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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間氫氟碳化物（HFCs）管制與

其替代品發展趨勢

摘要

蒙
特婁議定書自 1996 年起開始管制氟氯烴

（ HCFCs），主要推動的替代品是氫氟碳化物

（HFCs），包括R134a、R410A、R404A等；這些替代

品雖無破壞臭氧層潛勢值（ODP值），但具有高溫暖

化潛勢值（GWP值），排放到大氣之後會加劇全球暖

化與氣候變遷問題，間接減緩臭氧層恢復的速度。歐

盟、美國、日本等先進國家自2014年起陸續公告禁止

使用高GWP值替代品於特定類型之空調及冷凍冷藏設

備；蒙特婁議定書更於2016年通過「吉佳利修正案」

（Kigali Agreement），將HFCs納入管制物質並訂定削減

時程，期望以蒙特婁議定書的管制模式再次成功削減

溫室氣體HFCs，避免抹煞蒙特婁議定書多年來的貢獻

與成就。

我國依循蒙特婁議定書的管制規範逐步削減CFCs與

HCFCs，現階段市場上冷凍空調設備使用之替代冷媒

大部分以HFCs混合冷媒為主，為此本文旨在研析國際

間HFCs管制策略及替代品發展趨勢，以作為我國冷凍

空調業未來推動低GWP值替代品之參考。

一、前言

國際間因應臭氧層破洞的問題，已於1987年通過蒙

特婁議定書，藉由源頭（生產與進口）逐步管制氟氯

碳化物（CFCs）與氟氯烴（HCFCs）等臭氧層破壞物質

之消費量（即生產+進口 -出口）與生產量，迄今蒙特

婁議定書已成功讓全球各國淘汰CFCs，且已開發國家

已削減90%之HCFCs消費量與生產量，大幅減緩臭氧

層破洞的問題。

HCFCs替代品以HFCs為主，包括R134a、R410A、

R404A等，但因其具高溫暖化潛勢（GWP）值，排放

到大氣後會加劇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問題，因此歐

盟、美國、日本等先進國家自2014年起陸續公告禁

止使用高GWP值替代品於空調及冷凍冷藏設備；蒙

特婁議定書更於2016年通過「吉佳利修正案」（Kigali 

Agreement），將HFCs納入管制物質並訂定削減時程，

管制削減的方式如同CFCs與HCFCs削減模式，從源

頭逐步削減HFCs的消費量與生產量。

我國非蒙特婁議定書締約方，然而為保護國內產業

免受議定書的貿易限制條款制裁，政府於1992年即達

成遵守蒙特婁議定書規定的共識。另，我國冷凍空調

生產廠商與進口廠商過去為因應蒙特婁議定書的管制，

生產與進口之設備已全面轉為使用HFCs類冷媒，對於

是否仍有足夠能力因應吉佳利修正案管制規範，目前

是產官學研各界再次積極投入合作的時機。

二、國際HFCs管制動態

(1) 吉佳利修正案

蒙特婁議定書已於2016年通過「吉佳利修正案」，

將HFCs納入管制並訂定各締約方之HFCs年消費量上

限值，且基於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HFCs管制時

程如同管制CFCs、HCFCs一樣區分為已開發（簡稱A2

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簡稱A5國家）外，另考量部分

國家（如印度、中東國家）因替代困難，允許其有稍

晚的管制時程。

以已開發國家為例，A2國家第一階段管制目標為

2019年削減至基準量的90%，後續2024年、2029年、

2034年與2036年則依序削減至基準量的60%、30%、

20%、15%；以開發中國家為例，中國、泰國、新加

坡、韓國等A5國家採A5 GI的管制時程，自2024年

凍結基準量，後續2029年、2035年、2040與2045年

則依序削減至基準量的90%、70%、50%、20%，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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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減時程如表1。

A5 GI： 除A5 GII 10個國家以外的開發中國家

A5 GII： 巴林、印度、伊朗、伊拉克、科威特、阿曼王

國、巴基斯坦、卡達、沙烏地阿拉伯、阿拉

伯聯合大公國等共10個國家

A2： 除A2 Russia 5個國家以外的已開發國家

A2 Russia： 俄羅斯、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塔吉克

斯坦、烏茲別克等國家等共5個國家
圖1、吉佳利修正案削減時程圖

吉佳利修正案已於2019年1月1日正式生效，截至

2020年3月，全球已有歐盟、日本、加拿大、澳洲、

紐西蘭、墨西哥及非洲等93個締約方批准並履行吉佳

利修正案的管制時程，而美國、中國、韓國、新加

坡、馬來西亞、泰國 ...等皆尚未完成批准，僅開始進

行國內評估與規劃因應策略工作，期能達成吉佳利修

正案的管制目標。

(2) 歐盟

歐盟早於吉佳利修正案通過前已公告HFCs管制

措施，於 2014 年 5 月 20 日修正公告氟氣體法規

（ fluorinated greenhouse gases regulation，簡稱F-gas法

規），針對HFCs訂定逐步削減時程和核配方式，並訂

定不同冷凍空調設備、發泡與滅火器的禁用時程，以

下重點說明冷凍空調部分：

• 商用密閉冷凍冷藏系統：自2020年1月1日起，不得

含GWP值超過2,500的HFCs冷媒（例如R404A），並

自2022年1月1日起不得含GWP值超過150的HFCs冷

媒

• 固定式冷凍冷藏系統：自2020年1月1日起，不得含

GWP值超過2,500以上的HFCs冷媒，但冷凍功能達

攝氏零下50℃的設備除外

• 移動式家用密閉空調設備：自2020年1月1日起，不

得含GWP值超過150的HFCs冷媒

• 單一分離式空調系統（HFCs充填量低於3公斤）：

自2025年1月1日起，不得使用GWP值超過750的

HFCs冷媒

F-gas法規已自2015年開始凍結並逐年削減所有含氟

氣體（包括HFCs、PFCs、SF6），期望至2030年達成

削減至2014年之79%。

(3) 美國

為遵循蒙特婁議定書管制規範，美國於1990年修正

空氣清淨法（Clean Air Act，CAA）訂定第六章臭氧層

保護管制規範（ 601-618），據此要求美國環保署審查

列管破壞臭氧層物質（ODS）之替代品，並針對不同

用途別公告可接受、不可接受、或有條件接受、或限

特定用途接受的替代品名單，因此訂定特定新替代政

策（Significant New Alternatives Policy，SNAP）不定期審

查與公告可接受與不可接受替代品 1，詳如表 1，重點說

明如下：

• 零售食品業遠程冷凝機組（例如超商超市冷凍冷藏

設備）：自2018年1月1日起新設備禁止使用R404A、

R507、 R421B、R422A、R422C、R422D等HFCs冷

媒

• 冷凍冷藏食品加工業：自2021年1月1日起新設備禁

止使用R404A、R507A、R407A、R407C、R407F等

HFCs冷媒

• 冷凍庫房：自2 0 2 3年1月1日起新設備禁止使用

R404A、R507A、R407A、R410A等HFCs冷媒

(4) 日本

因應蒙特婁議定書，日本制定「氟利昂類化學品使

用合理化與管理合適相關法規」（フロン類の使用の
合 理 化 及 び管 理 の適 正 化 に関 する法 律），簡稱氟
利昂排放抑制法（フロン排出抑制法），從源頭管制
ODS；另，為因應高GWP值的HFCs使用需求大幅增

加而造成的排放量增加，已於2013年6月修正公告氟

利昂排放抑制法，從源頭管制高GWP值的化學品，也

強化管制設備日常使用的定期檢定，以及強化管理充

填回收業者的操作，並於2019年再次修正公告強化違

1 美國SNAP Program審核通過的替代品名單https://www.epa.gov/snap/snap-
substitutes-s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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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歐盟、美國與日本之高GWP值替代品管制資訊

歐盟（F-gas） 美國（SNAP） 日本（氟利昂排放抑制法）
常用冷媒

種類 應用/設備 GWP
上限

禁用
日期 應用/設備 禁用冷媒種類 禁用

日期 指定產品 GWP 
上限 禁用日期

車用空調
R134a 車用空調 150 2017 輕型車用空調 HFC-134a 2021 車用空調 150 2023

固定式空調與冷凍冷藏

R134a 家用冷凍冷藏 150 2015 家用冷凍冷藏
R134a、R404A、
R507A、R407C、

R407F及其他
2021

R134a
R404A

商業用冷凍冷
藏(密閉)

2500 2020

獨立低溫機組

R134a、R404A、
R407A、R407C、
R407F、R410A、

R507A及其他

2020

R134a
R404A

冷凍食品加工
R404A、R507A、

R407A、R407C
R407F及其他

2021

獨立機組
(中及低溫) R404A、R507A 2016.07

(R)

R134a 150 2022

獨立中溫機組

R134a、R404A、
R407A、R407C、
R407F、R410A、

R507A及其他

2019
(<2,200 Btu/hr)

2020
(≥2,200 Btu/hr)

自動販賣機

R134a、R404A、
R407C、R410A、

R507A及其他
2019

R404A、R507A 2016.07
(R)

R404A
R407A
R507

零售食品/超市
(40kW以上商

用系統)
150 2022

零售食品冷凍
冷藏(超商超

市)

R404A、R507、 
R421B、R422A、

R422C、R422D及其
他

2016.07
(R) 冷凍冷藏

(用於分離式
展示櫃)

1500 2025

R404A
零售食品/超市
(串聯系統製冷

劑迴路)
1500 2022

R404A、R507、 
R421B、R422A、

R422C、R422D及其
他

2018

冷凍庫房
R404A、R507A、

R407A、R410A及其
他

2023 冷凍庫房
(>50000m3) 100 2019

R134a
R407C
R410A

冰水機(包括
離心、往復、
螺旋、渦捲型

式)

R134a、R404A、
R507A、R407C、

R410A及其他
2024

商用空調
（<3RT） 750 2020

商用空調
（>3RT） 750 2023

商用空調（離
心式冰水機） 100 2023

R410A

可移動式家用
空調設備 150 2020

家用空調 750 2018單一分離式空
調且F-gas低於

3公斤
750 2025

R： Retrofit，即設備換裝 /改造

法處分內容。

該法規中依設備的替代可行性逐步訂定禁用時程，

重點說明如下：

• 家用空調：自2018年1月1日起禁用GWP值大於750的

冷媒（例如R410A）

• 冷凍庫（超過50,000立方公尺）：自2019年1月1日起

禁用GWP值高於100的冷媒（例如R404A）

• 辦公室或商店之商用空調（低於3RT）：自2020年1

月1日起禁用GWP值大於750的冷媒（例如R410A）

• 辦公室或商店之商用空調（大於3RT）：自2023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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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日起禁用GWP值大於750的冷媒（例如R410A）

• 辦公室或商店之商用空調（離心式冰水機）：自

2023年1月1日起禁用GWP值大於100的冷媒（例如

R134a、R245fa）

• 車用空調：自2023年1月1日起禁用GWP值高於150的

冷媒（例如R134a）

• 冷凝與冷藏機組（不包含額定輸出功率低於1.5kW的

壓縮機）：自2025年1月1日起禁用GWP值高於1,500

的冷媒（例如R404A、R407C、R410A）

三、替代品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蒙特婁議定書技術暨經濟評估

委員會（TEAP）每年會分析空調與冷凍冷藏、清洗、

發泡等用途之替代品與替代技術的發展趨勢，2019年

TEAP研析報告重點摘要如下：

1. 商業用冷凍冷藏之冷媒替代

商用冷凍冷藏設備主要功用為儲存或展示食品與飲

料，依其所需溫度可分為0~8℃（中溫），用於保存

食品與飲料，以及 -18℃（低溫），用於冷凍食品與

冰淇淋。其中，超市冷凍冷藏設備已大多由R404A

轉為使用R448A、R449A、R449B、R452A、R407H、

HFO450A及R513A，且使用量持續成長，此轉換趨勢

是由歐盟和美國開始。零組件製造商（如壓縮機、膨

脹閥、控制閥等）除研發新設備，亦研究既有設備直

接換充（drop in）前述替代冷媒。

獨立式冷凍冷藏設備部分，冷媒管路是完全密封

的，如果沒有發生嚴重洩漏，此類設備將依其壽命

而汰換冷媒。現階段以R448A、R449A或R452A替

代R404A，而R407系列的冷媒，如R407A、R407F

或R407H在各國已有大量替代R404A的應用案例；而

R134a則以R450A或R513A進行替代；國際間亦開始評

估使用HFO1234yf和HFO1234ze(E)的可行性。此外，

越來越多獨立式冷凍冷藏設備轉為使用HC290，但此

類產品的容量將因HC290的充填量而受到限制。

另自然冷媒部分，R744（二氧化碳）串聯系統

（ cascade systems，即使用R744串聯HFC134a、R450A、

R513A、R717）已廣泛使用於超商或超市的冷凍冷藏設

備，尤其是歐洲地區。

2. 運輸用冷凍冷藏之冷媒替代

R452A之冷凍能力、燃油效率、可靠性及冷媒充填

量與R404A相似，而GWP值約僅R404A的一半（約

2100），且R452A具不燃性與壓縮機排氣溫度低等特

性，故可作為冷凍卡車與冷凍拖車之替代品，在歐洲

已廣泛地使用，另R452A亦可直接換充於R404A的設

備。冷藏車或大型海運集裝箱（marine containers）部分

則持續評估使用R513A的可能性，而大規模的海運集

裝箱（數百箱以上）則以R744（二氧化碳）進行測試。

漁船部分，近年新建的冷藏船皆使用R717，在歐洲新

建的漁船是使用R717或R717/ R744。

3. 冰水機之冷媒替代

已陸續推出商業化的產品，包括HFO-1233zd（E）、

R-452B、R513A、R514A、HFO-1234yf及HFO-1234ze

（E）等，詳如表2。

4. 空調之冷媒替代

日本、東南亞和澳洲越來越多住宅與輕型商用空調

（< 8 kw）使用R32空調，且正逐步擴展至歐洲。中國

空調設備的生產線已轉為HC-290，不過由於易燃性問

題，除了小型攜帶型設備外市場有限。而印度HC-290

分離式空調已商業化，其他幾個高溫國家也正轉換

HC-290設備的生產線。

整體而言，為削減高GWP值冷媒替代品，國際間

陸續開發低GWP值替代品，純物質部分，開發的替

代品包括R1234yf、R1234ze及R1233zd等HFOs（不飽

和HFCs），前述HFOs皆屬於低密度的冷媒，即相同

管徑下通過的冷媒量較少；就安全性而言，除R1233zd

屬於不燃性冷媒外，其餘兩者具微燃性，故使用時須

限制冷媒充填量。混合物部分，為降低高GWP值的

HFCs，現階段開發的混合冷媒大多會摻配HFOs，故

相互間的化學特性相似，且大部分仍具微燃性，故

TEAP評估安全標準工作委員會近年刻正展開檢視與更

新冷媒安全標準規範，以確保具微燃性冷媒使用與設

備應用上之安全性。現階段開發的替代品之GWP值與

安全性如圖2。

四、	我國冷媒使用現況

我國自主遵守蒙特婁議定書規範，過去國內消防產

業、電子業、發泡產業、冷凍空調產業及其他相關產

業，為與政府共同保護臭氧層，積極測試與轉用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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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冰水機之替代品

設備 目前使用的冷媒 商業化替代冷媒

大型冰水機
• 離心式壓縮機
• 使用低壓冷媒

• R1231
• R245fa（不常見）
• R 7 1 8（水，不常
見）

• HFO-1233zd（E）
• R514A
• R718

大型冰水機
• 離心式壓縮機
• 使用中壓冷媒

• R134a

• R513A
• HFO-1234yf
• HFO-1234ze（E）
• HFO-1224yd（Z）

中型冰水機
• 螺旋式壓縮機

• R134a
• HC-2903
• R7172

• R513A
• R450A
• HFO-1234yf2

• HFO-1234ze（E）2

• HC-2903

• R7172

小型冰水機
• 渦卷式或往復
式壓縮機

• R407C
• R410A

• R322

• R452B2

• R454B2

• HC2903

• R744

註1：  A2國家已於2020年禁用於新設備、A5國家為2030年
禁用

註2：屬於微燃性冷媒 
註3：屬於易燃性冷媒

圖…2、冷媒替代品發展現況

品，並遵循蒙特婁議定書管制時程，積極停止使用破壞臭氧層

物質，經統計32年來，我國從源頭削減已累積超過40萬公噸

的CFCs及HCFCs，相當於累積削減2,700百萬公噸CO2當量。

因應我國CFCs及HCFCs管制，國內廠商已陸續轉為使用

HFCs，主要應用是以冷凍冷藏與空調設備之冷媒為主，發泡

劑、滅火劑、噴霧罐與清洗劑等用途占少部分，重點說明如

下：

• 冷凍空調設備之冷媒：自1994年7月1日起實施

「國產 及國外進口 應全面改用非氟氯碳化物

（CFCs） 媒系統」、1996 1月1日起實施「國

內產製電冰箱及國外進口電冰箱應全面改用非

氟氯碳化物 媒系統」、自2011年禁止R22使用

於7.1 kW以下之窗型空調（含分離式）新生產

設備冷媒之填充，以及自2016年禁止R22使用

於冷凍冷藏、空調新生產設備及新建、工程之

冷媒填充等相關公告與規範，國內廠商陸續

將車用空調與電冰箱轉為使用R134a、空調與

冷凍冷藏設備轉為使用R410A、R32、R134a、

R404A、R407C與R507A等，另國內廠商近年也

積極嘗試低GWP值之HFCs冷媒，如R448A、

R449A與R427A等冷媒

• 發泡：自2016年1月1日起已全面禁止任何種類

HCFCs使用於發泡用途，故現今我國發泡以環

戊烷為主，極少部分使用R365mfc與R152a

• 滅火設備：作為滅火劑使用，如R227ea

• 噴霧罐：作為噴霧罐之推進劑，如R134a

• 清洗劑：作為設備之清洗溶劑，如R365mfc

有鑑於此，HFCs為現階段我國最廣泛使用的

替代品種類，且這些HFCs之GWP值大多超過

一千多，是國際間優先要停用的管制物質。因此

如何持續符合國際管制規範、協助產業轉換使用

低GWP值替代品，以避免設備產品出口至其他

國家時遭到阻礙，將是政府與產業的共同挑戰。

五、結論

作者研析國際HFCs管制策略與替代品趨勢後，

提出以下幾點淺見：

（1） 轉換使用低GWP值替代品已成趨勢，但

技術研究與發展仍是推動削減HFCs的重要關鍵

因子。但目前全球研發的替代品主要分為自然冷

媒類、HFOs類及混合的HFCs類，而這些冷媒性

質較有易燃性、高壓力或毒性。因此，產官學研

各界應共同合作，提供廠商使用這些冷媒時應如

何注意安全問題及解決方案。

（2） 冷凍空調設備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包括直

接的冷媒排放外，另有因使用能源造成的間接排

放，因此，設備在選擇低GWP值替代品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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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其能源效率的效益亦是關鍵

重點。

（3） 冷凍空調設備的安裝與

維修，因替代品性質具易燃性

或高壓力，將增加操作員工的

安全風險，且涉及建築既有規

範。因此建議政府與產業公會

應強化員工的教育訓練，並合

作研議相關法規修訂事宜。

（4） 全球資源有限且冷媒的

管制愈趨嚴格，強化冷媒的回

收再利用工作，以減少冷媒的

生產，亦是冷媒管理的重要一

環，因此建議產官學研各界可

強化回收冷媒品質的研發工作，

提升冷媒的再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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