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ED 照明標準因應小組」105 年第 4 次會議  

會議議程  

 

一、主席致詞  

二、報告案  

（一）「LED 照明標準因應小組」105 年第 3 次會

議決議事項及辦理情形（LED 照明標準因

應小組秘書處報告）  

（二）第 13 屆兩岸信息產業和技術標準論壇成果

分享(華聚產業共同標準推動基金會報告) 

（三）參加 2016 美國能源之星 (ENERGY STAR) 

會議心得分享 -LED 標準更新（財團法人全

國認證基金會報告 ) 

（四）105 年 LED 照明標準因應小組暨 LED 照明

國家標準說明會辦理情形（LED 照明標準

因應小組秘書處報告）  

三、討論案  

「LED 照明標準因應小組」105 年度執行成果及

106 年度會議之議題規劃（LED 照明標準因應小組

秘書處報告）  

四、臨時動議  

五、散會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 105年第3次會議決議事項及辦理情形 

報告案(一) 

「LED照明標準因應小組」105年第4次會議 

LED照明標準因應小組秘書處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 

105 年 1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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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事項及辦理情形(1/4) 

議題 1 「LED照明標準因應小組」105年第3次會議
決議事項及辦理情形 
 

（LED照明標準因應小組秘書處報告） 

決議 

事項 

1.本案洽悉。 

2.感謝秘書處針對前次會議之決議及辦理情
形所進行之整理與報告，會議決議中屬於
持續辦理之事項請賡續推動。 

辦理 

情形 

持續依歷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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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事項及辦理情形(2/4) 

議題2 我國LED照明產業發展趨勢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報告) 

決議 

事項 

1.本案洽悉。 

2.感謝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林組長志勳
針對我國LED照明產業發展趨勢所進行之
分析與報告。 

3.本項報告之相關資訊可作為國內產業界掌
握我國LED照明市場發展趨勢之參考。 

辦理 

情形 

本簡報資料已上傳本小組網頁，提供各界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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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事項及辦理情形(3/4) 

議題3 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VR)相關技術及發
展趨勢簡介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報告） 

決議 

事項 

1.本案洽悉。 

2.感謝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劉組長建志
針對虛擬實境(VR)相關技術及發展趨勢所
進行之分析與報告。 

3.本項報告之相關資訊可作為國內產業界掌
握VR相關技術及發展趨勢之參考。 

辦理 

情形 

1.簡報資料因部分涉有機密性，不宜公開分
享。 

2.並將持續關注VR相關技術及發展趨勢，以
提供本小組會員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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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事項及辦理情形(4/4) 

議題4 105年LED照明標準因應小組暨LED照明相
關國家標準說明會規劃情形 
（LED照明標準因應小組秘書處報告） 

決議 

事項 

1.本案洽悉。 

2.感謝秘書處針對105年LED照明標準因應
小組暨LED照明相關國家標準說明會規劃
情形報告，並請依規劃辦理相關事宜。 

辦理 

情形 

1.本次說明會共計71人參加，相關簡報資料
已上傳本小組網頁，提供各界參考。 

2.將針對本次說明會所蒐集之相關意見，列
入106年說明會的辦理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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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事項及辦理情形(4/4) 

議題5 「LED照明標準因應小組」105年第4次會議
之議題規劃 
（LED照明標準因應小組秘書處報告） 

決議 

事項 

105年第4次會議暫定之討論議題，包含報告案「105年第
3次會議決議事項及辦理情形」、「第13屆兩岸信息產業
和技術標準論壇成果分享」、「參加2016美國能源之星
(ENERGY STAR) 會議心得分享」及討論案「LED照明
標準因應小組105年度執行成果及106年度議題規劃」。 

辦理 

情形 

1.秘書處已參照105年度第3次會議決議，邀請華聚產業
共同標準推動基金會鍾處長育榮簡報，議題為「第13

屆兩岸信息產業和技術標準論壇成果分享」，及邀請
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陳專員俊毓簡報，議題為
「參加2016美國能源之星(ENERGY STAR) 會議心得
分享-LED標準更新」。 

2. 上述報告案，已安排於本次會議，詳如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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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第十三屆- 黑龍江‧哈爾濱 

海 峽 兩 岸 信 息 產 業 和 技 術 標 準 論 壇 

華聚產業共同標準推動基金會  鍾育榮 
2016年12月21日 

-成果分享- 



舉辦時間及地點 

 時間：9/6(二)~9/7(三) 

 地點：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太陽島花園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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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說明 

一. 第十三屆《海峽兩岸信息產業和技術標準論壇》由本會與中電標協、通信標協

共同主辦，華聚基金會江丙坤榮譽董事長與陳瑞隆董事長共同率團前往，大陸

方面工信部懷進鵬副部長及國台辦高層領導將率相關司局領導，以及大陸資通

訊企業高層與會， 吸引兩岸產業界專家與代表逾400位貴賓參與。 

二. 兩岸產業共同面臨升級轉型、創業創新的挑戰，本屆論壇延續了去年第十二屆

台北淡水標準論壇的共識，兩岸共同在5G、智慧製造、雲計算、物聯網、車

聯網等五大領域擴大交流，協助台灣業者佈局大陸以及國際市場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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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說明 

三. 本屆大會的成果亮點針對兩岸智慧製造以及5G標準洽簽合作備忘錄，並發佈

LED、太陽光電與雲計算三個領域的共通標準文本，同時，召開十一組專家分

論壇與工作組，進行專業研討：智慧製造、LED半導體照明、平板顯示、太陽

光電、鋰離子電池、汽車電子、雲計算、移動通信/移動互聯網(4G/5G) 、服

務應用、網路演進、傳感器(半導體)，總計達成33項共識結論。 

四.  哈爾濱為懷副部長的故鄉，近年來，黑龍江省也在工信部振興東北老工業與

中國製造2025的政策驅動之下，依據自身優勢率先打造一批以新一代電子信

息(新材料、新能源裝備、新型農機/交通運輸裝備)、智慧製造、現代農業(綠

色食品、深加工等)為主的產業，帶動強大的內需市場與轉型發展的條件，論

壇會後華聚安排台方代表團參加當地相關產業考察，加強與地方的合作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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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6日（星期二） 上午           地點:會議中心一樓報告廳 

開幕式、主題演講                 
主持人：待定   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 

時  間 議  程 演講人 

09:00-09:30 開幕式致詞 

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 
待定 

台方貴賓致詞 
華聚產業共同標準推動基金會 

江丙坤 榮譽董事長 
黑龍江省人民政府 

待定 
台灣主辦方代表 

華聚產業共同標準推動基金會 

陳瑞隆 董事長 
工業和信息化部 
懷進鵬 副部長 

09:30-10:00 
主題演講 

推進兩化融合 發展數字經濟 

大陸主辦方代表 
中國通信標準化協會 

鄔賀銓 理事長 
共通標準、案例彙編公佈儀式、合作備忘錄簽署儀式              

主持人：待定  工業和信息化部港澳台辦公室 

10:00-10:20 

共通標準公佈儀式(LED3本、太陽光伏2本、雲計算2本) 

發佈雲計算案例彙編2.0 

合作備忘錄簽署儀式 
1. 海峽兩岸推動智慧製造共通標準制定合作備忘錄 
(簽署人：華聚/陳瑞隆董事長、台灣智動協會/卓永財理事長、電標協/胡燕理事長、通標協/鄔賀銓理事長) 
2. 海峽兩岸推動5G合作備忘錄 
(簽署人：華聚/陳瑞隆董事長、台灣資通訊產業標準協會/曾鏘聲理事長、通標協/鄔賀銓理事長、電信發展產
業聯盟/楊驊秘書長) 

10:20-10:30 茶    歇 

大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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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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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議  程 演講人 

專題演講               

主持人:  楊澤民  中國通信標準化協會副理事長兼祕書長（陸方） 

          林坤銘  華聚產業共同標準推動基金會執行長（台方） 

10:30-10:50 

物聯網 

專題演講1 

中國通信標準化協會副理事長兼常務副祕

書長 

代曉慧 

10:50-11:10 專題演講2 
力晶集團總裁暨創辦人 

黃崇仁 

11:10-11:30 

智慧製造 

專題演講3 
中國機械工業聯合會特別顧問、名譽主任  

朱森第 

11:30-11:50 專題演講4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理事長 

卓永財 

11:50-13:30                                                          自助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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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6日（星期二）下午 

分論壇（平行舉行）                                 地點：會議中心 

時  間 議  程 地  點 

13:30-14:00 簽到 

14:00-17:00 

半導體照明分論壇 二樓10號會議室 

平板顯示技術分論壇 二樓7號會議室 

太陽能光伏分論壇 一樓0號會議室 

鋰離子電池分論壇 一樓2號貴賓室 

汽車電子分論壇 二樓16號會議室 

雲計算分論壇 二樓15號會議室 

移動通信/移動互聯網分論壇 一樓1號會議室 

網路演進分論壇 二樓4號貴賓室 

服務應用分論壇 一樓3號貴賓室 

智慧製造分論壇 一樓3號會議室 

IC標準工作組(閉門會議) 一樓5號會議室 

18:00-20:00 大會晚宴(全體代表) 會議中心一樓報告廳 



大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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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7日（星期三）                  

時  間 議  程 地  點 

08:30-10:20 
閉門總結會 

(確認未來各組合作共識結
論與具體合作方向) 

二樓15號會議室 

10:30-11:00 新聞發佈會 一樓3號會議室 



大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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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產業考察： 

1.哈爾濱工業大學-國家機器人實驗室與集團公司 

2.智能製造產業(智能製造、高檔數控機床、航空/精密機械等 ) 

3.新一代電子信息產業(新材料、新能源裝備、新型農機/交通運輸裝備) 



台方代表團出席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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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方代表團人數：168位，包含： 

• 企業代表：37家(以電子資通訊企業為主) 

• 兩大法人專家代表：44位 (工研院：32位、資策會：12位) 

• 產業公協會：9家 (三三會(海貿會)、兩岸企業家峰會、工總、

台灣智動協會、台灣工具機公會、創投公會、中華軟協、台灣車

聯網產業協會、台灣電池協會) 



陸方出席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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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方代表團 

(中央：約160位)  

• 工信部：懷進鵬副部長，科技司、電子司、信軟司、通發司、

裝備司、消費品司、國際司等。 

• 國台辦經濟局、交流局。 

• 中國電子工業標準化技術協會、中國通信標準化協會。 

• 電子信息產業相關產、學、研各界專家代表。 

(地方：約200位) 

• 黑龍江省省委書記、副省長、省台辦、省工信委等各級領導，

哈爾濱市各級領導。 



台方出席重要貴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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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丙坤   華聚基金會榮譽董事長 

 陳瑞隆   華聚基金會董事長 

 許勝雄   金仁寶集團董事長、華聚副董事長 

 鄭崇華   台達電子集團創辦人/榮譽董事長 

 黃崇仁   力晶科技集團創辦人/總裁 

 曾鏘聲   華碩電腦副董事長兼總裁 

 卓永財   上銀科技集團董事長 

 黃偉祥   大聯大集團董事長 

 林郭文艷   大同集團總經理 

 謝漢萍   台灣交通大學副校長 

 陳向榮   友嘉集團副總裁  

 王必祿   冠捷科技集團副總裁 



兩岸標準合作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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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首度洽簽智慧製造(工業4.0標準)合作協議，在工信部懷進鵬副部長與

江丙坤榮譽董事長見證下，由陳瑞隆董事長、卓永財理事長(台灣智動協會)、

鄔賀銓理事長(通標協)、胡燕理事長(電標協)共同簽署，初期雙方將針對機

器人與工具機標準，成立兩岸專家技術委員會，進行共通標準的合作。 



兩岸標準合作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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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5年第一屆標準論壇合作迄今，兩岸在3G和4G方面的晶片、終端、

測試等方面有很好的合作，取得了多項研發成果。為開展5G合作，進一步

推動兩岸產業和技術標準合作，經過多次協商，雙方將選定5G技術標準作

為先期合作內容，並根據產業應用發展及各方需求，不斷擴大合作範圍。 



本屆成果-發佈3項領域7本共通標準文本，1本雲計算產業應用案例 

領域 
發佈 

數量 
文本名稱 對產業之效益 

LED 3本 

集成式雙端LED燈安全要求 
此兩本共通標準文本，有助於廠商在銷售產

品至兩岸市場時，不須因標準差異而分別設

計製造，節省成本也節省時間，讓廠商能快

速進入目標市場以及減少差異糾紛。 
集成式雙端LED燈性能要求 

主幹道用LED路燈規格分類和性能

要求 

(即台灣目前提出之快 (高 )速道路

LED路燈標準) 

針對LED路燈取代既有高壓鈉路燈應用於主

幹道照明提出性能標準與規格分類，提供路

燈使用單位採購LED路燈的依據，確保道路

照明品質，引導LED照明產業發展，加速

LED路燈的滲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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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發佈 

數量 
文本名稱 對產業之效益 

太陽光電 2本 

太陽光電元件紫外老化試驗箱輻照

性能測試方法 

領先國際完善紫外光(UV)曝曬試驗設備進

行材料老化的測試標準，符合兩岸太陽光

電產業需求。 

太陽光電元件封裝材料高溫高濕的

加速老化測試方法 

大幅縮短太陽能電池以及模組廠商高溫濕

試驗的所需測試時間13倍，加速研發速度

與降低成本，可提升兩岸太陽光電產業競

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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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成果-發佈三項領域七本共通標準文本，一本產業應用案例 



領域 
發佈 
數量 

文本名稱 對產業之效益 

雲計算 

2本 

整機櫃伺服器整體技術要求 

讓台方及早參與大陸標準化規格討論、共定兩

岸雲端伺服器共通標準，開發高效能低功耗節

能伺服器產品，符合兩岸及國際市場所需。 

微模組資料中心技術要求 

讓台方及早參與大陸標準化規格討論、共定兩

岸資料中心共通標準，開發高效能低功耗節能

資料中心產品，符合兩岸及國際市場所需。 

1本 兩岸雲計算產業應用案例2.0版 

結合兩岸在智慧健康、智慧製造、金融領域、

大數據與混合雲等五個領域之行業或技術應用

案例，供兩岸產業界參考，並共同探索兩案在

雲計算產業共同的合作空間。 

總計 共通標準：7本，1本兩岸雲計算產業應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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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成果-發佈三項領域七本共通標準文本，一本產業應用案例 



歷年兩岸共通標準制定之成果 

領域 共通標準文本數 標準被採用情況 

LED半導體照明 9 其中1項為大陸行業標準，4項為國家標準 

平板顯示 11 其中7項為大陸行業標準，2項為國家標準 

太陽光電 13 
其中2項為大陸行業標準，5項為國家標準 

其中6項為IEC或SEMI國際標準 

移動通信/移動互聯網 9 9項皆為大陸行業標準 

鋰離子電池 1 為大陸行業標準 

汽車電子(車聯網) 1 為大陸行業標準 

雲計算 2 為大陸行業標準 

總計 46 

 其中21項被大陸採用為行業標準 

 其中11項被大陸採用為國家標準 

 其中6項為與大陸共同合作之國際標準 

已成立十一組領域之專家分論壇或工作組進行專業研討，並設置兩岸專家技術委員會進

行制度化對接，目前在6項領域共發佈39本共通標準文本，其中多項大陸已發佈成為其行

業標準或國家標準，甚至更進一步與大陸攜手推動IEC與SEMI國際標準，協助台灣業者

掌握標準制定的先機，佈局大陸及國際市場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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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論壇 分論壇主持人 合作領域 

1.智慧製造(今年新增領域) 黃建中-台灣工具機公會秘書長 機器人、工具機(高檔數控機床) 

2.雲計算 
王瑋-英業達集團資深顧問 

余孝先-工研院巨資中心主任 

應用案例2.0、整機櫃與微模組DC、

opensource 

3.LED半導體照明 朱慕道-工研院電光所組長 道路照明、性能測試、智慧照明 

4.平板顯示技術 應台發-工研院顯示中心總監 
柔性顯示、曲面顯示、IEC國際標

準合作 

5.太陽光電 吳登峻-工研院量測中心組長 
模組與電池老化與可靠度試驗、

IEC國際標準合作 

6.鋰離子電池 高志勇-工研院材化所經理 
電動自行車鋰電池安全、電力儲能

系統 

7.移動通訊/移動互聯網 
鄭聖慶-工研院資通所副所長 

周勝鄰-工研院資通所副所長 
4G應用、5G技術標準 

8.汽車電子 何寶中-資策會副執行長 
車載信息服務、車聯網及ADAS相

關 

9.服務應用 歐麗琴-資策會智通所主任 M2M、IIoT(工業物聯網) 

10.網絡演進 柯獻堂-資策會產推處處長 寬頻接取、SDN 

各組分論壇主持人與合作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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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LED半導體分論壇合作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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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LED半導體分論壇合作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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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其他共同參會單位： 

• 三安光電 

• TCL半導體研究所 

• 電子標準院 

• 中國電科13所 

• 上海時代之光 

• 中國照明電器協會 

• 矽力杰半導體 

• 廈門質檢院...等等 



本屆LED半導體分論壇共識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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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9/7與工信部科技司閉門總結會議，本屆LED分論壇達成3項共識結論： 

1. 修訂共通標準GT 001-2014《半導體照明術語對照表》。 

2. 持續開展LED熱阻檢測技術和LED模組熱特性瞬態測試方法，探討制定共通標

準的可行性。 

3. 對照明系統標準體系進行深入交流，探討制定《照明系統一般要求》、《照

明產品  非主功能模式功率的測量》等共通標準的可行性。 



後續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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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持續關注兩岸LED產業發展動態以及業者需求，配合經濟部產

業發展政策，爭取兩岸標準合作上之優勢互補。同時，透過兩

岸標準論壇的平台，協助台灣產業掌握和參與大陸行標和國標

制定，並共同參與國際標準之佈局與制定。 

2. 由於產業變化與跨領域整合之因素，LED標準合作將朝value 

up提升，從產業需求與應用市場面來探詢下階段合作主題，例

如智慧照明。 



後續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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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關智慧製造標準合作方面，本屆與陸方簽定智慧製造共通標

準合作備忘錄，雙方議定在機器人與工具機方面來推動，其中

「建立兩岸機器人檢測認證」的工作，對於推動我國智慧設備

與機器人品質檢測，以及兩岸未來在智慧機械產業的合作皆具

有重要意義與商機。因此，建議於適當時機邀請台灣智慧自動

化與機器人協會、工研院等合作夥伴一同拜會標檢局，說明機

器人檢測認證合作方面的推動情況。 

 



1.兩岸標準論
壇簽署合作備

忘錄 

2.成立兩岸共
通標準專家技

術委員會 

3.擬定共通標
準合作項目與

內容 

4.開展工作計
劃與研商 

5.發佈兩岸共
通標準文本 

-兩岸十一年十三屆之合作基礎- 
-制度性協商平台- 

兩岸行業主管 
機關的認可 

-經濟部、工信部- 

兩岸事務主管 
機關的支持 

-陸委會、國台辦- 

參考：兩岸共通標準平台落實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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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花絮：開幕式致詞貴賓 



論壇花絮：開幕式致詞貴賓 



論壇花絮：各組討論 



論壇花絮：各組討論 



論壇花絮：各組討論 



論壇花絮：各組討論 



論壇花絮：大會晚宴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報告案(四) 

「LED照明標準因應小組」105年第4次會議 

LED照明標準因應小組暨LED相關國家標準說明會 
105年說明會辦理情形 

LED照明標準因應小組秘書處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 

105年12月21日 



報告大綱 

1.說明會安排 
 

2.參加情況 
 

3.活動照片 
 

4.問卷統計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1 



1.說明會安排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地點: 

時間:  105年10月18日，星期二 

      14:00至17:00舉行 

標準檢驗局行政大樓簡報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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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講題 講師 

13:30-14:00 報到 

14:00-14:10 開場致詞 

14:10-14:40 
LED 照明標準因應小組暨 

LED 照明相關國家標準制定概況簡介 
標準檢驗局 

14:40-15:10 
直接替換型 LED 燈管之安全性標準解析 

(CNS 15829) 

電機工程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 

陳昶龍 委員 

15:10-15:30 休息 

15:30-16:00 

LED 戶外照明重要標準解析 

戶外景觀照明燈具(CNS 15015)、投光燈具(CNS 

15497)、路燈(CNS 15233) 

電機工程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 

周佩廷 委員 

16:00-16:30 

LED 室內照明重要標準解析 

光生物安全(CNS 15592)、T-BAR 燈(CNS 15437)、

燈泡(CNS 15630) 

電機工程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 

張金榮 委員 

16:30-17:00 相關問題之回應與討論 



2.參加情況 (1/4)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基本資料： 

  一、服務單位(複選) 

 製造業者 銷售業者 法人團體 政府機關 學校 其他 

37.78 % 13.33 % 13.33 % 2.22 % 2.22 % 35.56 % 

1.有些同為製造及銷售業者 
2.其他:大多為檢測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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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基本資料： 

  二、與您相關之產品(複選) 

LED光源 LED室內用燈具 LED室外用燈具 其他 未勾選 

51.11 % 73.33 % 40.00 % 13.33 % 8.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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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參加情況 (2/4)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基本資料： 

   三、您是否參加過本局所舉辦之相關標準說明會? 

有 無 未勾選 

62.22 % 28.89 % 8.89 % 

曾參與過國家標準說明會的人約占總人數62.22%，而
未曾參與國家標準說明會的人約占28.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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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標準 

說明會 
正字標記 

採購說明會 
其他 

42.22 % 4.44 % 53.34 % 

2.參加情況 (3/4) 

過去參加的會議名稱？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基本資料： 

   四、您是由何處獲得說明會訊息？ 

E-mail*註 公協會 朋友/同事 網路 其它 

55.56% 11.11 % 22.22 % 8.89 % 2.22 % 

有超過半數的人是透過E-mail 

(EDM)獲得說明會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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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參加情況 (4/4) 

*註:各協辦單位協助寄發EDM (台灣電子檢驗中心、台灣區照明輸出業同業公會、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檢測驗證協會) 



3.活動照片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7 



4.問卷統計 (1/3)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一、內容方面 

二、講師方面 

三、主辦單位方面 

 

8 

共71人參與，回收45份問
卷，回收率63.38%，問卷無
人勾選不滿意之意見。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11.11% 
13.89% 

16.67% 
11.11% 

16.67% 
11.11% 11.11% 

13.89% 
16.67% 

88.88% 
86.11% 

83.33% 
88.89% 

83.33% 
88.89% 88.89% 

86.11% 
83.33% 

尚稱滿意 非常滿意+滿意 



4.問卷統計 (2/3)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四、下次舉辦說明會時，您希望會議說明的題目為何? 

(複選) 
LED相關國家
標準制定概況 

LED光源相關
標準簡介 

LED燈具相關
標準簡介 

42.22% 44.44% 62.22% 

＊大部分建議下次說明會主題 
  仍可考慮燈具相關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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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說明會內容對於您在工作及業務方面是否有所幫助? 

 

 

 

 

 

 

        對於哪方面有所幫助?(複選) 

 

4.問卷統計 (3/3)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有 無 未勾選 

86.87 % 4.44 % 8.69 % 

1.絕大部分認為此說明會有助益 

2.尤其對國家標準的認識及產品檢
測最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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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相關國家
標準之認識 

LED照明產
品之設計 

LED照明產品
之檢測 

LED照明產
品之採購 

LED照明產
品之銷售 

31.11% 6.67% 44.44% 13.33% 6.67% 

,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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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近三年參加人數統計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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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102年 103年-1st 103年-2nd 104年-1st 104年-2nd 105年 
報名人數 228 150 113 111 70 70 
實到人數 195 129 99 86 62 71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LED照明標準因應小組」105年第4次會議 

討論案： 
 

105年度執行成果檢討及106年度會議議題規劃 

LED照明標準因應小組秘書處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 

105 年 12 月 21 日 



討論案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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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執行成果: 

105年度執行成果及檢討建議 

今(105)年度每3個月定期召開小組會議，共召開4次會議，議程涵蓋
LED相關新技術發展介紹、市場現況及發展趨勢分析，參與或舉辦
國內外及兩岸相關LED照明標準化活動之心得分享，以及國內照明
標準化推動議題研討等，共分享9個議題。另舉辦國家標準說明會1

場次。 

＊問券調查大部分建議下次說  
  明會主題仍可考慮燈具相關 
  標準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類 別 議 題 成 果 

LED照明相關 

標準及市場現
況及發展趨勢 

 

1.國際LED照明(CIE)研究
與標準發展介紹 

2.全球LED元件市場發展
趨勢 

3.我國LED照明產業發展
趨勢 

1.於6月邀請CIE Taiwan代表
分享參與國際CIE 2016年
會心得 

2.於 3月及 9月邀請工研院
IEK專家介紹全球及國內
LED的發展現況與趨勢 

參與/辦理國內
外相關活動 

1.辦理LED相關國家標準
說明會1場次 

2.第13屆兩岸信息產業和
技術標準論壇成果分享 

3.參加2016美國能源之星
(ENERGY STAR)會議心
得分享-LED標準更新 

1.於10月18日舉辦LED照明
相關國家標準說明會1場次，
共71人與會 

2.於12月會議邀請華聚基金
會代表介紹兩岸信息產業
和技術標準論壇成果分享 

3.於12月會議邀請全國認證
基金會代表介紹參加2016

美國能源之星會議心得分
享-LED標準更新 

討論案 

2 

1.執行成果: 

105年度執行成果及檢討建議 



類 別 議 題 成 果 

LED 新 技 術
發展 

1.LED技術發展新趨勢-

以微米發光二極體
(Micro LED)為例 

2.有 機 發 光 二 極 體
(OLED)照明技術與應
用發展介紹 

3.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VR)相關技術及發展趨
勢簡介 

1.於3月邀請工研院電光
所專家分享Micro LED

技術介紹 

2.於6月邀請工研院 IEK

專家分享OLED照明技
術介紹 

3.於9月邀請工研院電光
所專家分享虛擬實境技
術介紹 

討論案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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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執行成果: 

105年度執行成果及檢討建議 



105年度執行成果及檢討建議 

檢 討 

1.本小組自101年起共已召開27次會議及6場
次國家標準說明會。由於LED照明技術發
展漸趨成熟、國際標準發展速度亦趨緩及
討論議題減少等因素，可酌減106年度開
會頻率。 

2.本年度LED照明標準說明會針對室內外照
明標準介紹，持續分享LED照明相關重要
國家標準相關資訊供業界參考。 

建 議 

1.106年度會議之開會頻率，建議由每3個月
開會1次，可彈性調整開會時間或每4個月
開會1次之可行性，標準說明會維持每年
辦理1次。 

2.參考標準說明會中學員的問卷回饋，希望
本小組後續辦理說明會，持續使各界掌握
LED照明領域中相關重要國家標準之內涵
為需求。 

討論案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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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檢討與建議 



106年年度會議議題規劃 

106年第1次會議 106年第2次會議 106年第3次會議 

時間 106年4月 106年8月 106年12月 

報告案 

1. 105年第4次會議決議事
項及辦理情形 

2. 106年國際LED照明標
準發展概況 

3. 106年全球LED產品市
場趨勢 

4.「2017台北國際照明科
技展暨LED製程展」成
果分享 

1. 106年第1次會議決議事
項及辦理情 

2.我國LED照明技術研究
發展趨勢 

3.第14屆兩岸信息產業和
技術標準論壇辦理  

4. UV-LED(紫外線發光二
極體)技術應用介紹 

1. 106年第2次會議決議事
項及辦理情形 

2.我國LED元件市場趨 

勢 

3.參加「2017 CIE年會」
成果分享  

4. LED相關國家標準說明
會辦理情 形 

討論案 

106年第2次會議議題討
論 

1. 106年第3次會議議題討
論  

2. LED相關國家標準說明
會規劃情形 

106年度執行成果及 107

年度議題規劃 

備註 

討論案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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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規劃草案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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