750 g

註 — 表示不適用、沒有該項服務或代理商沒有提供資料。 
全部樣本都聲稱採用R410A（環保）雪種。 

[1] 可供選擇的風速檔數：「製冷」（cool）模式 / 「送風」（fan）模式。

[2] 保養計劃的條款及需繳費用等，以代理商最新保養合約及價目表為準。
 a 愉景灣用戶 / 離島用戶 / 禁區用戶須付的費用。
 b 買機後首月內免費。
 c 愉景灣及馬灣用戶 / 離島用戶須付的費用。
 d 樓梯額外收費：每層$25。
 e 已包括運輸費、工場檢查維修費、拆卸及重新安裝費。
 f 表列為愉景灣用戶須付的費用。離島及禁區用戶須付的費用跟市區  

 用戶相同，但用戶需自行將冷氣機送往市區交收。

 g 用戶需自行將冷氣機送往市區、中環港外線碼頭、代理商服務中心或工場（以上  
 地點視乎不同代理商而定）交收。

 h 代理商向愉景灣用戶提供運送服務，運輸費跟市區用戶相同，但用戶需額外支付 
 愉景灣隧道及道路使用費。

 i 已包括運輸費及工場檢查維修費。
 j 續保期內不豁免入雪種、燒焊及清洗的人工費（如適用）。
 k 新機保用期內免費，而續保期內的收費則待定。
 l 入雪種、燒焊及清洗的人工費除外（如適用）。
 m 非人為損壞所致的功能性零件免費，其他零件八折。
 n 偏遠地區運回廠的運輸費視乎地區而定，而洗機服務（不包括運回廠的運送  

 服務）收費每次$190。
 o 東涌$1,050；愉景灣$1,200；不提供洗機服務予離島用戶。

 ＊ $850可包括冷氣機清洗服務1次。

[5] 括號內為新機保用期後的續保期內的有關費用。如無括號表示新
機保用期內的費用與其後續保期內的費用（如適用）相同。測試型
號#5的代理商表示並無提供續保服務。

[6] 偏遠地區一般包括離島，惟不同代理商對偏遠地區的定義或會不
同，相關的用戶宜向代理商查詢。樣本#6及#8的代理商所提供的
資料中，偏遠地區指離島。

[7] 窗口式冷氣機一般會運回廠清洗，表列費用已包括運回廠的來回
運輸費（如適用）。

 ✝ 代理商表示$480為推廣期（至2015年5月31日）內的收費；推 
 廣期後的收費為$700。

[3] ※ 推廣期（至2015年8月31日）內購買可享3年全機保用；推廣期外購買則為1年全機保用。
 ◆  適用於自2015年5月4日起購買的用戶。
 ◇ 推廣期（至2015年9月30日）內購買可享3年全機及5年壓縮機保用；推廣期外購買則為 

 1年全機及壓縮機保用。
 ▽ 不豁免運輸費及雪種費。

[4] 用戶續保前，應向代理商查詢保養內容，例如會否豁免運輸費、維修人工費及零件費，以衡
量是否參加。

 ✦ $450續保計劃免上門檢查費；$650續保計劃免人工及零件費。
 ▲ 代理商表示客戶於買機後30天內可參加該公司提供的「延長保養服務」計劃，將全 

 機保用期額外延長2年，有關費用為$609。
 △ 偏遠地區不設續保。

能隨便將冷氣機放在機位上了事，必須牢

固地鎖在混凝土上。除此以外，不論任何

型號，機架金屬部分還要安裝等電位接駁

（equipotential bonding），以減低意外觸

電的風險。

售後服務調查
各代理商提供的資料（見表二）

顯示，各測試 型號 新機 的全機 保用期

由1年至3年不等，其中「威士汀White-

Westinghouse」（#3）及「格力Gree」（#6）

最短，只有1年，部分型號則於推廣期內購

買才可享有較長的3年全機保用，否則亦

是保用1年。壓縮機的保用期則一般較全

機保用期長，各型號新機的壓縮機保用期

普遍為5年，而「格力Gree」（#6）及「飛歌

Philco」（#8）更稱壓縮機可享永久保用。

「豐澤牌Fortress」（#5）不設續保，但用

戶可付$609將新機的全機保用期額外延

長2年，而其餘型號的續保年費介乎$400

至$750不等，以「樂信牌Rasonic」（#9）及

「Panasonic」（#10）的續保年費最低，「菱

機Ryobishi」（#12）則最高。

保用期內，全部測試型號的市區用戶

都享有免費上門檢查服務，至於偏遠地區

用戶，除「惠而浦Whirlpool」（#2）免費外，

其餘型號一般都需收取上門檢查費，收費由

$70至$300不等。若產品需要維修，而有關

損壞非人為所致，全部型號的用戶在新機保

用期內一般可獲豁免維修人工及零件費。若



維修需回廠進行，在新機保用期內，大部分

型號都豁免市區用戶的回廠運輸費，而「美

的Midea」（#1）則會向市區用戶收取$150

回廠運輸費；偏遠地區用戶需留意，若產品

需回廠維修，部分代理商要求個別地區的用

戶將產品自行運送到市區的指定地點交收。

另外，不同代理商對偏遠地區的定義或會不

同，相關的用戶宜向代理商查詢清楚。

本會呼籲代理商盡量為產品提供較長

的保用期、較便宜的續保年費及維修費等，以

鼓勵消費者盡量維修仍可繼續使用的產品，從

而減少廢棄物，推動「可持續消費」。

機電工程署提示消費者留意	
業界更換能源標籤的安排

冷氣機、雪櫃及洗衣機的新能源標籤評

級標準將於今年11月25日起全面實施，為配合

能源標籤上能源效益級別的更新，業界將作

出更換能源標籤的安排，消費者在更換能源

標籤期間購買有關產品時，可留意有關詳情。

1. 在今年11月25日前，有關產品將繼

續使用顯示現時的能源效益級別（現級別）

的能源標籤，但為方便在全面實施時更換標

籤，於今年11月25日前進口的冷氣機、雪櫃

及洗衣機，進口商會安排將現級別的能源標

選擇指 南
「美的Midea」MWH-12CM3N1

（#1，$4,180連基本安裝）及「惠而浦

Whirlpool」WC112（#2，$4,798連基本

安裝）整體表現最好，兩者的能源效

率俱佳，其中#1抽濕較快，#2送風量

較高。「威士汀White-Westinghouse」

WWN12CMA-D2（#3，$4,599連基本安

裝）、「約克York」YC-12G1（#4，$4,660）

及「豐澤牌Fortress」FWAC13M13（#5，

$3,588連基本安裝）整體表現亦不俗，其

中#3及#5能源效率較高，抽濕較快，#4

操作較寧靜，送風量較高。

封面專題

籤貼在產品包裝盒上的顯眼位置，取代以

往貼在產品表面的做法。

2. 由今年11月25日起，有關產品（包

括供應的貨品及陳列貨品）的能源標籤須

顯示新的能源效益級別（新級別）；供應商

（包括零售商）在供應這三類產品時，須

確保這些產品上的現級別標籤已被換上新

級別標籤。新級別的能源標籤會在參考編

號前加入「U1」字頭。

3. 在操作上需要足夠時間為有關陳

列貨品更換能源標籤的零售商，可在今年11

月25日前的一個星期內（即今年11月18日至

24日期間），把陳列貨品上的現級別標籤更

換為新級別標籤，並須在消費者購買該些產

品時預先清楚告知消費者有關詳情。

有關提升能源效益級別的詳情，

見機電工程署的「能源標籤網」（http://

www.energylabel.emsd.gov.hk）。

廠商回應
除樣本#10及#11外，其餘樣本的代

理商或供應商都表示其測試型號在今年夏

季仍然有售。各樣本的代理商或供應商的

其他回應如下：

「美的Midea」（#1）向本會提供噪音

測試報告，表示廠方量得的噪音水平符合

國家標準，而本會採用的噪音量度環境與

廠方不同，所得的結果不能直接比較。

「惠而浦Whirlpool」（#2）表示，本

會的噪音測試並非在認可的噪音測試實驗

室內進行，因此樣本間量得的噪音水平不

宜作比較，而廠方的噪音測試是根據國家

標準GB/T 7725-2004在標準噪音測試實

驗室內進行；至於本會量得的噪音水平較

廠方量得的高，背景噪音水平亦較高，廠

方認為差異是測試環境不同所導致。

「格力Gree」（#6）及「飛歌Philco」

（#8）的代理商表示，本會量得測試型號

#6的電流、輸入功率及測試型號#8的製冷

量，與聲稱數值有輕微差異，另量得測試

型號#6及#8的送風量較廠方量得的稍低，

噪音水平較廠方在全吸音室內量得的高，

以上差異可能是測試環境、儀器及設備的

不同所導致，而以上的電流、輸入功率及製

冷量與聲稱數值的輕微差異，符合機電署

所訂的容許範圍值之內。

「樂信牌Rasonic」（#9）的代理商表

示，本會量得的噪音水平較廠方量得的高，

因背景噪音水平較高。

「開利Carr ier」（#11）的代理商表

示，因測試的環境及條件不同，廠方量得

的噪音數值較本會量得的低。

「菱機Ryobish i」（#12）的代理商

表示，其廠方的噪音測試是根據國家標準

GB/T 7725-2004在標準噪音測試實驗室

內進行，而本會量得的噪音水平較廠方量

得的高，背景噪音水平亦較高。

「珍寶General」（#15）的代理商表

示，該公司去年曾兩度委託為本會進行效能

測試的同一家獨立實驗所，為其提供的測

試型號樣本進行效能測試，廠方指兩次測

試結果都符合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的

要求；至於本會的樣本的測試結果跟代理商

的樣本的測試結果有差異，其廠方認為有

關差異不能接受，又指測試型號的結構、設

計、物料及規格自產品推出後從未更改。

我很重視能源效益，冷氣
機會長時間開動，也會用
上好幾年，以後要交多少
電費，冷氣機的能源效益
會有很大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