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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決議事項及辦理情形(1/3)

後續如有類似活動將
安排心得分享報告。

報告案2：參與「第九屆中國國際半導
體照明論壇」心得分享

決議事項：

感謝工研院電光所周經理佩廷所進行之
資料整理與報告，使與會者易於掌握本
次會議中討論之重點，極具參考價值。

2

有關針對市售LED燈
泡進行性能標示值落
差普查之可行性評
估，已安排於本次會
議之討論案

報告案1：「LED照明標準因應小組」
101年第3次會議決議事項及辦理情形
決議事項：

有關「LED照明標準如何落實」之討論
案為各界關心之議題，其中針對市售
LED燈泡進行性能標示值落差普查之部
分，正由本局業務單位進行可行性評
估，其分析結果安排於下次會議進行報
告，並就教於各與會單位。

1

辦理情形議題及重要決議事項項次



2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決議事項及辦理情形(2/3)

後續將安排相關測
試經驗分享報告。

報告案3：LED照明光源之檢測技術心
得分享

決議事項：

感謝京鴻檢驗科技陳董事長昶龍針對
LED燈泡相關國家標準之測試要點、測
試經驗以及測試結果，進行精闢之分析
與報告，所呈現之資料相當完整，極具
參考價值。

3

依決議事項辦理。討論案1：從日本經驗研討我國對LED
照明標準化推動作法

決議事項：

預定於102年進行之「調和LED模組用
燈座之安全性檢測標準」及舉辦「LED
照明標準因應小組暨LED相關標準說明
會」等2項工作，依規劃執行。

4

辦理情形議題及重要決議事項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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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事項及辦理情形(3/3)

1.依會議決議安排本次會議之
議程。

2.有關LED照明產品與光生物
安全性之相關議題，經101年
12月18日電機工程國家標準
技術委員會101年第93次會議
討論決議，本局已參照IEC 
62471調和為CNS 15592，並
於101年11月15日公布，可作
為光源及光源系統光生物安
全評估之依據，另由於台大
醫院與台大公衛學院合作之
研究計畫正進行中，本於尊
重專業之立場，待研究結果
公布後倘涉及與標準相關之
部分可視需要進行討論。

討論案2：「LED照明標準因應小
組」102年第1次會議之討論議題

決議事項：
1.有關針對市售LED燈泡進行光輸
出標示值落差普查之可行性與作
法，列入102年第1次會議之討論
案，其餘依業務單位之規劃安排
議程執行。

2. CNS 15592「光源及光源系統之
光生物安全性」於11月中旬正式
公布，有關LED照明產品與光生
物安全性之相關議題，請業務單
位儘速依101年10月5日「LED照
明標準因應小組」101年第2次會
議之決議，邀集教育部等相關單
位進行研討。

5

辦理情形議題及重要決議事項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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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LED2012 LED球泡燈球泡燈
能力試驗能力試驗

盛念伯

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F)
2013.01.05



大綱

• 2012兩岸LED球泡燈能力試驗

• LED照明產品認證驗證合作展望



2012兩岸
LED球泡燈能力試驗



2012兩岸LED球泡燈能力試驗計畫

• 規劃期間:2011年12月-2012年4月
• 執行期間:2012年5月-12月
• 30家實驗室 (大陸20餘家/台灣11家)
• 兩岸LED球泡燈能力試驗啟動會議

• 兩岸專家討論LED 球泡燈PT之統計、技術議題

• 中心實驗室討論PT比對細節、比對過程、樣品傳遞及數據回收時程
等應注意事項

• 雙方統一試驗數據表單規格

• 兩岸LED球泡燈能力試驗期中會議
• TAF報告PT比對結果
• 兩岸專家討論LED 球泡燈PT之統計、技術議題
• 雙方統一試驗數據表單規格、報告格式

• 兩岸LED路燈照明能力試驗成果發表會(2012/12/17)
• 台北、國內LED照明產業、研究單位與測試實驗室參加



2012兩岸LED球泡燈能力試驗計畫

• 比對項目

– 全光通量(lm)；
– 電氣特性功率(W)、電流(A)、電壓(V)、功率因數

(PF)
– 相關色溫(K)

• 試驗方法: IES LM-79-2008
• 中心實驗室

• 工業技術研究院 量測中心

• 國家電光源品質監督檢驗中心（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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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SNA LM-79 Approved Method for Electrical and 
Photometric Measurement of SSL Products

V(λ)-corrected  
photometer  heador V(λ)-corrected  

photometer  
head

or

4 2

IES LM-7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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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對樣品規格

名稱 廠牌 型號 序號 額定電壓/頻率

LED球泡燈 OSRAM PARATHOM WCT1 AC/110 V / 60 Hz 

LED球泡燈 OSRAM PARATHOM LCT1 AC/110 V / 60 Hz 

LED球泡燈 --- A60 T0670-1 AC/220 V / 50 Hz

LED球泡燈 --- A60 T0670-2 AC/220 V / 50 Hz

LED測試燈 AC/100 V / 60 Hz 

台
方

陸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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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球泡燈 能力試驗執行小組

• 策劃

– 盛念伯

– 方承彥

• 校正技術

– 陳政憲（光）

– 吳貴能（光）

– 蔡琇如（電）

• 統計分析

– 王品皓

• 執行顧問

– 洪辰昀

• 連絡窗口

– 蔣茜如

• 設定值

– 兩岸中心實驗室之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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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列表與傳遞時程表

傳遞順序 公司名稱 連絡人 樣品接收日期

01 工業技術研究院-CMS
光電測試實驗室 梁瑋耘 2012/5/31

02 艾笛森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錢家緯 2012/6/6

03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鄒蘊明 2012/6/12

04 財團法人台灣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 張金榮 2012/6/18

05 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 王泰元 2012/6/22

06 工業技術研究院-CMS光輻射研究室 王品皓
洪辰昀 2012/6/28

07 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所
照明檢測實驗室 郭玉萍 2012/7/5

08 宜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博凡 2012/7/11

09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謝耀興 2012/7/17

10 京鴻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妍蓁 2012/7/23

11 毅豐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黃筑偉 2012/7/27

12 正修科技大學電機科技中心 吳建億 2012/8/2

13 工業技術研究院-CMS光輻射研究室 王品皓
洪辰昀 201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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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遞方式

• 改良型

參
考
實
驗
室

No.1

No.2

No.3

No.7

No.8

No.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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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準則

D % 百分比差

穩健性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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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健性統計

•

–Vlab為參與實驗室之量測結果

–Vassigned為設定值

–NIQR=0.7413*(Q3-Q1)
• IQR為兩岸參加者結果取四分位距

• 評估準則

– ，視為滿意

NIQR
VV

scoreZ Assignedlab _

2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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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_score ～ WCT-1 
比對參數

實驗室代碼 全光通量 功率 功率因數 相關色溫

A -1.0 2.0 -1.0 0.1
B 0.3 1.5 -1.0 -0.9

C -1.0 0.0 0.0 -0.2
D 2.7 -0.5 58.0 -0.1
E 0.2 0.0 1.0 -1.3
F 0.6 2.0 1.0 8.8
G -1.1 4.5 -48.0 0.1
H 0.3 0.5 4.0 1.7

I 2.1 0.5 0.0 0.8
J -0.7 8.5 23.0 -0.5
K 0.7 0.5 -57.0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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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_score ～ T0670-1
比對參數

實驗室代碼 全光通量 功率 功率因數 相關色溫

A -1.6 0.2 -0.8 0.3
B -0.4 -0.4 -0.4 -0.6

C -1.6 -1.2 -0.5 0.0
D 0.1 -1.2 3.2 0.1
E -0.4 -0.6 -0.3 -1.0
F 0.1 0.2 0.6 5.7
G -1.9 0.6 1.7 0.2
H -0.4 -0.6 -0.5 1.6

I 0.9 -1.2 0.6 0.6
J -1.4 -0.6 0.3 -0.6
K -0.4 -1.4 -0.2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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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_score ～ T0670-2
比對參數

實驗室代碼 全光通量 功率 功率因數 相關色溫

A -1.6 0.0 -0.8 0.2
B -0.2 -0.2 -0.4 -0.7

C -1.6 -1.0 -0.4 -0.1
D -0.3 -0.8 2.3 -0.5
E -0.4 -0.2 -0.3 -1.0
F 0.1 0.4 0.4 6.3
G -1.5 3.0 1.2 0.4
H -0.3 -0.4 -0.6 1.3

I 1.1 -1.2 0.3 0.3
J -1.3 2.0 1.1 -0.6
K -0.2 -1.0 -0.2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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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問題結果和不滿意結果實驗室代碼會總表

結果情況 實驗室代碼

有問題結果-光參數 D、I

不滿意或離群結果-光參數 F

结果情况 实验室代码

有問題結果-電參數 D

不滿意或離群結果-電參數 D、G、H、J、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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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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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與建議(台灣)

• 本次PT結果，光特性表現良好
– 實驗室F應確認其光譜特性
– 自吸收修正係數回填

• 僅兩家實驗室表示儀器自己會修正，無須做額外修正

• 電特性表現普通
– 實驗室G、J應再確認其功率值
– 實驗室D、G、K應再確認其電流值
– 實驗室D之電功率計僅使用原廠報告，建議應定期送校

• 電功率表選用，建議
– 電流範圍可鑑別到 60 mA
– 電流檔位建議調整到100 mA

• 電功率表追溯
– 均追溯至上一級校正實驗室
– 追溯完畢並非每個實驗室均有進行讀值修正
– 功率因數由儀表讀出讀值有誤，實驗室沒有判斷出來



1、本次能力验证计划中功率因数参数的离群值较多，反映出各实验室在功
率因数测量方面的差异。分析造成误差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两方面：

a.功率计对非正弦波形的测试精度不够。电流波形的畸变越大，谐波就越
大，按照X次谐波的概念，也就是可能有更高次的谐波成分存在对总谐波计
算结果起作用。相对比较低端的功率计因为测试能力所限,无法进行相对完
整的测试，就会造成谐波测试存在较大的偏差。我们知道功率计低通线性滤
波器的开启.我们知道,按照标准规定，谐波考核的是9K以下的部分，若不对
9K以上部分进行截至,消除EMI等对测试结果的影响，测试结果也会有偏
差。电压电流相位差偏大,功率因数就会偏大;THD偏大,则功率因数就会偏
小。

b.测试线路对功率因数测试结果的影响。按照一般的要求，整个电流线路的
电阻不应超过0.5Ω。若未采用四端法连接功率计到线路，功率计显示的就
是被测灯和线路所消耗的总功率，这样的测试结果会存在明显的偏差。

評論與建議(大陸)



2、本次能力验证规定预热时间为1小时，如果有实验室在灯未完全
冷却的情况下，再次启动进行测量的话，灯的状态就会与规定状态
时有偏差，从而发生光电参数的变化。

3、光参数测试时，积分球大小的选择，也是引进误差的一个原因。
大陆方面的实验室，有4家采用1.5m积分球，4家采用2m积分球，
另外3家采用3m积分球。理论上说，球体越大，内部反射越充分，
测量就越准确。但是同时应考虑到接收器的灵敏度和线性度，球体
越大，接收器接收到的信号越弱，如果信号弱到不在接收器的线性
范围了，那么就可能引进误差。而球体如果过小，除了会存在反射
不够充分的情况外，同样也会有不在接收器线性范围内的情况，从
而引进误差。

評論與建議(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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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異常之處理

• |Z|>2 各單位/實驗室內部程序，進行適當之原因分
析暨矯正措施

–若為TAF-CNLA認可實驗室，請依據『能力試
驗活動要求（TAF-CNLA-R05(4)）』進行適
當之矯正措施



LED照明產品
認證驗證合作展望



LED照明產品 認(驗)證
兩岸相互承認規劃

• 與大陸认证机构合作(針對LED照明產品)
–CQC自願性產品认证(中期)

• 12/14 CQC來訪，說明接受台灣測試實驗室，執
行節能認證測試之情況。

• 目前接受有參與2011 LED路燈比對之台灣實驗
室，可提出申請

• 非僅限路燈， LED路灯/LED隧道灯，LED筒灯、反
射型自镇流LED灯，普通照明用非定向自镇流LED
灯，皆接受實驗室申請。

本頁用字採大陸原文用語



謝 謝 聆 聽

盛念伯

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F)
台北縣淡水鎮中正東路二段27號23樓
新竹市公道五路三段188號
TEL：02-28090828/ 03-5714848 
FAX：02-28090979 / 03-5726308
E-mail：roger@taftw.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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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相關IEC國際標準之制、修訂計畫

未定起草中IEC 60598-2-21 LED燈串之安全性檢
測標準

未定建議案提出LCD動態背光模組量測標準

2015年11月建議案提出IEC 60838-2-3 LED燈管用燈帽之安全
性檢測標準

未定建議案提出LED產品中零組件之可靠度檢測標準

未定建議案提出OLED平板燈之安全性檢測標準

2014年4月CD版確認投票IEC 62776可直接替換型LED燈管之安
全性檢測標準

2014年12月起草中IEC 62838 交流50 V以下安定器內藏
式LED燈泡之安全性檢測標準

2013年11月FDIS版確認投票IEC 60598-1燈具安全性通則檢測標準

預定公布年月狀態標準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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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IEC 60598-1燈具安全性通則檢測標準
修訂之簡介

納入視網膜藍光危害之相關要求，針對LED
燈具依IEC/TR 62778及IEC 62741進行光生
物安全之評估增加相關要求。

針對LED燈具中電路主動部位與可觸及導電
部位間之絕緣增加相關要求。

修訂重點修訂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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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IEC 62838 交流50 V以下安定器內藏式
LED燈泡之安全性檢測標準之簡介(1)

適用範圍

適用條件

本標準適用於家用及類似一般照明用途，內建穩
定操作裝置，並符合下列條件之LED燈泡。
－額定功率在60 W以下；
－額定電壓在交流50 V以下或直流120 V以下；
－使用之燈頭為G4、GU4、GU5.3、GX5.3、

G6.35、GY4、GY6.35、GU7或G53。
SCOPE

電源
單元

控制
單元

LED230 V 12 V

電源
單元

LED230 V

控制單元

12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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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IEC 62838 交流50 V以下安定器內藏式
LED燈泡之安全性檢測標準之簡介(2)

防電擊

絕緣 耐熱耐燃

溫升

異常狀況

!
光生物安全

質量

MassMass

防塵防水

燈頭規格 燈頭固著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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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IEC 62776可直接替換型LED燈管之安
全性檢測標準之簡介(1)

SCOPE

此型之LED燈管須可在不更動既有燈具下直接進行
替換。
LED燈管可在搭備既有燈具之感抗式安定器下正常
操作。

本標準適用於以替換熱陰極式螢光燈管為目的，配備
2只G5或G13型燈帽，並符合下列條件之LED燈管。
－額定功率在60 W以下；
－額定電壓在250 V以下。

適用範圍

特定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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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IEC 62776可直接替換型LED燈管之安
全性檢測標準之簡介(2)

起動器

機械強度

標示 燈帽規格 溫升

starter

防電擊絕緣

耐熱耐燃

異常狀況

!

光生物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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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OLED平板燈之安全性檢測標準之
簡介(1)

SCOPE

本標準適用於室內及一般照明用OLED
平板型光源。平板型光源之額定電壓
在直流120 V以下或交流50 V以下（頻
率為50 Hz或60 Hz）。

適用範圍

OLED平板型光源其設計與構造應考量
在正常操作期間，不對人員或環境構成
危險。

特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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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OLED平板燈之安全性檢測標準之
簡介(2)

配線

溫升

機械強度

防電擊絕緣

耐熱耐燃 異常狀況

!

撓曲 振動

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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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LED產品中零組件之可靠度檢測標準
之簡介(1)

可靠度測試不包含光束維持率之推估。

本標準針對一般照明用LED產品中下列零組件在合
宜期間之可靠度測試，提供試驗方法與判定準則。

－LED封裝體及其連接件、光學元件、電子元件、
散熱系統及機械系統等。

SCOPE

適用範圍

特定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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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LED產品中零組件之可靠度檢測標準
之簡介(2)

性能試驗前後之要求
失效準則
關鍵零組件之交互作用
化學性交互作用
用於最終產品試驗之加速

因子計算方法
最終產品試驗

最終產品之可靠度零組件試驗條件

產品要求
應力施加前後對性能之要求
應力施加之要求
失效準則
可靠度試驗
低溫操作
高溫操作
間歇操作
溫度循環
振動
濕熱循環
靜電放電
腐蝕
預測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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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IEC 60838-2-3 LED燈管用燈帽之安全
性檢測標準簡介(1)
適用範圍

本標準適用於一般照明用途之LED
燈管其兩端所配備之燈帽與搭配之
燈座。

制定重點

針對GX16t-5燈帽之規格與相關試驗。

系列標準

IEC 60838-1 燈頭/燈座之ㄧ般性要求
IEC 60838-2-2 LED模組用接頭之特定要求
IEC 60838-2-3 LED燈管用燈帽之特定要求

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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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IEC 60838-2-3 LED燈管用燈帽之
安全性檢測標準之簡介(2)

溫升

構造

耐久性接地

說明 端子 連接

絕緣 機械強度

耐熱耐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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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LCD動態背光模組量測標準之簡介(1)

本標準適用於動態式矩陣液晶模組(active 
matrix liquid crystal display module) ，針
對其光學性能與電力消耗提供量測條件
與量測法。

LED動態背光模組正蓬勃發展，量測法之
建立為各方關注之焦點。制定本標準可作
為業界對於LED動態背光模組進行光學性
能與電力消耗量測之參考依據。

適用範圍

SCOPE

制定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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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LCD動態背光模組量測標準之簡介(2)

標準量測環境條件
電源
預熱時間
標準量測暗室條件
量測訊號模式
全螢幕
棋盤格
動態窗框
直線
動態影像
視訊

量測條件

光學性能
輝度與均勻度
色度與均勻度
動態輝度與色穩

定度
對比
閃爍
靜態影像解析度
畫面抖動
電力消耗
靜態
動態

量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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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IEC 60598-2-21 LED燈串之安全性檢
測標準之簡介(1)

本標準適用於額定電壓在250 V以下，供室外
或室內使用，具備不可更換式光源，以串
聯、並聯或串並聯方式連接之封裝式燈串。

IEC 60598-2-20擬將封裝式燈串（sealed 
lighting chains）排除於適用範圍外，爰另制
定標準予以規範。

IEC 60598-1 燈具之安全性通則檢測標準
IEC 60598-2-20 燈串之安全性檢測標準
IEC 60598-2-21封裝式燈串之安全性檢測標準

適用範圍

修訂理由

系列標準

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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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IEC 60598-2-21 LED燈串之安全性檢
測標準之簡介(2)

接地 端子

耐久性

配線防電擊

機械強度

防電擊

絕緣

標示 耐熱耐燃

異常狀況

!
防塵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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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部報告之規劃

102年第7次會議
LED產品之零件可靠度
測試標準簡介(1)

102年第8次會議
LED產品之零件可靠度
測試標準簡介(2)

102年第10次會議
IEC 60838-2-3關於LED燈
管用燈帽檢測標準簡介

102年第11次會議
LCD動態背光模組量測
標準簡介

102年第12次會議
IEC 60598-2-21關於LED
燈串安規之簡介

102年第1次會議
LED相關IEC國際標準最
新發展動態

102年第2次會議
IEC 60598-1關於LED方
面之修訂簡介

102年第3次會議
IEC 62838關於50 V以下
LED燈泡安規檢測標準簡介

102年第4次會議
IEC 62776關於LED燈管
安規之簡介(上)

102年第5次會議
IEC 62776關於LED燈管
安規之簡介(下)

102年第6次會議
OLED平板燈安規檢測標
準簡介

102年第9次會議
LED產品之零件可靠度
測試標準簡介(3)

102年第9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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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售LED燈泡進行性能標示值落差

普查之可行性與作法

報告單位：標準檢驗局第三組

102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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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綱

壹、緣起

貳、現況說明

參、問題分析

肆、因應對策及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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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101年12月「LED 照明標準因應小組」第4

次會議決議辦理。

LED燈泡存在品質與標示落差之現象，造成目前

市場LED燈泡產品品質參差不齊，標示混亂，應

如何從法規與制度面著手，以確保消費者權益

及使用安全。

壹、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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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現況說明- LED燈泡市場資訊

LEDLED燈泡廠商燈泡廠商

大友、台灣琭旦、台灣松尾、台灣新照明、艾德、亞壯、新世紀、

東亞、中國電器、美東菱、永久、光鼎、伯倫、壯格、宏能、

信達、點亮、誠加、宥騰、盛威、傑仕特、堤維西、詠山、嘉彰、

璨晶、聯嘉、聲億、賽格、

CooLED(昶旭能源)、DELTA(台達電)、Energyled(華能光電)、
EVERLIGHT(億光)、FOR A(燦坤)、GE(奇異)、K Light(光然/兆嘉)、
LEADRRY、MAX STAR(太星)、Neo-Neon(真明麗)、NYPI(南亞)、
OSRAM(歐司朗)、PHILIPS(飛利浦) 、QBAS(誠加科技)、
SAMPO(聲寶)、TESS(太一)、Trand(趨勢照明)、WTC(光拓)、TTH-LED(台
灣堂華)

統計至統計至101101年底年底LEDLED燈泡產品，共計約燈泡產品，共計約 46 46 廠牌、廠牌、154154款型式款型式

資料來源 :工研院綠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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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現況說明-LED燈泡發光效率趨勢

資料來源 :工研院綠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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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D燈泡安規標準

CNS15436【安定器內藏式發光二極體燈泡(一般照明用)-安全性要求】

- 公告日期：99年11月18日公布

- 相對應國際標準：IEC/CD 62560：2008

- 最新修正公告日期：101年11月15日公布

- 相對應國際標準：IEC 62560：2011

CNS 15592【光源及光源系統之光生物安全性】(相對應IEC 62471) 

※ LED燈泡性能安規標準

CNS 15630【一般照明用安定器內藏式LED燈泡(供應電壓大於50V)-性能要求】

- 公告日期：101年11月29日公布

- 相對應國際標準：IEC 62612(2011)

6

貳、現況說明-國家標準建置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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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現況說明-國內LED照明實驗室能量調查

實驗室名稱 可測試領域/設備 實驗室名稱 可測試領域/設備

工研院綠能所 1.設備：
(1)1.5M積分球
(2)配光曲線儀
2.測試規範：
(1)CIE 84(全光通量)
(2)CIE 13.3、CIE 15（演色性色溫）
(3)CIE 70（測角）
(4)CIE121
(5)IES LM-79 (SSL)

工研院 電光所 1.設備：
(1)1.65M積分球
(2)LED流明維持率測試系統
(3)配光曲線儀(含光譜分布)
2.測試規範：
(1)CIE 84（全光通量）
(2)CIE 13.3（演色性）
(3)CIE 15（色度）
(4)LM-79（全光通量、發光效能、配光）
(5)LM-80（流明維持率/壽命）
(6)LM-82（LED光引擎/燈泡）

工研院量測技
術發展中心

1.設備：
(1)2M積分球
(2)配光曲線儀
2.測試規範：
(1)CIE 84(全光通量)
(2)CIE 13.3、CIE 15（演色性色溫）
(3)CIE 70（測角）

台灣電子檢驗中
心

1.設備：
3M積分球、LSI 配光曲線儀、LM-80壽命

試驗機
2.測試規範及項目：
(1)IEC 62471：光生物安全測試
(2)CNS15436（安定器內藏式發光二極體

燈泡安規）、 CNS 13438（射頻擾動
特性-限制值及測試方法）、CNS 
15357（一般照明用LED模組安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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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名稱 可測試領域/設備 實驗室名稱 可測試領域/設備

金屬工業發
展中心

1.設備：
(1)2M積分球：
(2)配光曲線儀
2.測試規範：
(1)CIE 84(全光通量)
(2)CIE 13.3、CIE 15（演色性色溫）
(3)CIE 70（測角）

台灣大電力試驗
中心

1.設備：
2M積分球、 PSI 配光曲線儀、 LM-80壽
命試驗機
2.測試規範及項目：
(1)IEC 62471光生物安全測試
(2)CIE 84(全光通量)CIE 13.3、CIE 15
（演色性色溫）、CIE 70（測角）

台灣檢驗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SGS)

1.設備：
2M積分球、LM-80壽命試驗機
2.測試規範及項目：
(1)IEC 62471光生物安全測試
(2)CIE 84(全光通量)CIE 13.3、CIE 15
（演色性色溫）

京鴻檢驗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設備：
2M積分球、配光曲線儀
2.測試規範及項目：
(1)IEC 62471光生物安全測試
CIE 84(全光通量)CIE 13.3、CIE 15（演
色性色溫）
CIE 70（測角）

毅豐光電股
份有限公司

1.設備：
2M積分球、 配光曲線儀
2.測試規範及項目：
(1)IEC 62471光生物安全測試、CNS 
14335（燈具安規）
(2) CIE 84(全光通量)CIE 13.3、CIE 15
（演色性色溫）、
CIE 70（測角）。

貳、現況說明-國內LED照明實驗室能量調查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會議資料請勿對外提供
9 9

標示值 樣品數 實測值(W) 光通量(lm) 發光效率(lm/w)

5W 34只 3.157~5.314 114.51~431.02 31.72~86.22

6W 19只 4.348~6.796 143.97~487.91 29.06~71.79

7W 61只 5.850~7.770 216.21~636.28 29.46~92.51

8W 24只 6.867~8.051 332.20~611.02 46.66~81.97

9W 36只 7.648~9.696 260.74~726.58 30.32~77.05

10W 14只 9.133~11.25 520.97~744.43 54.41~69.55

11W 10只 9.959~10.65 544.35~723.47 51.42~69.37

樣品共計有30家廠牌，198只樣品-京鴻檢驗公司檢測資料

叁、問題分析-LED燈泡市售產品標示情況分析(1)

LED燈泡市售產品標示情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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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實測功率與標示功率之比值從63.1~113.3%皆有，最低
與最高相差50.2%。

10

功率標示值 功率實測值(W) 百分比(%)

5W 3.157~5.314 63.1~106.3

6W 4.348~6.796 72.5~113.3

7W 5.850~7.770 83.6~111.0

8W 6.867~8.051 85.8~100.6

9W 7.648~9.696 85.0~107.7

10W 9.133~11.25 91.3~112.5

11W 9.959~10.65 90.5~96.8

各瓦數實測功率值與標示功率值之比較表

叁、問題分析-LED燈泡市售產品標示情況分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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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通量：實測光通量最大值與最小值之132.91~376.40%皆有，
標示相同功率實測全光通量最大與最小之比相差將近4倍。

標示值 全光通量
全光通量最高值與最

小值之百分比

5W 114.51~431.02 376.40 %

6W 143.97~487.91 338.90%

7W 216.21~636.28 294.29%

8W 332.20~611.02 183.93%

9W 260.74~726.58 278.66%

10W 520.97~744.43 142.89%

11W 544.35~723.47 132.91%

各瓦數實測全光通量比較表

叁、問題分析-LED燈泡市售產品標示情況分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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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光效率：標示相同功率之實測全光通量最大值與最小值之
比從127.83~271.82%皆有，標示相同功率實測全光通量最大
與最小之比相差將近3倍。

標示值 發光效率
發光效率最高值與最小

值之百分比

5W 31.72~86.22 271.82 %

6W 29.06~71.79 247.04%

7W 29.46~92.51 314.02%

8W 46.66~81.97 175.68%

9W 30.32~77.05 254.12%

10W 54.41~69.55 127.83%

11W 51.42~69.37 134.91%

各瓦數實測發光效率比較表

叁、問題分析-LED燈泡市售產品標示情況分析(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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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通 量 數量 比例

低於標示值50%以上 4 2%

低於標示值(30~49.9)% 17 9%

低於標示值(20~29.9)% 33 17%

低於標示值(10~19.9)% 45 23%

標示值±10% 71 36%

高於標示值(10~19.9)% 19 10%

高於標示值(20~29.9)% 6 3%

總 計 195 100%

功 率 值 數量 比例

標示值 ± 30%以上 6 2%

標示值 ± (20~29.9)% 11 4%

標示值 ± (10~19.9)% 36 14%

標示值 ± 10% 199 79%

總 計 252 100%

產地 數量 比例

台 灣 33 34%

中 國 63 66%
總 計 96 100%

未標示者不列入統計未標示者不列入統計

叁、問題分析-LED燈泡市售產品標示情況分析(5)

資料來源 :工研院綠能所

LEDLED燈泡市售產品標示情況分析燈泡市售產品標示情況分析--工研院綠能所提供工研院綠能所提供((含京鴻含京鴻198198只樣品只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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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市售產品標示情況分析發現，195只標示光通
量之LED燈泡產品，有99只(約占51%)燈泡產品實
際測試之光通量值，低於其標示值的10%以上，更
有21只(約占11%)燈泡產品實際測試之光通量值，
遠低於其標示值的30%以上。

依據市售產品標示情況分析發現，252只標示功率
值之LED燈泡產品，有53只(約占21%)燈泡產品實
際測試之功率值，低於其標示值的10%以上，其中
有6只(約占2%)燈泡產品實際測試之功率值，遠低
於其標示值的30%以上。

叁、問題分析-LED燈泡市售產品標示情況分析(6)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會議資料請勿對外提供
15

說明一:

＊ 101年9月28日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
訪局，提出目前市場LED燈泡產品品質參差不
齊，造成市面產品標示混亂，進而造成消費者混
淆，由於LED燈泡能效檢測標準尚未公布，希望
本局儘速建立LED燈泡性能檢測之國家標準；另
為確保消費者權益及使用安全，爰建議本局將該
等LED燈泡產品納入應施檢驗範圍。

＊目前本局已於101年11月29日完成LED燈泡性能檢
測之國家標準CNS 15630【一般照明用安定器內
藏式LED燈泡(供應電壓大於50V)-性能要求】。

肆、因應對策及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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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於101年12月27日參加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
同業公會召開之第8屆光電發展、照明技術委員會
第5次聯席會議，針對公會建議將該等LED燈泡產品
納入應施檢驗範圍之議題進行討論，初步獲致以下
之決議:

1.建請本局將LED燈泡產品納入應施檢驗範圍。

2.建議將LED燈泡性能檢測之國家標準CNS 15630之
11.3節，有關溫度循環測試、點滅試驗及加速操作
壽命試驗部分免除。

3.建議針對測試費用(主要為性能測試之費用)能提供
補助。

4.建議於正式公告後半年為實施日期。

肆、因應對策及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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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二:LED燈泡能源效率管制作法概述
能源效率管制主管機關為能源局。
據悉能源局目前已在研擬LED燈泡之節能標章，預計可於今

(102)年上半年完成節能標章之訂定，可率先為廠商提供自
願性之能效驗證，另一方面亦可提供消費者購買節能產品之
選擇依據。

據悉能源局將持續委由工研院綠能所針對市面上LED燈泡產
品進行能源效率檢測，並預計於102年完成能源效率基準草
案之訂定。

完成能源效率基準草案之訂定，能源局將擇期公告實施能源
效率之檢測，未來廠商生產之LED燈泡必須符合能源效率基
準值之規定，始得銷售。

目前一般電器產品如省電燈泡、螢光燈管、冰箱、冷氣機…
等產品，係由能源局公告能源效率基準值，再由本局納入應
施檢驗範圍，執行能源效率基準值之管制。

肆、因應對策及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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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作法

–為配合國家能源政策並因應產業公會之要求，在提
升能源效率並確保LED燈泡產品之安全前提之下，本
局將儘速研擬將LED燈泡產品納入應施檢驗範圍。

–初期本局將先與相關公會及業者針對檢驗標準、檢
驗費用及檢驗時程…等規定進行研商，並取得共
識。

–與相關公會及業者取得初步之共識後，研擬相關草
案內容，並儘速邀集相關公會、業界代表、試驗室
等單位，針對草案內容之檢驗標準、檢驗方式、檢
驗時程…等規定進行研商，俾利妥適規劃將LED燈泡
納入應施檢驗品目範圍。

肆、因應對策及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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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面臨之問題(1)

-測試費用

預估測試費用(每型式)約25-28萬元，其中性
能測試費用約17萬元。

-解決方案

在不影響產品安全前提下，簡化放寬型式系列
之認定，避免不必要重複之測試項目，以求有
效降低總測試費用。

肆、因應對策及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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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面臨之問題(2)
–測試時間

LED燈泡部分-安全性測試約20-30工作天，性能測試時間為壽命標
示時間之25%(最高為6000小時，約260天)。

-解決方案

–擬參照安定器內藏式螢光燈泡型式試驗作業權宜措施，在不影響
產品安全前提下，LED燈泡在完成所有安全測試項目(約1000小時
左右)後，後續光束維持率之測試，廠商可先提供原廠之光束維持
率試驗報告並檢附切結書保證所提供之光束維持率試驗報告確實
無誤，供試驗單位作為專業審查之依據，由試驗單位先行簽發型
式試驗報告後，後續之試驗轉為追蹤確認試驗，LED燈泡每隔1000
小時並應執行一次光束測試。

追蹤確認試驗結果發現有不符合時，試驗單位應即通知本局，依
商品驗證登錄辦法及相關規定處理。

肆、因應對策及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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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完畢
恭 請 裁示



LED球泡燈標示標章簡介

工研院電光所

2013.01.02



緣由：
• 目前台灣市售LED球泡燈產品標示項目混亂，標示誇大不實之狀況非常嚴重

• LED燈泡與傳統白熾燈、螢光燈的特性不同，包裝標示內容的重點需與傳統燈
源有所區隔

• 雖然新發佈的CNS 15630 LED燈泡性能標準中有要求標示項目，但消費者不懂
參數意義及重點指標，需要重新導向重點指示內容，並教育消費者採購重點。

LEDLED球泡燈標示標章推動起緣球泡燈標示標章推動起緣

由TOSIA發起，聯合照明公會推動志願性LED球泡燈標示標章

30

總光通量
820

流明(lm)

預估用電

度/年

相關色溫

2700 K

演色指數

82

定位：
• 突顯LED燈特性參數，圖樣化重點參數，使消費者簡單明

確的暸解LED球泡燈的性能。

• 搭配審查機制及後市場檢測機制，強化標示標章內容之可
信度，提升消費者信心，做為採購時之參考依據。

• 獲證標示標章之產品具標示可信度，間接鼓勵廠商申請標
章，並促進LED照明產業產品誠實標示及提升品質。



• LED燈泡與傳統白熾燈、螢光燈的特性不同，包裝標示內容的重點需
與傳統燈源有所區隔

• 推動MIT+標示標章，強化LED產品之MIT認證品質，並可擴大標示
標章效益

白熾燈 螢光燈 LED燈

燈泡亮度指標 瓦數 瓦數 總光通量(如以瓦數來看容易
誤導)

光色 無 暖白、冷白/黃光、白光 標示相關色溫，可滿足更多不
同需求

演色指數 無 無 光源對於被照物體的色彩表現
真實性，此項目將影響消費者
的使用滿意度

用電度數 無 無 突顯LED燈泡節能省電特性

30

總光通量
820

流明(lm)

預估用電

度/年

相關色溫

2700 K

演色指數

82

*圖樣範例

LEDLED燈泡包裝標示內容及問題燈泡包裝標示內容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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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規劃原則

基於「LED照明標準因應小組」成立之主要任務
為「國際標準資訊蒐集、整理與研判，以協助業
界即時因應全球LED照明標準發展」，每次會議
至少安排1項與LED標準之技術分析相關議題。

「LED照明標準因應小組」102年度會議以
每個月上旬召開會議為原則進行規劃，共計
召開12次會議。

每次會議原則上包含3至4項報告案及
1至2項討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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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構想

報告案

討論案

負責單位

負責單位

歷次會議決議事項及
辦理情形

秘書處

制定中之LED相關國
際標準技術分析

秘書處

其他報告案 相關小組成員

下次會議之議題 秘書處

與本小組運作相關之
討論案 秘書處/相關小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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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情形-102年第1季

討論案

1. LED照明模組規格
化之可行方向

2.102年第4次會議之
討論議題

討論案

1. LED相關國家標準建
置藍圖

2.102年第3次會議之討
論議題

討論案

1.LED燈泡性能普查之
可行性評估

2.102年度會議之討論
議題

3.照明公會提案之討論

報告案

1.102年第2次會議決
議及辦理情形

2.IEC 62838關於50 V
以下LED燈泡安規
檢測標準之簡介

3.（待定）

報告案

1.102年第1次會議決議
及辦理情形

2.IEC 60598-1關於LED
照明方面之修訂簡介

3.台灣 LED 與照明標準
調和會議第5次會議討
論情形（調和會議秘
書處）

報告案

1.101年第4次會議決議
及辦理情形

2.兩岸LED球泡燈檢測
比對與能力試驗現況
(TAF報告)

3. LED相關IEC國際標
準最新發展動態

102年
第3次會議

102年
第2次會議

102年
第1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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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案

1.（待定）

2.102年第7次會議之
討論議題

討論案

1.（待定）

2.102年第6次會議之討
論議題

討論案

1.（待定）

2.102年第5次會議之
討論議題

報告案

1.102年第5次會議決
議及辦理情形

2. OLED平板燈安規
檢測標準簡介

3.（待定）

報告案

1.102年第4次會議決議
及辦理情形

2. IEC 62776關於LED
燈管安規之簡介(下)

3.我國參與CIE國際標
準制定活動之最新進
展（量測中心）

報告案

1.102年第3次會議決
議及辦理情形

2.IEC 62776關於LED
燈管安規之簡介(上)

3.（待定）

102年
第6次會議

102年
第5次會議

102年
第4次會議

規劃情形-102年第2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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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案

1.（待定）

2.102年第10次會議之
討論議題

討論案

1.（待定）

2.102年第9次會議之討
論議題

討論案

1.（待定）

2.102年第8次會議之討
論議題

報告案

1.102年第5次會議決
議及辦理情形

2.LED產品之零件可靠
度測試標準簡介(3)

3.（待定）

報告案

1.102年第5次會議決議
及辦理情形

2.LED產品之零件可靠
度測試標準簡介(2) 

3.（待定）

報告案

1.102年第5次會議決議
及辦理情形

2.LED產品之零件可靠
度測試標準簡介(1)

3.（待定）

102年
第9次會議

102年
第8次會議

102年
第7次會議

規劃情形-102年第3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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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案

1.（待定）

2.103年度會議之討論
議題

討論案

1.（待定）

2.102年第12次會議之
討論議題

討論案

1.（待定）

2.102年第11次會議之討
論議題

報告案

1.102年第5次會議決議
及辦理情形

2.IEC 60598-2-21關於
LED燈串安規之簡介

3.（待定）

報告案

1.102年第5次會議決議
及辦理情形

2.LCD動態背光模組量
測標準簡介

3.本局102年科專計畫
LED分項執行成果

報告案

1.102年第5次會議決議
及辦理情形

2. IEC 60838-2-3關於
LED燈管用燈帽檢測
標準簡介

3.第10屆海峽兩岸信息
產業和技術標準論壇
辦理成果（華聚）

102年
第12次會議

102年
第11次會議

102年
第10次會議

規劃情形-102年第4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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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1 提案2

照明公會提案

建議制定LED 燈管性能標準

LED燈管之安全性標準CNS 
15438已於99年公布，建議制
定LED 燈管之性能標準。

建議修訂LED 燈泡安全性標準
CNS 15436
建議CNS 15436之2012年版參
照IEC 62560之2012年版勘誤及
2012年研議中之草案
(34A/1525/DC)進行修訂。

業務單位說明
1.經查IEC針對LED燈管目前正制定

IEC 62776之安全性檢測標準，本
局正掌握其制定動態，將適時修
訂CNS 15438。

2.經查IEC尚無LED燈管性能標準之
制定規劃，本局將持續掌握國際
標準發展動態，評估制定標準之
可行性。

業務單位說明
1.CNS 15436之2012年版將研究辦理
勘誤之可行性。

2.由於IEC 62520之修訂草案
(34A/1525/DC)尚在研議中，預定
於2014年7月始正式定案，本局將
持續掌握國際標準發展動態，適時
修訂該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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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有7項報告案及9項討論案尚未確定

建請由工業局、能源局、技術處、電電公會、
TOSIA、LED路燈聯盟、工研院綠能所、工研
院電光所、資策會、TAF、大電力、ETC、金
工中心、SGS、京鴻及UL各提供1項報告案或
討論案。

針對各次會議之議題及順序進行初步確認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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