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ED 照明標準因應小組」107 年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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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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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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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米發光二極體 (Micro LED)技術與發展（國

立台北科技大學光電工程系報告 ) 

（四）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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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執行成果及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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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7年第2次(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及辦理情形 

報告案(一) 

「LED照明標準因應小組」107年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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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 12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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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及辦理情形(1/6) 

議題1 
「2018年台灣國際照明科技展」成果報告 
(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報告) 

決議 

事項 

1.本案洽悉。 

2.感謝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陳組長信
守針對2018年台灣國際照明科技展所進行之分
析與報告，本次國際級之展覽有助於提升我國
照明產業之國際能見度，成果極為豐碩。 

辦理 

情形 

簡報資料已上傳至因應小組網頁供國內照明產業
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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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及辦理情形(2/6) 

議題2 

辦理「2018國際照明委員會（CIE）年會」成
果分享   

 (台灣照明委員會CIE-Taiwan報告) 

決議 

事項 

1.本案洽悉。 

2.感謝台灣照明委員會溫室主任照華針對辦理
2018國際照明委員會年會之心得進行報告，
本項報告之相關資訊可作為國內產業界掌握
國際標準發展動態之參考。 

辦理 

情形 

簡報資料已上傳至因應小組網頁供國內產業界
參考，以便掌握國際標準發展動態。 



3 

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及辦理情形(3/6) 

議題3 
紫外線發光二極體(UV-LED)之應用與市場發
展探討    
(國立中央大學機械工程學系光機電研究所報告) 

決議 

事項 

1.本案洽悉。 

2.感謝國立中央大學機械工程學系光機電研究所
陳教授奇夆針對UV-LED之應用與市場發展探
討所進行之分析與報告，本項報告之相關資
訊可作為國內產業界掌握UV-LED技術發展趨
勢之參考。 

辦理 

情形 

1.簡報資料已上傳至因應小組網頁供國內產業界
參考，以便掌握UV-LED技術發展趨勢。 

2.秘書處將持續對國內LED產業現況與研究成果
進行追蹤，適時邀請專家進行分析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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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及辦理情形(4/6) 

議題4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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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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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說明會已於107年10月18日舉辦，共計
71人次參加，相關簡報資料已上傳小組網頁，
提供各界參考。 

2. 將針對本次說明會所蒐集之相關意見，納入
未來說明會規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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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及辦理情形(5/6) 

議題5 「LED照明標準因應小組」107年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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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第3次會議之討論議題暫定如下：  

1.報告案 
（1）107年第2次會議決議事項及辦理情形 

（2）第15屆兩岸信息產業和技術標準論壇辦理情形 

（3）LED相關新技術發展介紹 

（4）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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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討論案 

（1）「LED照明標準因應小組」107年度執行成果
及108年度議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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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及辦理情形(6/6) 

辦理 

情形 

1. 秘書處已參照107年度第2次會議決議，於本
次會議邀請華聚產業共同標準推動基金會分
享「第15屆兩岸信息產業和技術標準論壇辦
理情形」、邀請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光電工程
系介紹「Micro LED技術與發展」、並由秘
書處分享「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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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上述報告案，已安排於本次會議，詳如本次
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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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照明標準因應小組 
107年第3次會議 

第十五屆 
海峽兩岸信息產業和技術標準論壇 
 

成果報告 

華聚產業共同標準推動基金會 
2018年12月12日 



         第十五屆《海峽兩岸信息產業和技術標準論壇》，謹訂於今年9月27日、

28日假安徽省合肥市隆重召開，大會開幕式雙方就工業互聯網、智能語音、

5G、車聯網、智慧製造等兩岸重要產業進行標準的制定與產業合作資通訊產

業政策與發展，進行精闢的主題演講，並邀請中國大陸在智能語音與人工智

能領域的翹楚-科大訊飛等企業進行專題演講，會後亦安排參訪科大訊飛與

京東方等當地著名企業。 

          分論壇部分，延續第上屆論壇，今年度共召開十組標準分論壇 (智慧製

造、雲計算、車聯網、移動通訊/移動互聯、顯示技術、太陽光電、半導體照

明、鋰離子電池、網絡演進、服務應用)，持續就兩岸共通標準與產業合作

之推動進行研議。論壇期間吸引來自兩岸各產業界高層與菁英，總計逾600

位貴賓共襄盛舉。 

本屆論壇概況 

1 



論壇規模【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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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規模預估 

華聚董監事、會員企業 

與其他產業界與公協會代表 
70人 

兩大法人 

(工研院與資策會專家) 

29人 

(主持或擔任各分論壇/工作組會議研
討工作) 

企業代表 38人 

台方出席人數 137人 



姓名 工作單位及職務 

江丙坤 華聚基金會榮譽董事長 

許勝雄 金仁寶集團董事長/華聚基金會副董事長 

黃崇仁 力晶科技集團總裁暨創辦人 

周邦基 慧榮科技董事長 

黃偉祥 大聯大集團董事長 

謝清江 聯發科副董事長 

卓桐華 英業達集團董事長 

蔡榮騰 台達電子副總裁 

絲國一 台灣智動協會副理事長/上銀集團大銀微系統總經理 

段家瑞 工研院協理 

台積電、宏達電、英華達、大同集團、敦泰電子、友嘉集團、研華、新代科

技、寶元數控、友達光電、有成精密、瀚宇彩晶、佐臻集團、中磊電子、迎
棧科技、安勤科技等台方企業 

重要貴賓【台方】 

3 



論壇規模【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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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人數 

中央 / 地方 

羅    文 工信部副部長 
李國英 安徽省省長 
何樹山 安徽省副省長 
宋國權 合肥市委書記 
彭慶恩 合肥市副市長 
(包含工信部電子司、科技司、裝備工業司、信軟司、
通信發展司、消費品司、國際合作司等七個重要司、局、
處領導與國台辦經濟局) 

協會 

研究單位 

奚國華 通標協理事長 
趙    波 電標協顧問/中國電子技術標準化研究院院長 
中國電子技術標準化研究院專家 
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專家 

陸方企業代表 
京東方、華為、科大訊飛、中國移動、中國電信、中國
聯通、英利集團、江蘇天河、大唐移動、中興通訊等 

安徽當地 各縣市政府代表、企業 

陸方出席人數 450人 



大會議程【大會開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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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 月 27 日（星期四）上午 

時間 項目 演講人 

09:00-09:30 開幕式 
致詞 

何樹山  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長 

江丙坤  華聚產業共同標準推動基金會榮譽董事長 

張世宏  國務院台灣辦公室經濟局局長 

奚國華  中國通信標準化協會理事長 

陳瑞隆  華聚產業共同標準推動基金會董事長 

09:30-10:30 主題 
演講 

深化產業和技術
標準合作，攜手
開處兩岸信息產

業新局面 

羅  文  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 

智慧製造-深化
兩岸電子信息產

業的合作 
徐爵民  台灣雲端物聯網產業協會理事長 

成果發佈儀式 

10:30-11:00 發佈各領域共通標準文本成果並合影 



大會議程【大會開幕式暨各組分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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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 月 27 日（星期四）上午 

【兩岸產業與標準合作專題演講】 
主持人 
(台方)林坤銘 華聚基金會執行長 
(陸方)楊澤民 中國通標協副理事長 

11:00-12:00 

專題演講1：大陸工業互聯網發展態勢與展望 
 
余曉輝 工信部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長 

專題演講2：智慧物聯網開啟兩岸合作新機遇 
 
黃崇仁 力晶集團總裁暨創辦人 

專題演講3：AI發展趨勢和應用洛地 
 
李世鵬 科大訊飛副總裁 

專題演講4：AIoT人工智慧與物聯網之發展 
 
謝清江 台灣資通產業標準協會理事長/聯發科副董事長 

14:00-17:00 10組分論壇 



主辦單位致詞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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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政府 何樹山 副省長 

華聚基金會 江丙坤 榮譽董事長 



主辦單位致詞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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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聚基金會 陳瑞隆 董事長 

中國通信標準化協會 奚國華 理事長 



主題演講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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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 羅文 副部長 

台灣雲端物聯網協會 徐爵民 理事長 



簽署儀式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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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方              台方 
電標協 趙波顧問   華聚 陳瑞隆董事長 

見證嘉賓合影 



專題演講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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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訊飛 李世鵬 副總裁 聯發科 謝清江 副董事長 

  

信通院 余曉暉 總工程師 力晶集團 黃崇仁 總裁暨創辦人 



歡迎晚宴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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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個領域，共達成34項共識結論 

 

 

6個領域，共發布10項標準文本、 

1本案例【雲計算產業案例彙編4.0版】 

1本白皮書【開發運維一體化DevOps共通標準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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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屆論壇重要成果 



領域 
發佈 

數量 
文本名稱 對產業之效益 

LED 2本 

半導體照明
術語對照表
(2018年版) 

LED半導體照明技術、產品與應用快速發展，有關的
術語、術語定義也需與時俱進，定期增減修訂，兩岸
文字運用、演進與產業發展背景的不同，於LED產業
上存在著相同定義術語不同，或術語相近定義不同，
也因此術語對照表的編撰可促進兩岸於共通標準、共
通技術規範能有進一步共同認知，也進一步加深與國
際標準與國際技術規範的連結。 

照明設備非
主功能模式
功率的量測 

 
建立照明設備非主功能模式功率的量測方法，促使產
業了解照明系統相關功能模式的功耗，藉此提升照明
系統的節能效益，並透過兩岸慣用語方式編寫，降低
對標準理解的差異，提高兩岸間試驗結果的一致性及
相互承認性，並了解兩岸間國際標準制定的參與狀況
及照明產業近期所關注的議題，並促進兩岸標準及產
業資訊的國際同步化。 

【LED半導體照明組】成果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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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發佈 

數量 
文本名稱 對產業之效益 

智慧 

製造 
2本 

機器人研磨拋光
應用標準-通用技
術 

本標準針對工業用機器人於研磨拋光應用，納入
相關應用性能規範，以提供機器人研磨拋光應用
之製造商或使用者參考依據，降低工業用機器人
導入研磨拋光應用之障礙。 

帶視覺的工業機
器人系通用技術
要求 

標準的訂定，未來系統集成商、製造商、科研院
所等所使用的工業機器人，以及周邊裝置集成應
用的場景，透過標準的規範，將可強化機器人視
覺之精準度，以大幅提高機器人視覺作業之成效。 

顯示技術
與應用 

2本 

HDR電視機性能
要求及測試方法 

透過性能要求與測試的標準，未來可將視覺提升
到更高的境界，作為HDR 技術在影像產業的應用，
促進影像產業的健康發展。 

高動態範圍電視
用LCD模組測試
方法和性能要求 

協助業者未來在產品設計、開發、生產等過程中，
其性能要求和測試方法可得到規範，精進產品之
虞，也讓消費者獲得更好的視覺觀感。 

【其他組別】成果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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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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C/OPV/DSC 太
陽電池I-V測試方
法 

由於新世代太陽能電池種類多，在未來消費性電
子產品、穿戴式裝置及居住建築等方面都有很大
的應用空間，因此，標準的豎立，提供未來新世
代太陽能此二類電池的電流與電壓性能之量測標
準，以及太陽能電池最重視的光電轉換效率認定
依據，也帶動相關商品的市場商機。 

光伏元件戶外I-V

特性測試儀技術
規範 

以現有標準為基礎，結合目前儀器的技術水準以
及戶外I-V特性測試對測量設備的要求，通過對
I-V特性測試儀的技術規範，實現太陽光電元件
戶外I-V特性的準確測量。 

鋰離子
電池 

1本 

電力儲能系統用
二次鋰離子單體
電池和電池系統
性能要求 

該標準的訂立，可協助業者改善儲能系統的不一
致性，有利於鋰離子電池和鉛酸蓄電池儲能產業
的永續發展。 

【其他組別】成果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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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發佈 

數量 
文本名稱 對產業之效益 

雲計算 

1本 

整機櫃伺服
器節點子系
統技術要求 

伺服器是發展雲計算系統的核心，在雲計算和大數據
的時代，數據中心正面臨海量的數據、多樣化的信息
服務、複雜的數據聚合與交互的巨大壓力，伺服器的
效能非常重要，取代傳統伺服器，整機櫃伺服器可有
效實現節能減排，提高運維效率，降低運營成本。 

1本 

雲計算產業
應用案例彙
編4.0 

結合兩岸在智慧製造、智慧能源、智慧生活、數位金
融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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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 

開發運維一
體化DevOps

共通標準研
究報告 

針對DevOps擬定研究報告，為兩岸雲計算產業開啟新
頁，未來也將評估訂定「開發運維一體化DevOps」共
通標準，輸入台灣軟體技術實力，與中國大陸系統業
者相互整合，讓兩岸DevOps軟體技術更加堅實，也能
為台灣軟體業者再創雲端商機。 

【其他組別】成果亮點 

17 



2012~2018年【兩岸產業共通標準】推動情況 

領域  文本數量  合作之共通標準被大陸採用情況  

LED半導體照明  10 其中3項為大陸行業標準，3項為國家標準  

顯示技術  13 其中7項為大陸行業標準，2項為國家標準  

太陽光電  16 
其中3項為大陸行業標準，5項為國家標準  

其中7項為IEC或SEMI國際標準  

移動通信/ 

移動互聯網  
9  8項為大陸行業標準  

雲計算  5 4項為大陸行業標準  

鋰離子電池  2  大陸行業標準  

汽車電子  1  大陸地方標準  

服務應用 1 大陸協會標準 

智慧製造 2 第15屆論壇公布 

總計  59 
其中26項被大陸採用為行業標準  

其中10項被大陸採用為國家標準  

其中7項為與大陸共同合作之國際標準  18 



2012年~2018年 

兩岸在LED產業所達成之共通 標準文本 

共10本 
1. 2012【半導體照明術語對照表】台灣產業標準/大陸行業標準 

2. 2012【室內一般照明用LED平板燈具】台灣產業標準/大陸行業標準 

3. 2014【LED視覺作業檯燈】台灣產業標準 

4. 2014【LED道路照明燈具】台灣產業標準/大陸國家標準、行業標準 

5. 2015【半導體照明產品白光顏色測試方法】台灣產業標準 

6. 2016【LED雙端-安全】台灣產業標準/大陸國家標準/ IEC標準 

7. 2016【LED雙端-性能】台灣產業標準/大陸國家標準/ IEC標準 

8. 2016【主幹道LED路燈規格及性能要求】台灣產業標準 

9. 2018【照明設備非主功能模式功率的測量】台灣產業標準 

10.2018【半導體照明術語對照表2018修訂版】台灣產業標準 
19 



補充-中國大陸國家標準 V.S. 行業標準 

20 

項目  類別 說明  效益 

國家
標準 

強制性
GB 

對保障人身健康和生命財產

安全、國家安全、生態環境

安全以及滿足經濟社會管理

基本需要的技術要求 

落實產業發展，提升中國
大陸整體產業標準化制度，
充分發揮標準對國民經濟
和社會發展的技術支撐和
基礎保障。 推薦性

GB/T 

主要為滿足基礎通用、與強

制性國家標準配套、對各有

關行業發揮引領作用等需要

的技術要求 

行業標準 

沒有國家標準而又需要在全

國某個行業範圍內統一的技

術要求所制定的標準，不得

與國家標準牴觸 

規範社會的生產活動、市
場行為，推動建立最佳秩
序，促進相關產品在技術
上的相互協調和配合，進
而引領經濟社會發展。 



【LED半導體照明組】兩岸標準合作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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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 

中期 

未來 

LED術語對照 

兩岸開始合作 

一般照明 
室內、道路照明 

LED照明 

辦公室、教室 

智慧照明 



各分論壇合作領域與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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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論壇 主要合作領域 分論壇主持人 

半導體照明 

智慧健康照明、追蹤IEC照

明系統標準、LED顯示屏

標準可行性、產業推動 

朱慕道-工研院電光所營運總監 

關白玉-中國半導體照明/LED產業與 

              應用聯盟秘書長 

智慧製造 
工具機設備與通訊介面、

視覺檢測、產業應用 

游鴻修-工研院機械所組長  

郭    楠-中國電子研究院副主任 

雲計算 
DEVOPS、整機櫃伺服器、

開源社區 

余孝先-資策會副執行長 

楊麗蘊-中國電子研究院高級工程師 

顯示技術及

應用 

HDR模塊、VR/AR合作討

論 

應台發-工研院電光所專案組長 

趙    英-中國電子研究院技術總監 

太陽光電 
水上光伏系統、新型太陽

能電池、ISO國際標準合作 

吳登峻-工研院量測中心組長 

張軍華-中國電子研究院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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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論壇 主要合作領域 分論壇主持人 

鋰離子電池 電力儲能系統 
高志勇-工研院材化所經理 

劉彥龍-中國化學與物理協會 秘書長 

移動通訊/

移動互聯網 

5G技術標準、NB-IOT試

驗 

周勝鄰-工研院資通所副所長 

金毅敦-電信發展產業聯盟副秘書長  

車聯網 

車聯網無線通訊技術、車

聯網(ADAS)與模組系統、

場域測試 

何寶中-台灣物聯網產業協會顧問 

代曉慧-通標協副理事長 

服務應用 工業互聯網相關應用 
劉英輝-資策會智統所業務總監 

續合元-中國資通院技術與標準所總工 

網絡演進 
SDN/NFV、網路切片、

邊緣運算 

曹睿華-工研院資通所技術組長 

敖    立-中國信通院標準所所長 

各分論壇合作領域與主持人 



【LED半導體照明組】分論壇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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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議 程 主講人 

13:30-14:00 簽到 

14:10-14:20 主持人引言 

14:20-14:50 共通標準解讀：半導體照明術語 
(台方)張世杰   

台達電子照明事業部經理 

14:50-15:10 
共通標準解讀：非主功能模式功率
的測量 

(陸方)張德保   

國家電光源監督檢驗中心主任 

15:10-15:30 教室及辦公室智慧健康照明 

(陸方)牟同升   

浙江大學/杭州浙大三色儀器有限公司
教授/董事長 

15:30-15:50 LED顯示幕用LED相關標準簡介 
(陸方)葛莉葒   

廈門市產品品質監督檢驗院主任/高工 

15:50-16:40 

議題交流討論 

1.推動教室健康智慧照明共通標準 

2.LED顯示幕LED相關標準 

3.後續市場推動 

與會專家 

16:40-17:00 合作共識總結 



【LED半導體照明組】分論壇主要參與名單 

【台方】 
朱慕道  工研院電子與光電系統所組長/主持人 
李麗玲  工研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副組長 
張世杰  台達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照明事業部經理 
 
【陸方】 
關白玉  中國半導體照明/LED產業與應用聯盟秘書長/主持人 
牟同升  浙江大學/杭州浙大三色儀器有限公司教授/董事長 
葛莉葒  廈門市產品品質監督檢驗院副主任 
趙洪良  中國電子技術標準化研究院工程師 
張德保  國家電光源監督檢驗中心主任 
胡愛華  福建鴻博光電公司副總經理 
 
蘇州市計量測試院、中國照明電器協會、廈門市產品質量監督檢
驗院、硅力杰半導體、廣州賽西標準檢測研究院、上海源微電子、
上海長研電子等企業與研究單位代表 

25 



【LED半導體照明組】分論壇花絮 

26 



各組未來標準推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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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目 

LED 
探討2項標準可行性 
追蹤1項標準制定 

智慧製造 
完成2項標準文本 
推進2項標準研究 

太陽光電 推進4項標準研究 

鋰離子電池 完成1項標準文本 

顯示技術與應用 制定1項標準 

雲計算 
編制1本應用案例(5.0) 
研製2項標準 

移動通信 發布1本白皮書 

服務應用 
研製1項技術報告 
編制1本應用案例 



【LED半導體照明組】第十五屆共識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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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探討LED顯示屏用LED共通標準制定的可行性。 

2. 針對辦公室與教室照明，共同探討智慧健康照明

標準。 

3. 追蹤IEC照明系統標準，雙方進行合作探討。 



閉門總結座談會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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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發布會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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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經濟部標檢局/工業總會】 
     推動兩岸標準計量檢驗認證合作委辦計畫 

31 

,   
召開專家技術委員會議，開展標準合作 

市場規模分析研究 

廠商標準諮詢服務 

01 

02 

03 

1月10日、1月29日舉辦兩岸智慧製造專家會議，針對15

屆論壇產出之二項共通標準，交換意見，並研擬進度 

針對車聯網、智慧製造、物聯網、綠能
等領域，完成建議報告 

協助解決我國廠商產品輸銷中國大陸市
場所面臨之標準問題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陳隆建 
(Dr. Lung-Chien Chen) 

特聘教授兼系主任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光電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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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因為光而豐富  生活因為光而精彩 



Evolution of light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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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 lighting 

2012  

Flexible Electronics 

 Micro LED Display 



再見了～愛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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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2020 

鹵素燈 
省電燈 



Next wave …. 
承接在傳統液晶（LCD）、OLED 後，Micro LED被台
灣的一些LED廠視為下一波的產業浪潮。作為LED家
族的一份子，Micro LED繼承了所有LED的優點基因：
低功耗、高亮度、超高解析度與色彩飽和度、反應速
度快、超省電、壽命較長、效率較高等，其功率消耗
量約為 LCD 的 10%、OLED 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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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y Micro LED TV 
 2012 Crystal LED Display  2017 CLE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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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applications with different chip 
siz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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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 LED 為何被看好成為新一
代顯示技術？ 

 Micro LED Display 為新一代的顯示技術，結構是微型化 LED 陣列，也就是
將 LED 結構設計進行薄膜化、微小化與陣列化，使其體積約為目前主流 
LED 大小的 1%，每一個畫素都能定址、單獨驅動發光，將畫素點的距離由
原本的毫米級降到微米級。 

 承繼了 LED 的特性:低功耗、高亮度、超高解析度與色彩飽和度、反應速度
快、超省電、壽命較長、效率較高等，其功率消耗量約為 LCD 的 10%、
OLED 的 50%。而與同樣是自發光顯示的 OLED 相較之下，亮度比其高 30 
倍，且解析度可達 1500 PPI（像素密度），相當於 Apple Watch 採用 OLED 
面板達到 300 PPI 的 5 倍之多，另外，具有較佳的材料穩定性與無影像烙印
也是優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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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orphek.com] 



Micro LED優勢 
有高發光效率、高解析度、高亮度、高壽命、高可靠度、反
應時間快、自發光特性、機構簡易、體積小、薄型等優勢。 

顯示技術 LCD OLED Micro LED 

技術類型 背光板 自發光 自發光 

對比率 5000:1 ∞ ∞ 

壽命 中 短 長 

反應時間 毫秒(ms) 微秒(μs) 奈秒(ns) 

運作溫度 -40℃至100℃ -30℃至85℃ -100℃至120℃ 

成本 低 中 高 

能源消耗量 10 2 1 

可視角度 中 中 高 

PPI 穿戴式 最高250 PPI  最高300 PPI  1500 PPI  以上 

PPI 虛擬實境 最高500 PPI  最高600 PPI  1500 PPI  以上  
 
 
[修改網路資料] 8 



Perovskite Micro L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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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omaterials, 2018] 



Diameter(nm) 4.4 5.0 5.8 6.6 7.6 8.7 10.0 11.4 

q(%) 0.7 2.8 9.2 21.9 31.9 24.1 8.3 1.1 

Upper(%) 0.7 3.6 12.7 34.6 66.5 90.6 98.9 100 

Median: 7.1nm ; Mean: 7.1nm  

Laser Diffraction Particle Size Analyzer 

of MAPbBr3 QDs  (Ultrasonic)  

10 



450 500 550 600 650 700 750 800 850

0.0

0.2

0.4

0.6

0.8

1.0

N
o

rm
a
liz

e
d

 i
n
te

n
s
it
y
(a

.u
.)

Wavelength(nm)

 MAPbI3

 MAPbBrI2

 MAPbBr1.5I1.5

 MAPbBr2I

 MAPbBr2.5I0.5

 MAPbBr3

 MAPbBr2.5Cl0.5

 MAPbBr2Cl

 MAPbBr1.5Cl1.5

 MAPbBrCl2

Photoluminescence of MAPbX3 Q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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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LEDs 

pad

LED chip

glass

Ceramic submount

Remot phosphor layer

White light

Blue light

Powder

Photo-
luminescence

MAPbBr2.5I0.5 MAPbBr2.0I1.0 MAPbBr1.5I1.5 YAG:Ce3+

[Chen et. al. Ceramics International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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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穩定性量子點可應用於照明  

 藉由調配不同鹵素比例與先驅物-銫，可以實現高穩定
與高品質CsPbX3。 

CsPbCl3 、CsPbBr3 與CsPbI3鈣鈦礦量子點分別以405nm雷射光激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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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bBrCl2 

MAPbBr1.5Cl1.5 

MAPbBr2Cl 

MAPbBr2.5Cl0.5 

MAPbBr3 

MAPbBr2.5I0.5 

MAPbBr2I 

MAPbBr1.5I1.5 

MAPbBrI2 
MAPbI3 

Color gamut of MAPbX3 QDs 

CIE 1931 color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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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Mini/Micro LED 技術 

 

 Mini/Micro LED 應用與趨勢 

 

 Mini/Micro LED 的尺寸效應 

 

 Mini/Micro LED的技術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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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Micro LED 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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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量並行轉移（Pick和place） 單片陣列集成 

將單個微型LED晶片或包含少量微型LED晶
片（<10）的單個小晶片單獨Pick，Transfer，
Position並組裝到包含像素驅動電路（通常為
玻璃或可撓性基板上的TFT）的背板。 顯示
器上的節距通常低於供體晶片的節距。 

包含大量微型LED發射器（> 10000至數百萬）
的大晶片被混合到背板（通常為Si CMOS）
上。 單個像素沒有物理分割。供體陣列的間
距與顯示器的間距相匹配。 

[重新繪圖] 



 說起Micro LED，先得從顯示TFT-LCD背光模組應用說起。在
1990年代TFT-LCD開始蓬勃發展時，因LED具有高色彩飽和度、
省電、輕薄等特點，部分廠商就利用LED做背光源。然而因成本
過高、散熱不佳、光電效率低等因素，並未大量應用於TFT-LCD
產品中。 

 直到2000年，藍光LED晶片刺激螢光粉製成白光LED技術的製程、
效能、成本開始逐漸成熟；當進入2008年，白光LED背光模組呈
現爆發性的成長，幾年間幾乎全面取代了CCFL，其應用領域由手
機、平板電腦、筆電、台式顯示器乃至電視等等。 

 然而，因TFT-LCD非自發光的顯示原理所致，其open cell穿透率
約在7%以下，造成TFT-LCD的光電效率低落；且白光LED所能提
供的色飽和度仍不如三原色LED，大部分TFT-LCD產品約僅
72%NTSC；再則，於室外環境下，TFT-LCD亮度無法提升至
1000nits以上，致使影像和色彩辨識度低，為其一大應用缺陷。
故另一種直接利用三原色LED做為自發光顯示點畫素的LED 
Display或Micro LED Display的技術也正在發展中。 

Micro LED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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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 LED介紹 
即LED微縮化和矩陣化技術，在一個晶片上集成高密度微小尺
寸的LED陣列，可將像素點距離從毫米級降低至微米級，而每
個畫素可單獨驅動發光和定址。 

一般LED顯示器 

Mini/Micro 

LED 

100-1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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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T-LCD、OLED and Micro LED 顯示技術 

基板 

電極 

R B G 

電極 

基板 

防眩膜 

基板 

電極 

R 

電極 

基板 

偏光板 

電子層 

電洞層 

G B 
基板 

彩色濾
光片 

基板 

偏光片 

偏光片 

背光模組 

TFT-LCD是透過液晶層通電與
分子移轉，搭配彩色濾光片與
背光源，讓每個化速含有紅、
藍、綠三原色，可混合出各式
各樣的顏色光。 

OLED是由電流驅動有機薄
膜，可自行發出紅、藍、綠
光，顏色較LCD鮮豔。 

Micro LED陣列微小化，可使
亮度、畫質、反應速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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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nits 

[修改網路資料] 

5000 nits 

800 nits 



製程種類 Chip Bonding Wafer bonding Thin film transfer 

描述 

將LED直接進行切
割成微米等級的
Micro LED chip，
利用SMT技術或
COB技術，將微
米 等 級 的 Micro 

LED chip一顆一
顆鍵接於顯示基
板上。 

在LED的磊晶薄膜層上用感
應耦合等離子離子蝕刻
(ICP)，直接形成微米等級
的Micro LED結構，，再將
LED晶圓(含磊晶層和基板)
直接鍵接於驅動電路基板上，
形成顯示畫素。 

剝離LED基板，以一暫時基板承載
LED磊晶薄膜層，再形成微米等級
的Micro LED磊晶薄膜結構。將
Micro LED磊晶薄膜結構進行批量
轉移，鍵接於驅動電路基板上形成
顯示畫素。 

顯示畫素種類 Micro LED chip Micro LED matrix Micro LED thin film array 

顯示基板尺寸 無尺寸限制 小尺寸/可擴充 小尺寸/可擴充 

轉移間距是否可
調 

可 不可 不可 

批量轉移能力 不可 可 可 

成本 高 低 中 

製程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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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ral micro LED and vertical 
micro LED 

 Additional interconnection 

 Low power 

 High heat 

 Complex 

 Medium-resolution 

 

 Transfer and interconnection 

 High power 

 Low heat 

 Simple wiring 

 High resolution(400-1300ppi) 

 

Lateral micro led vertical micro LED 

IEEE Journal of the Electron Devices Society VOLUME 5, NO. 1, JANUARY 2017 22 



Electrical, spectral and optical 
performance of yellow–green and amber micro-

pixelated InGaN light-emitting diodes 

23 Semicond. Sci. Technol. 27 (2012) 015003 (7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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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d optical and electrical properties 

of GaN-based micro light-emitting diode 

arrays 

Current Applied Physics 2017, 1-6 (article in press) 

Fig. 1. (a) Fabrication 

process of blue mLED 

arrays with ITO films.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SEM) 

images of (b) the 

reference large-area 

LED, (c) 4  4, and (d) 

12  15 mLED 

arrays. 



25 Current Applied Physics 2017, 1-6 (article in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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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cs &LaserTechnology78(2016)34–41 

Fabrication process for AlGaInP-Micro LED 
arrays 

27 



28 Optics &LaserTechnology78(2016)3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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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N Micro emitter arrays 

33 

J. Phys. D: Appl. Phys. 41 (2008) 094001 (12pp) 



Microdisplay device 

J. Phys. D: Appl. Phys. 41 (2008) 094001 (12pp) 34 



Active driven Micro LED array 

J. Phys. D: Appl. Phys. 41 (2008) 094001  35 



The fabrication steps of a vertically-stacked 
passive-matrix micro-LED array 

Vol. 25, No. 3 | 6 Feb 2017 | OPTICS EXPRESS  

The duty ratio is defined as the percentage 
of one period in which a signal is active, 
where ton and toff are the duration in which 
a signal is active and non-active, 
respectively. 1 



Micro LED arrays 

2 



Micro LED arrays 

3 



Resonant-enhanced full-color emission of 
quantum-dot-based micro led display 
technology 

OSA 14 Dec 2015 | Vol. 23, No. 25 | DOI:10.1364/OE.23.032504 | OPTICS EXPRESS 32510 4 



Resonant-enhanced full-color emission of 
quantum-dot-based micro led display 
technology 

OSA 14 Dec 2015 | Vol. 23, No. 25 | DOI:10.1364/OE.23.032504 | OPTICS EXPRESS 32510 

CdS and CdSe/ZnS QDs 

Aerosol jet 

5 



Resonant-enhanced full-color emission of 
quantum-dot-based micro led display 
technology 

OSA 14 Dec 2015 | Vol. 23, No. 25 | DOI:10.1364/OE.23.032504 | OPTICS EXPRESS 32510 6 



Integrated parabolic nanolenses on 
microled color pixels 

Nanotechnology 29 (2018) 165201 

30 μm 

7 



Enhanced light extraction efficiency of a 
InGaN/GaN micro-square array light-emitting 
diode chip 

Vol. 7, No. 9 | 1 Sept 2017 | OPTICAL 

MATERIALS EXPRESS 3261 8 



Resonant-enhanced full-color emission of 
quantum-dot-based display technology 
using a pulsed spray method 

Adv. Funct. Mater. 2012, DOI: 10.1002/adfm.201200765 

1) 11-pair HfO2/SiO2 DBR on glass 

2) Mask 

3) RGB QDs 

4) R/G/B, PDMS 

9 



Full-colour quantum dot displays fabricated by 
transfer printing 

NATURE PHOTONICS | VOL 5 | 182 MARCH 2011 10 



Mini/Micro LED 應用與趨勢 

J. Phys. D: Appl. Phys. 41 (2008) 094001  11 



III-Nitride full-scale high-resolution 
microdisplays 

12 Appl. Phys. Lett. 99, 031116 (2011) 



Micro LED based full scale 
high-resolution microdisplays 

OSA , Vol. 21, No. S3,2013  13 



Micro-led arrays: a tool for two-
dimensional neuron stimulation 

Photostimulation of ChR2 transfected neuron using micro-LED array. (a) Somatic pulsed 

illumination result in corresponding spike train. (b) Illumination with neighbouring stripes has 

little effect on cell depolarization. 

J. Phys. D: Appl. Phys. 41 (2008) 094014 (9pp) 

肌肉鬆弛劑 
神經細胞軸索 

14 



Extending quantum efficiency roll-over threshold 
with compositionally graded InGaN/GaN LED 

978-1-4577-1504-4 2014 IEEE 

Graded layer 

D=80 μm 

15 



Pulsed-laser micropatterned quantum-dot array 
for white light source 

Scientific Reports | 6:23563 | DOI: 10.1038/srep23563 

Flip-chip blue LED 

47%  

16 



A novel full-color 3led projection system 
using r-g-b light emitting diodes on silicon 
(ledos) micro-displays 

SID 13 Digest, 44(1)838-841. 17 



Design and fabrication of fine-pitch pixelated-
addressed micro-led arrays on printed circuit 
board for display and communication 
applications 

IEEE Journal of the Electron Devices Society VOLUME 5, NO. 1, 

JANUARY 2017 

The sizes of blue, green, red and IR LEDs 

are 230μm×385μm, 210μm×210μm, 225μm×225μm and 

285μm×285μm, respectively. The implemented micro-LED 

arrays have excellent quality in both uniformity of operating 

current and rising time of step response. 18 



Flexible and Bio Applications 

19 



Fabrication, characterization and applications of flexible 
vertical InGaN micro-light emitting diode arrays  

11 Jan 2016 | Vol. 24, No. 1 | DOI:10.1364/OE.24.000699 | OPTICS EXPRESS 
20 



Processing steps for 
retrieving Micro 
LEDs from a GaAs 
source wafer 

Science, 2009, 325. 977-981. 

Chip size=50 μm 

21 



Micro-ILED with ohmic metal contacts that is 
transfer printed on a foreign substrate 

Figure2.7(a) 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the representative 

micro-ILED with ohmic metal contacts that is transfer 

printed on a foreign substrate. (b) Microscope image of a set 

of micro-ILED with ohmic metal contacts corresponding to 

Fig. 2.7(a).Current-voltage characteristics of 25 

representative devices before undercut etching on the GaAs 

wafer (c), and after transfer printing onto an epoxy coated 

glass substrate(d). (e) Current-emissioncharacteristics of 

before undercut etching on the GaAs wafer, and after transfer 

printing onto aepoxy coated glass substrate. (f) Spectral 

characteristics of emission for a typical device on awafer and 

after transfer printingcases. 

Science, 2009, 325. 977-981. 22 



23 Science, 2009, 325. 977-981. 

Printed Assemblies of Inorganic 

Light-Emitting Diodes for 

Deformable and Semitransparent 

Displays 



(a) Array of 3×9 micro-ILEDs on a 
sheet of plastic substratein its on-
state. Focus are made on to logo, 
thereby revealing the semi-
transparent property of the large 
area display system. (b) Same array 
wrapped around a plastic cup, 
indicatinghigh level of back side 
emissionfrom the array. (c) Current-
voltage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array 
(Fig. 2.11a) as a function of bending 
radius. (d) Fatigue test at bending 
radius of 2.5 cm. 

Micro-ILEDs on a sheet of plastic substratein 

Science, 2009, 325. 977-981. 24 



Micro LEDs with transparent graphene  
electrodes 

Nano Letters, 2011, 11, 3881-3886. 25 



micro-ILEDs with graphene interconnects 

Nano Letters,2011, 11, 3881-3886. 26 



Wireless micro-ILED system on a 
temporary glass substrate coated 
with a bi-layer of epoxy / PMMA 

Small, 2012, 8, 2812-2818 

PET 

27 



28 
Small, 2012, 8, 2812-2818 

1. corneum, 2. epidermis,  
3. dermis, 4. muscular layer. 



(a) Opticalimage of a 6´6 array of micro LEDs (100 μm *100 μm, and 2.5 μm thick, in an interconnected 
array with a pitch of ~830 μm) with non-coplanar serpentine bridges on a thin (~400 μm) PDMS substrate 
(left frame). Schematic illustration (right) and corresponding photograph (inset) of a representative device, 
with encapsulation.  

Micro-ILEDs on a handle glass substrate 
coated with layers of polymers Nat.Mater. 2010, 9, 929-937. 

29 



Micro-LEDs array with serpentine metal 
interconnects 

Nat.Mater.2010, 9, 929-937. 30 



Micro LEDs sensor/tube system 

Nat.Mater.2010, 9, 929-937 31 



Optical image of a sensor integrated on 
an flexible plastic tube 

Nat. Mater.2010, 9, 929-937 32 



Micro LED  into soapy water 

Nat.Mater.2010, 9, 929-937 33 



Optogenetic control of body movements via flexible 
vertical light-emitting diodes on brain surface 

Nano Energy 44 (2018) 447–455 34 



Mini/Micro LED 的尺寸效應 
 

35 



Size effects 

36 



量子效應對量子點發光的影響 

 粒徑小能隙大波
長短顏色偏藍綠。 

 粒徑大能隙小波
長長顏色偏紅橙。 

[圖片來源:Nanosys] 37 



Properties of Micro LED 

38 

1. Enhanced light extraction 

2. Lower junction temperature 

3. Improved heat distribution 

4. Better current density distribution 

5. Reduced efficiency due to non-radiative recombination 

induced by sidewall defects. 



Size issues 

39 

Pad and Bonding 

Crack 



40 SID 13 Digest, 44(1)838-841. 



Micro LED應用產品尺寸
選擇 

大尺寸
TV 

高解析度
中小尺寸 

低解析度
中小尺寸 

 50吋以上Full HD TV良率偏低 
 4K TV及未來8K TV X良率將更低，不易

與LCD顯示技術競爭 

 手機及平板電腦的顯示器製作難度
仍高 

 良率較高 
 具低耗電量 
 適用於穿戴式顯示器應用 

 

41 



Cross-talk effect 

13.4 µm overlap 

The cross-talk value of the previous design 

is about 32.8%. 

Vol. 5, No. 5 / October 2017 / Photonics Research 

Crosstalk在電子學上是指兩條信號線之間的耦合
現象。這是因為空間距離近的信號線之間會出現
不希望的電感性和電容性耦合從而互相干擾。 

PR mold 

螢光顯微鏡 

42 



Coffee-ring effect 

The PR square can confine the QD drops in the hole and 

resolve the coffee ring effect. 

Vol. 5, No. 5 / October 2017 / Photonics Research 

咖啡圈的出現是由
於毛細現象固定了
液滴的邊界，而接
近邊緣蒸發的液體
必須由內部的液體
補充，因而形成由
內部流向邊緣的液
體流。這樣造成的
流動幾乎可以把所
有的溶質帶到邊緣。 

4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F%9B%E7%BB%86%E7%8E%B0%E8%B1%A1


Mini/Micro LED的技術挑戰 
 
•Micro LED有機會成為顯示器的主流技術嗎？專家認
為目前Micro LED Display的研發有三大挑戰，分別為：
巨量轉移技術問題、電流控制問題及與現有LCD/LCD
產業鏈的兼容性問題。 
•Micro LED 最難克服的環節，另包括電路驅動、色彩
轉換、檢測、晶圓波長均勻度等，也都是尚待突破的
技術瓶頸。 
•Micro LED的修補技術 
 

44 



Micro LED技術難點 
 製程精度高 

 
 Epiwafer:均勻性待提高, 

particles, large wafer size 
 
 需採陣列式高速檢測技術 

 
 IC須走向微型電路設計 

 
 產業鏈上到下的整合 
 
 成本高出一般顯示技術3-4倍 

 

資料來源:聯合晚報 45 



如何搬運數千萬顆微米級LED晶粒的挑戰 
要把數百萬甚至數千萬顆微米級的LED晶粒
正確且有效率的移動到電路基板上。以一個
4K電視為例，需要轉移的晶粒就高達2400
萬顆（以4000 x 2000 x RGB三色計算），
即使一次轉移1萬顆，也需要重複2400次。 

Pick and Place: 黏or 吸: 真空, 靜電, grip 
pressure(電子作用) 

巨量轉移(Mass Transfer) 技術 

46 



Micro LED巨量轉移技術 

設備精密度 

製程良率 

可重工性 

檢測方式 製程技術 

製成時間 

加工成本 

巨量轉移技
術 

磊晶部分結束後，需要將已點亮的
LED晶體薄膜無需封裝直接搬運到
驅動背板上，這種技術叫做巨量轉
移。其中技術難點有兩個部分： 
 
1）轉移的僅僅是已經點亮的LED
晶體外延層，並不轉移原生基底，
搬運厚度僅有3%，同時MicroLED
尺寸極小，需要更加精細化的操作
技術。 
 
2）一次轉移需要移動幾萬乃至幾
十萬顆LED，數量巨大，需要新技
術滿足這一要求。 

資料來源:LEDinside 47 



Mass transfer 
 Pick-up with very precise arrange 

 Alignment of pick-up head and substrate 

 Bonding and repeat 

 

48 



技術挑戰-RGB 

49 



技術挑戰-array 

50 

Display 



技術挑戰-修補技術 

51 

Or 銲錫高溫熔融+真空吸取 



Micro LED 專利技術 

52 



發光元件的轉移方法以及發光元件陣列 

工業技術研究院在此篇專利係有關發光元件的轉移方法，
步驟為先於基板1上形成多個LED陣列之排列，一個陣列為
一種顏色的LED，例如圖1中紅光、綠光、藍光各自為一陣
列。轉移過程需要透過多次焊接步驟，依序將基板1上的
LED移轉到基板2的預定位置，所以如圖2所示，每次焊接
前先用保護層蓋住沒有要移轉的LED，再將要移轉的LED之
導電凸塊與基板2的接墊接合，最後基板1的LED將全數轉
移到基板2上。 資料來源: 專利 TW I521690 53 



54 資料來源: 專利 TW I521690 

 一種發光元件的轉移方法，包括：(a)於一
第一基板上形成多個陣列排列之發光元件，
各發光元件包括一元件層以及一犧牲圖案，
且該犧牲圖案位於該元件層與該第一基板之 
間；(b)於該第一基板上形成一保護層以選
擇性地覆蓋部分的發光元件，其中部分的發
光元件未被該保護層所覆蓋；(c)令未被該保
護層所覆蓋之元件層與一第二基板接合；以
及(d)將未被該保護層所覆蓋的犧牲圖案從
該第一基板與該元件層上移除，以使部分的
元件層與該第一基板分離而轉移至該第二基
板上。 



發光元件以及顯示器的製作方法 
在基板上形成LED陣列，其中半導體磊晶
結構、第一電極以及第二電極構成發光二
極體晶片，而發光元件包含發光二極體晶
片及球狀延伸電極，完成後將發光元件從
基板移除 
接著透過噴嘴將發光元件噴出，藉由發光
元件與噴嘴的磨擦，使球狀延伸電極帶有
靜電電荷，而接收基板的接點則透過電路
結構傳送電訊號使其亦帶有靜電電荷，在
說明書的實施例中球狀延伸電極帶有正電
荷而接點則帶有負電荷。 
如圖所示，工研院透過例如搖篩的方式，
使發光元件落入接收基板的開孔中，由於
球狀延伸電極的體積大於發光二極體晶片
的體積，因此在落下的過程中，發光元件
的球狀延伸電極轉向下落入孔中與皆點接
觸。 

資料來源: 專利 TW I590433 55 



56 

 一種發光元件，包括： 一發光二
極體晶片，包括一半導體磊晶結構、
一第一電極以及一 
第二電極，其中該第一電極與該第
二電極分別配置於該半導體磊晶結
構的兩對側；以及 
一球狀延伸電極，該第一電極配置
於該半導體磊晶結構與該球狀延伸
電極之間，且該球 
狀延伸電極透過該第一電極與該半
導體磊晶結構電性連接，其中該球
狀延伸電極的體積 
大於該發光二極體晶片的體積。 

資料來源: 專利 TW I590433 



Micro device transfer 
head array 
為了達到更好的轉移效率，使用巨量轉
移技術的廠商不斷開發出各式各樣的轉
移頭，而Apple這篇專利的特殊之處在
於其轉移頭具有雙極的結構，可以分別
施予正負電壓。 
轉移頭的平台結構被介電層對半分離形
成一對矽電極，當要抓取基板上的LED
時，對一矽電極通正電，對另一矽電極
通負電即可將目標LED拾取。 

資料來源: 專利 US 9548233 57 



58 資料來源: 專利 US 9548233 



System and Method for the Fluidic 
Assembly of Emissive Displays 

鴻海將收購
Micro LED新創
公司eLux，該公
司在專利上有二
點值得注意。首
先是其轉移技術
與市場主流不同，
其次是其在美國
申請的專利，利
用CIP方式大量串
接Sharp與自己
的專利 

Liquid suspension 

資料來源: 專利 US 2017-0133558 

Br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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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 device transfer head array 

X-Celeprint的巨量轉移
技術Micro-Transfer-
Printing (µTP)是用壓印
頭在LED上施壓，利用凡
得瓦力讓LED附著在壓印
頭上後，再從來源基板
上將其拾取，移至目標
基板上的預定位置上後，
壓印頭連同LED壓向目標
基板，使LED上的連接柱
插入背板接觸墊後完成
LED轉移。 

資料來源: 專利 US 2017-0048976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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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印頭 

Destination substrate 
資料來源: 專利 US 2017-0048976 



產業趨勢 

62 

ALLOS Semiconductors（德國） 

200 300 mm GaN-on-Si Micro LED 晶圓技術。 

（Source：ALLOS Semiconductors） 



結論 
 GaN-based Micro LEDs 

 Same structure and dimension for RGB 

 Blue LED + GB color convertors 

 UV LED + RGB color conver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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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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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65 

1. LCD, OLED的亮度不夠,  但是Micro LED可以提供非常高亮度的微
型顯示器 

2. 採用commercial Epiwafer 
3. Power consumption can be 90% lower then LCD and up to 

50% lower than OLED. 

4. Better daylight viewing. (0-1050 nits) 
5. 由於晶粒尺寸的差異，其各自的應用也就有所不同。 
(1) 一般的LED晶片以照明與顯示器背光模組為主； 
(2) Mini LED則也將會運用在背光應用上，但會是在高階的消費產品，
或者是車用市場； 
(3) Micro LED，其應用概念跟前兩者則完全不同，將會是一種全新的
顯示技術，而它的競爭對象則會是OLED。 
 



結論 
 從技術規格與應用概念來看，MicroLED在亮度、

反應速度、電耗與耐用度上皆完勝目前市面上的
顯示技術，幾乎可以說是具備完全取代LCD和
OLED顯示的潛力，但唯一的問題就是其生產成本
與量產的能力。 

 總之----MicroLED完勝所有顯示技術 成本與量產
是唯一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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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報告案(四) 

「LED照明標準因應小組」107年第3次會議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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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 

107年12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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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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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說明會安排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地點: 

時間: 
107年10月18日(星期四) 

14:00至17:00 

標準檢驗局行政大樓 簡報室 

2 

時間 講題 講師 
13:30-14:00                                   報到 
14:00-14:10 開場致詞 陳玲慧副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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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D燈管之安全性標準解析(CNS 15829、

CNS 15983及 CNS 6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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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5/G13雙燈帽LED燈管－性能要求(CNS 

16027) 

電機工程國家標
準技術委員會 
張金榮 委員 

16:00-16:30 
讀寫作業檯燈(CNS 16048)及室內一般照明

用LED平板燈具(CNS 16047) 

電機工程國家標
準技術委員會 
梁瑋耘 委員 

16:30-17:00 相關問題之回應與討論 

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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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機關 法人團體 採購單位 其他 

42.86% 14.29% 11.9% 9.52% 2.38% 0.17% 

其他:大多為檢測實驗室。 

3 

說明會參與人數共71人次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LED室內用 

燈具 
LED光源 

LED室外用 

燈具 
其他 

71.43% 42.86% 40.48% 11.67% 

4 

2.參加情況 (2/4) 

基本資料： 

  二、與會業者相關之產品(複選)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曾參與標準相關說明會占總人數47.62%。 

未曾參與標準相關說明會占總人數42.86%。 

5 

2.參加情況 (3/4) 

基本資料： 

  三、是否參加過標檢局所舉辦之標準相關說明會? 

國家標準說明會70% 

正字標記採購說明會5% 

其他25%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E-mail*註 公協會 朋友/同事 網路 其它 

38.1% 23.81% 16.67% 9.52% 11.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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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參加情況 (4/4) 

基本資料： 

  四、由何處獲得說明會訊息？ 



3.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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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問卷統計 (1/5)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一、對於說明會內容方面之滿意度調查 

8 

說明會參與人數71人，回收問卷42份，問卷回收率59.15%。 

整體規劃 

說明會 
實用性 

說明會資料 



4.問卷統計 (2/5)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二、對於說明會講師方面之滿意度調查 

9 

講師報告 
內容 

講師教授 
方式 



4.問卷統計 (3/5)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三、對於說明會主辦單位之滿意度調查 

10 

場地設備 

時間安排 

服務人員 
態度 

主辦單位 
整體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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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燈具相關 

國家標準簡介 
LED相關國家 

標準制定概況 
LED光源相關 

國家標準簡介 
其他 

64.29% 50% 38.1% 2.38% 

4.問卷統計 (4/5) 

四、下次說明會之主題(複選)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12 

4.問卷統計 (5/5) 

五、說明會對於工作及業務是否有所幫助 

有 無 未勾選 

85.71 % 0 % 14.29 % 

1.85.71%與會者認為說明會有幫助。 

2.尤其對國家標準之認識及產品檢測
最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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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LED照明標準因應小組」107年第3次會議 
 

-107年度執行成果檢討及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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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12 月 12 日 

討論案(一)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1 

1.執行成果(1/3) 

107年度執行成果及檢討建議 

3場小組會議 

每4個月定期 
召開小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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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得分享等 

9個議題 1場說明會 

推廣LED相關國
家標準說明會，
並配合世界標準
日活動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類 別 議 題 執行情形 

LED市場
現況及發
展趨勢分
析 

1.國際LED照明標準發展
概況 

2.全球智慧照明發展趨勢 

 

1.4月邀請台灣TÜ V SÜ D專家
分享107年國際LED照明標
準發展概況 

2.4月邀請工研院專家分享全
球智慧照明發展趨勢 

LED新技
術發展 

1.LED植物工廠技術發展
介紹 

2.紫外線發光二極體(UV-

LED)之應用與市場發展
探討 

3.Micro LED技術與發展 

 

1.4月邀請工研院專家介紹
LED植物工廠技術 

2.8月邀請中央大學教授介紹
UV-LED應用與市場發展 

3.12月邀請北科大教授介紹
Micro LED技術與發展 

2 

107年度執行成果及檢討建議 

1.執行成果(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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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執行成果及檢討建議 

1.執行成果(3/3) 

類 別 議 題 執行情形 

參與/辦理
國內外相
關活動 

1.照明公會「2018年台灣
國際照明科技展」成果
報告 

2.CIE辦理「2018國際照
明委員會(CIE)年會」成
果分享 

3.華聚「第15屆兩岸信息
產業和技術標準論壇」
成果分享 

4.「107年度LED照明標準
因應小組暨LED照明相
關國家標準說明會」辦
理情形 

1.8 月 邀 請 照 明 公 會 分 享
「2018年台灣國際照明科技
展」成果報告 

2.8月邀請台灣照明委員會分
享舉辦「2018國際照明委員
會(CIE)年會」成果 

3.12月邀請華聚基金會專家介
紹兩岸信息產業和技術標準
論壇成果分享 

4.107/10/18 舉 辦 「 107 年 度
LED照明標準因應小組暨
LED照明相關國家標準說明
會」，共71人次與會 



檢 

討 

1.開會次數： 

本小組自101年起已召開33次會議及8場次國家標準說明會，提
供LED照明產業在標準化資訊交流之管道。由於現階段國際標
準發展速度趨緩及LED照明技術發展亦漸趨成熟等因素，建議
調整開會次數。 

2.LED國家標準說明會： 

業界對於說明會各方面都提出正向回饋，並希望後續針對LED

生物安全性規範或其他LED產業(如路燈)進行介紹。 

建 

議 

1.開會次數： 

建議108年度會議之開會次數調整為每半年1次，並依據LED

照明市場發展的實際需求彈性調整開會時間。 

2. LED國家標準說明會： 

建議維持每年辦理1場次，本小組也會參考說明會的問卷回饋，
作為後續辦理說明會之依據，持續使各界掌握LED照明領域
中相關重要國家標準。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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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執行成果及檢討建議 

2.檢討與建議 



108年第1次會議 108年第2次會議 

時
間 

108年6月 108年11月 

報
告
案 

1.107年第3次會議決議事項及
辦理情形 

2.LED照明之應用與市場趨勢 

3.「2019年台灣國際照明科技
展」成果分享 

4.「2019 CIE國際智慧照明年
會」成果分享 

1.108年第1次會議決議事項及
辦理情形 

2.LED相關新技術發展介紹 

3.「第16屆兩岸信息產業和技
術標準論壇」成果分享 

4.108年LED國家標準說明會
辦理情形 

討
論
案 

1. 108年LED國家標準說明會
規劃情形 

2. 108年第2次會議議題討論 

108年度執行成果及109年度議
題規劃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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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會議議題規劃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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