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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台灣的節能熱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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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副教授 

壹、前言 

台灣能源目前97%必須仰賴進口，為因應國際能源價格上漲及配合降低全球溫室效應氣

體排放量之環境檿力下，如何推動能源用戶選用高能源效率又環保的設備，為政府節能政策

重要項目之一。(節約能源中心，民國95年) 

台灣全年溫暖，四季中以春冬的變化較大，夏秋變化較小，年平均溫度約為22度，平均

最低溫不過12-17度（54- 63℉）。在春夏之交時﹝每年的3月-5月﹞，偶受滯留鋒面徘徊影

響，有著細雨綿綿的天氣型態；台灣的夏天﹝每年的6月-8月﹞，偶爾會有颱風經過；在秋

天的台灣﹝約每年的9月-11月﹞，天天晴朗涼爽；台灣短暫而溫暖的冬天﹝每年的12月-2

月﹞寒流偶爾來襲愛。(中華民國交通部觀光局，民國98年7月24日) 

在台灣這樣的氣候型態下，我們該如何選用最合適的節能熱水器呢？市面上目前有那些

節能熱水器呢？各種節能熱水器的效益如何呢？節能與效益該如何取得平衡點呢？這就是本

報告所要探討的內容。 

 

貳、目前市場上適合台灣用的熱水器簡介 

(一)柴油鍋爐熱水器 

根據第傑有限公司(無日期)網站介紹柴油鍋爐熱水器如圖1， 

其特性如下： 

1．玻璃琺瑯內襯鋼槽： 耐用性高，不會被侵蝕 。 

2．高密度玻璃棉保溫裝置 ： 玻璃棉圍繞鋼槽，不易散熱， 

節省燃料 。 

3．精製鎂極棒：防止水垢直接侵蝕鋼槽，增長壽命。 
圖1 柴油鍋爐熱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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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超高溫安全裝置 。 

5．自動點火裝置：採高壓自動點火不必人工操作。 

6．自動火焰檢示裝置：若燃燒不正常，自動停止燃燒 

7．安全閥裝置：鋼槽壓力過高，溫度過高自動排壓。 

8．可調式溫度控制器：可任意調節所需溫度，操作方便 。 

9．工作壓力150 psi 

(二) 電能熱水器 

根據櫻花牌熱水器專賣店(民國96年3月28日)網站介紹電能熱水器如圖2，其特性如下： 

1.採用技術領先的—“琺瑯內桶”，確保內桶品質保固五年不漏水。 

2.鎂極棒保護:不但可以淨化水質，而且減少水垢形成機會，長效力 

有效保護內桶；(依據電池效應原理，負電性高的金屬鎂陽極將鎂 

粒子移至負電性低的鋼內膽，通過釉層之氣孔點消耗在內，形成 

保護)。 

3.創新設計的排污閥，方便隨時清洗內桶，排出內桶的沈積物。 

4.高分子聚合PU泡綿，隔熱保溫效果顯著，在室溫時，每4小時 

水溫僅下降1度，可以節省電費。 

5.安全有保障：恆溫控制器、漏電斷路器、高溫斷路器。 

(三)瓦斯熱水器 

根據櫻花牌熱水器專賣店(民國96年3月28日)網站介紹瓦斯熱水器如圖3，其特性如下： 

1.超大出水量：24公升出水量為傳統熱水器之2~3倍，熱水迅速供 

應，不會忽冷忽熱。 

2.數位恆溫功能：可滿足一對二 (2間浴室)同時使用，不論水壓、 

水量如何變動，微電腦迅速反應控制水溫，熱水不會忽冷忽熱。 

3.液晶溫度顯示遙控器：要幾度就幾度，37℃~75℃無段調溫，依個 

人喜好及習慣自由設定。 

4.水量比例閥：在環境水溫偏低下(尤其冬天)，自動控制出水量， 

圖2 電能熱水器

圖3 瓦斯熱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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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達到設定的溫度。 

5.二段式火力分段控制：可依水量大小(最小3L:最大24L)自動調整 

火力，以達到節省瓦斯的最終目的。 

6.電控機板全面上膠：於電控機板上塗膠，預防受潮、蟲蛀、受塵等，確保電控機板正常運作

並延長使用壽命。 

7.「Q機能」安全裝置：防止後沸騰狀況發生，避免燙傷意外的發生。 

(四)太陽能熱水器 

根據全家福太陽能熱水器(無日期)網站介紹太陽能熱水器如圖4，其特性如下： 

1.安全：太陽能熱水器絕無瓦斯氣爆、瓦斯中毒等潛在危險， 

讓您可以安心使用。 

2.環保：太陽能熱水器的採用可以有效的減少化石燃料能源的 

使用。使用太陽能熱水器更可以降低電能的使用，減少核能 

發電的需求。因此，使用太陽能熱水器可以抑制溫室效應及 

更可以避免環境污染。 

3.經濟：油價、電價、瓦斯價格不斷攀升的今天，採用太陽能 

熱水器可以節省可觀的電費以及瓦斯費用的支出，輕鬆達到經濟效益。太陽能熱水器的使

用壽命往往在十年以上，若能每年定期保養，維持二十年以上也是常見的。 

(五)熱泵熱水器 

根據全家福太陽能熱水器(無日期)網站介紹熱泵熱水器 

如圖5，其特性如下： 

1.製造熱水的同時也供應免費冷空氣與除溼。 

2.利用空氣中可回收廢熱之熱量，節省再加熱所需之能源。 

3.可提供50~60度的熱水，並節省可觀的能源費用。 

4.不必裝煙囪，也無火焰，安全性高。 

5.節省能源消耗成本達30%~75%。 

6.無任何污染可改善工作環境，降低溫室效應。 

圖4 太陽能熱水器 

圖5 熱泵熱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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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管線設計簡單，可結合原空調/鍋爐系統。 

 

參、新節能熱水器－熱泵熱水器的深入探討 

(一)熱泵的工作原理 

所謂熱泵就是「將機械能轉化為熱能的裝置」，其有四大原件如下： 

1.壓縮機：壓縮氣態冷媒，促使冷媒在系統內部循環，使低壓低溫氣態冷媒經壓縮後變為高

壓高溫氣態冷媒。 

2.冷凝器：將壓縮後之高壓高溫氣態冷媒，利用水或空氣之熱冷卻為高壓常溫之液態冷媒。 

3.膨脹閥：其作用是將高壓常溫液態冷媒經冷媒控制器之降壓節流後，成為低壓低溫之液態

冷媒。 

4.蒸發器：作用是讓經過膨脹後之低壓低溫液態冷媒在蒸發器內蒸發吸收大量蒸發潛熱，產

生冷凍效果，而後成為低壓低溫之氣態冷媒。 

熱泵的熱循環流程如圖6所示， 

溫差能(約5℃溫差)可以讓蒸發器作 

熱交換(吸熱Qc)將液態冷媒蒸發成為 

氣態，再透過低電力消耗的壓縮機將 

氣態冷媒轉變成高溫高壓之氣體，再 

透過冷凝器作熱交換(放熱Qh)將氣態 

冷媒冷凝成為液態，再透過膨脹閥將 

冷媒轉炇成低溫低壓之液體。 

(二)逆卡諾循環 

逆卡諾循環：這是一個結構最簡單的熱泵至少有一個高溫熱源和一個低溫熱源，因此這

個熱機必然是由兩個等溫過程（當工作物質與兩個熱源分別接觸時）和兩個絕熱過程（當工

作物質與熱源脫離時），所組成的一個循環稱為卡諾循環，冷凍循環以逆序進行稱為逆卡諾

循環，如圖7所示。(節約能源中心，民國95年) 

圖6 熱泵的熱循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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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逆卡諾循環圖 

(三)熱泵性能系數計算 

冷凍能力為蒸發器散熱量由狀態點SH-2-3-SL 連結成之面積冷凍機製冷能力。 

QE=(SH-SL)×TL 

冷凝器散熱量由狀態點SH-2-3-SL 連結成之面積熱泵製熱能力。 

QC=(SH-SL)×TH 

壓縮機作功由狀態點1-2-3-4 連結成之面積壓縮機耗功。 

KW=QC-QE 

性能係數COP(coefficient of performance) = OUTPUT / INPUT 

冷凍機COPr =冷凍能力QE/壓縮功KW 

熱泵COPh =製熱能力QC/壓縮功KW 

故COPh = COPr + 1(節約能源中心，民國95年) 

(四)熱泵性能係數COP 可達多少？ 

1.熱泵系統的設計概念是利用冷媒於蒸發器吸收大氣中或水中（低溫熱源）的熱能並將之轉

換於冷凝器加熱水溫（高溫熱源）使水溫升高，並同時供應低溫空氣冷卻、除溼，達到以

低能源輸入（kW）便能同時供應冰水、冷氣（QE）及熱水（QC）。 

2.冷凍機性能係數COPr = 冷凍能力QE/壓縮功KW，一般空調1kW 的電大約可產生2kW 的

冷氣，故一般冷氣的性能係數COPr 為2.0 ，而熱泵熱水系統性能係數COPh =冷凍機COPr 

+1可達到3.0 或更高（COP 值越高表示效能越好）。 

3.如果在分析熱泵熱水系統的效能時，同時也考慮它的所提供額外的冰水或冷氣的話，熱泵

熱水系統的總性能係數COPt（熱泵COPh + 冷凍機COPr ）更可達到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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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電熱水器的效能為1.0，而熱泵熱水系統之性能係數可達3.0，因此可節省相當多的費用，並

且在選購熱泵熱水系統上亦可達到快速短期內回收的效益。(節約能源中心，民國95年) 

 

肆、節能熱水器的效益分析 

各種熱水加熱設備加熱 1,000L.℃熱水能源使用成本比較，見表1熱泵加熱熱水成本約 

0.77 元/1,000L.℃，較柴油鍋爐 2.17 元/1,000L.℃，低約 65%，且操作安全。熱泵節能量相對

可抑低二氧化碳排放量，見表2 二氧化碳排放指數(能源耗用量與 CO2換算表)。(節約能源

中心，民國95年) 

表1 各種熱水加熱設備加熱 1000L.℃熱水能源使用成本比較 

設備熱能值 熱水加熱 

設備 

能源種類 
平均熱效率

COP值 Kcal/元 元/1,000L.℃ 

節省

% 
能源產出物 

小型熱水爐 柴油 0.80 302 3.31 76 熱水+廢氣 

電熱水鍋爐 高壓用電 0.95 409 2.44 68 熱水 

小型熱水爐 天然氣 0.80 511 1.95 61 熱水+廢氣 

小型熱水爐 鍋爐油 0.80 570 1.75 56 熱水+廢氣 

熱泵 高壓用電 3.0 1290 0.77 0 熱水+乾爽冷氣

註： 

1.計算例Q＝m×CP×(T1－T2)則加熱1,000L水升高1.℃所需熱量為Q(kcal)＝1,000L×1kcal/kg.℃

*1℃＝1,000kcal。 

電熱水鍋爐設備熱能值 kcal/元=(860kcal/kWh×COP 0.95)÷2 元/kWh=409kcal/元 

元/kL.℃＝1,000kcal÷設備熱能值 409kcal/元=2.44 元/kL.℃ 

2.各類能源熱值參照經濟部節約能源技術手冊，如下表2 所示。 

3.以上油氣價格參照 95 年 9 月 29 日，中油公佈價格自行調整。 

4.柴油以 23.3 元/l，熱值 8,800kcal/l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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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高壓電價以 2 元/kWh,熱值 860kcal/kwh 計。(飯店，醫院) 

6.天然氣以 14.1 元/l，熱值 9,000kcal/l 計。 

7.鍋爐油(S=5%)以 12,9 元/l，熱值 9,200kcal/l 計。 

8.熱泵以平均 COP=3.0 計算。 

9.加熱溫度可達 60℃，不足部份，可採熱水鍋爐加熱。 

10.能源單價，近年能源價格變動大，可參考中油及台電電價表計算。 

 

表2 空氣對水型熱泵取代低溫60℃水溫以下電能鍋爐/柴油鍋爐(例) 

CO2排放指數 熱值 

原始單位 能源別 熱值單位IPCC 

Kg-C/GJ 單位 Kg-CO2

油當量單位 

T-CO2/KLOE 
Kcal/原始單位 

LPG 17.2 1 1.74 2.36 6,635 

柴油 20.2 L 2.70 2.76 8,800 

燃料油 21.1 L 2.95 2.89 9,200 

天然氣 15.3 M3 2.10 2.10 9,000 

電 - 度 0.66 - 860 

註:1.1kLOE=9.0×106kcal，107kcal=41.868GJ，1度電產生0.66kg CO2 

李舒宏等(2005)實驗結果得到太陽能熱泵空調熱水器的能效比最大可達3.85，平均在3.0

以上，並分析討論了各種參數變化對系統的影響，在此基礎上做出了耗能分析以及費用比較

表，如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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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各種制取熱水裝置運行耗能以及費用比較表 

項目 耗熱/MJ 效率% 

每天 

耗能/MJ 

每升水 

耗能/KJ 

全年 

耗能/GJ 

每天 

費用/元 

每升水費

用/10
-2
元

初投 

資/元 

每天每人

費用/元 

全年費 

用/元 

墄市煤氣 33.6 80 42 210 12.600 2.511.255 1500 0.628 902.36

天然氣 33.6 80 42 210 12.600 2.6 1.3 1500 0.650 928.87

液化氣 33.6 80 42 210 12.600 4.86 2.43 1500 1.215 1609.00

電熱水器 33.6 90 37.333 186.67 11.1999 5.29 2.645 1800 1.323 1767.03

電熱水器(低壓電) 33.6 90 37.333 186.67 11.1999 3.11 1.555 1800 0.778 1112.95

太陽能電輔助 33.6 90 14.4 72 4.320 2.04 1.02 2000 0.510 812.14

熱泵熱水器 33.6 300 11.2 56 3.360 1.59 0.8 2300 0.398 706.11

太陽能熱泵熱水空調 33.6 300 7.84 39.2 2.352 1.11 0.555 2800 0.278 613.28

註：每天4人消耗熱水200L，全年按300d計算；冷水溫度15℃，熱水溫度55℃;10a使用周期 

由表3可以得知，全年使用費用由低至高排列如下，太陽能電輔助、太陽能熱泵熱水空

調、熱泵熱水器、城市煤氣、天然氣、電熱水器(低壓電)、液化氣、電熱水器，太陽能電輔助

熱水器是最經濟實惠又環保的選擇，但是會局限於氣候因素，又因為太陽能熱水器的所需的

受熱面積很大，因此大樓的用戶因人數多，屋頂可受熱面積有限，所以並不適合用太陽能電

輔助熱水器，這時就可以改選用太陽能熱泵熱水空調或熱泵熱水器，用最少的電能來轉換溫

差能以達到最大效用。 

 

伍、結論 

根據研究結果在選用熱水器時需考量下列各項因素：熱水需求量、居住型態、氣候、日

照時間、施工可用空間、設備施工預算、施工難易度、燃料取得的便易性、燃料的成本、燃

料的熱質、燃料的污染性、燃料的熱效率、設備使用年限、設備維修成本等因素，根據這些

因素整理各種熱水器的優缺點比較，如表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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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各種熱水器的優缺點比較表 

種類 優點 缺點 

柴油鍋爐

熱水器 

燃料的熱質高，設備成本低，供水量

大，快速加熱，容易裝設，不受氣候

限制 

耗能大，高污染，高危險，熱效率差，

使用年限短，熱源成本高，熱源供應成

本受市場波動影響大，設備占空間 

電能熱 

水器 

設備成本低，低污染，熱效率尚可，

供水量小，容易裝設，設備不占空間，

不受氣候限制 

燃料的熱質低，加熱時間長，耗能大，

使用年限短，熱源成本高 

瓦斯熱 

水器 

燃料的熱質高，設備成本低，供水量

大，供水量大，快速加熱，容易裝設，

不受氣候限制，設備不占空間 

耗能大，高污染，高危險，熱效率差，

使用年限短，熱源成本高，熱源供應成

本受市場波動影響大 

太陽能 

熱水器 

低污染，安全，熱效率尚可，使用年

限長，熱源不用成本且取之不盡 

設備成本高，維修成本高，加熱速度受

制於氣候，供水量受制於太陽能板面

積，不易裝設 

熱泵 

熱水器 

低污染，安全，熱效率極佳，使用年

限長，供水量大，熱源成本低，不受

氣候限制 

設備成本高，維修成本高，溫差須大於5

℃，不易裝設，設備占空間 

總而言之，在台灣的環境中，各種熱水器都有其適用的熱水需求，柴油鍋爐熱水器適合

大量高溫熱水需求使用，例如：工廠、醫院，電能熱水器適合小量中溫熱水需求使用，瓦斯

熱水器適合在中量中高溫熱水需求使用且取易取得瓦斯的地區，例如：有天然瓦斯供應的都

會區，太陽能熱水器適合小量中溫熱水需求使用且日照時間長的地區，例如：日照時間長的

中南部透天房子，熱泵熱水器適合需大量中溫熱水需求使用，例如：社區大樓、醫院、游泳

池、學校宿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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