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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照明標準因應小組」籌備會議 
會議紀錄 

 

一、時間：101年 8 月 1 日（星期三）下午 2時 30 分 

二、地點：本局第 1會議室 

三、主持人：陳局長介山    記錄：邱垂興 

四、出席人員：詳出席人員簽名冊 

五、主席致詞：略 

六、業務單位報告：略 

七、綜合討論： 

（一）與會者意見重點摘錄 

1.未來業界所制定之產業標準，是否可透過「LED

照明標準因應小組」之平台發布，倘有制定成為

國家標準之需求時，是否亦須透過此平台提出申

請?假設公協會邀集部分廠商代表共同制定 1 項

產業標準，該項標準可能僅止於參與廠商採行，

若欲將採行範圍擴大至整個產業，是否可提到此

平台上討論與協調，由特定單位之名義發布。 

2.站在業界之立場，樂見由官方推動「LED 照明標準

因應小組」之標準化平台。為拓展市場、避免貿

易障礙，業界逐漸體認標準之重要性，因此國內

LED 相關產業公協會或團體紛紛成立標準推動小

組並積極展開運作，造成資源分散之情況，在技

術處之指導與催生下，由六大公協會組成「台灣

LED 與照明標準調和會議」之產業標準平台，整

合國內 LED 產業標準發展之資源。以往技術之發

展，在 2 至 3 年間變化不大，因此對標準不致產

生太大之變動，而 LED 之技術發展與變化極為快

速，國家標準為維持其嚴謹度，因此制定時程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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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無法因應產品或市場之快速變化，相較之下

產業標準較具靈活性，中國大陸存在行業標準之

制度，由特定單位進行管理，在我國標準體系之

下對於經由業界共識所形成之產業標準是否亦有

類似之管理機制，可協調產業標準制定之資源，

避免不同單位制定類似產業標準之問題發生。 

3.「LED 照明標準因應小組」與「台灣 LED 與照明

標準調和會議」均定位為標準化推動平台，未來

2 個平台是否同時存在，若同時存在，則「台灣

LED 與照明標準調和會議」可作為產業標準發布

之平台，而「LED 照明標準因應小組」可作為協

調之平台，惟為集中資源，建議可考量將 2 個平

台合併。 

4.「台灣 LED 與照明標準調和會議」偏向標準中技

術問題之討論，「LED 照明標準因應小組」則包

含資料蒐集、資訊集中及標準布局，而不針對技

術細節，兩者運作之目的不同，若「LED 照明標

準因應小組」可將討論範圍進一步擴大至細部之

技術議題，則對於 2個平台合併樂觀其成。 

5.經濟部非常重視 LED 產業之發展，7 月 4 日由部

長主持之產業小組會議，特別針對 LED 照明光電

產業發展之規劃進行討論，能源局共規劃 8 項策

略及 11 項具體做法，涵蓋 LED 產業鏈上游之元

件、中游之模組、下游之照明應用與市場，而成

立「LED 模組標準因應小組」為其中 1 項具體作

法，由標準檢驗局與技術處共同推動，對於將

「LED 模組標準因應小組」擴大為「LED 照明標

準因應小組」站在規劃者之立場樂觀其成並充分

支持。在小組運作方面，鑑於資訊發達與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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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參與成員間資訊分享外，建議可以網站作為向

各界提供資訊及溝通意見之管道。 

6.LED 照明模組標準化為 LED 照明應用推廣之關

鍵，LED 照明模組之介面規格若能一致，則 LED

燈具中僅照明模組損壞時加以替換即可，而不需

整盞燈具更換，可促進 LED 照明應用之普及。在

國際照明大廠之號召下，由全球 200 餘家廠商所

成立之 ZHAGA 產業聯盟，正積極制定 LED 照明模

組標準化規格，由於 ZHAGA 所制定之產業標準僅

供會員廠商共享，非聯盟之會員則無法掌握其規

格，而據了解中國大陸之 CSA（國家半導體照明

工程研發及產業聯盟）亦正進行 LED 模組標準化

規格之制定，因此，我國是否亦可針對 LED 模組

標準化規格進行研究，以跟上國際之腳步。 

7.為使「LED 照明標準因應小組」與「台灣 LED 與

照明標準調和會議」兩者之運作可充分銜接，建

議秘書處可由同 1個單位擔任。 

8.在「台灣 LED 與照明標準調和會議」中經六大公

協會形成共識之產業標準，未來進入國家標準制

定程序時，建議可加快制定速度。 

9.建議本小組可納入使用端之成員，因此在官方代

表之成員可考量納入交通部公路總局及運輸研究

所，以及內政部營建署與建築研究所。此外，在

兩岸合作方面亦可能牽涉認證方面之議題，建議

邀請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金會共同參與。 

10.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在技術處指導下，將資

通信技術與光電產業結合已有具體成果，特別

在智慧照明系統方面，願意加入「LED 照明標準

因應小組」並貢獻相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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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由於美國 UL 在標準制定方面具有相當之經驗，

建議邀請 UL 台灣共同參與。 

12.建議針對 LED 產業標準及國家標準如何落實，納

入討論議題。 

13.由於在 LED 照明產品方面之議題可能涉及消費端

之意見，建議邀請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

教基金會共同參與。 

14.本小組主要進行 LED 標準資料蒐集與分析研判、

國內 LED 標準化推動、參與國際 LED 標準制定

活動及兩岸 LED 標準合作等 4 項工作，建議針

對各項工作進行初步之時程規劃，以利討論分

工事宜，例如在標準蒐集方面，不同種類之標

準可規劃分階段（時程）進行蒐集。 

15.建議可針對 LED 照明標準制定進行初步規劃，包

括時程及優先順序，提交本小組討論及協調分

工事宜。 

16.由於「台灣 LED 與照明標準調和會議」多安排於

每個月之月底開會，若本小組會議可安排於次

月之月初開會，則調和會議之進展可提交本次

會議報告與討論，而本小組在月初之會議倘指

定分工事項，月底之調和會議正可針對整個月

之辦理情形先行檢討，再提交本小組次月初之

會議討論，兩者運作可充分銜接。 

17.有鑑於國際間正針對 LED 照明模組標準化議題積

極進行規格制定及研究，建議將 LED 照明模組

標準化列為本小組優先討論議題。 

（二）說明與回應 

1.產業公協會或團體所制定之產業標準，仍由產業

公協會或團體之名義發布，若業界對於採行產業



第 5頁（共 8頁） 

標準已有一致之共識，並有將產業標準制定成為

國家標準之需求者，可向本局提出國家標準制定

建議，依國家標準制定程序制定為國家標準。本

小組有一項重要工作為國、內外 LED 標準資料蒐

集，經由本小組對國內產業標準之蒐集與掌握，

參與本小組之產業公協會或團體可藉此了解國內

產業標準發展之現況。 

2.我國之標準體系中包括團體標準，即由相關公協

會或專業團體所制定或採用之標準，與產業標準

之意義相同，本小組除可做為提供產業標準發展

現況資訊之管道外，亦可發揮協調之功能，避免

類似之產業標準發生重複制定之問題。 

3.「LED 照明標準因應小組」與「台灣 LED 與照明

標準調和會議」2 個平台並存可產生相輔相成之

效果，「台灣 LED 與照明標準調和會議」針對技

術性之議題，而「LED 照明標準因應小組」則針

對策略面之議題。「LED 照明標準因應小組」包

含 4 大工作，第 1 項工作為 LED 相關標準的蒐

集，包括國、內外現行之標準，以及國際間發展

中之標準，使本小組成員掌握標準發展現況。第

2 項工作為國內 LED 標準化推動，包括依產業需

求制定相關國家標準，並加強相關標準推廣及應

用等。第 3 項工作為參與國際標準制定，針對

ISO、IEC 及 CIE 等國際標準組織正在起草階段之

標準，研議參與策略，而工研院透過奈米標準技

術諮議會運作下參與 ISO、IEC 奈米相關國際標準

制定之經驗可做為借鏡。第 4 項工作為兩岸 LED

標準合作，結合華聚基金會及各單位執行中與標

準議題相關之各項交流與合作計畫，共同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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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LED 照明標準因應小組」可作為各界對 LED 標

準化推動之溝通平台，包括各單位之協調與分

工、產業需求之反映與討論，以及資源之分配與

共享等，而協助業界及時因應全球 LED 照明標準

發展，打造連結產業、布局全球的 LED 標準化推

動平台，即為本小組之工作目標。 

5.為使「LED 照明標準因應小組」成為資訊公開、

透明之平台，並可蒐集各界之意見，未來小組正

式運作後可由秘書處協助進行網站之架設。 

6.已在業界充份形成共識之產業標準倘有制定成為

國家標準之需求時，本局將儘速完成國家標準之

制定。 

7.本小組除固定成員外，針對特定之議題可視需要

邀請涉及之單位參與，涉及專業性之議題則可邀

請相關學者專家與會。例如未來倘有涉及道路照

明等相關議題時，可視需要另邀請內政部及交通

部等相關機關參與。 

8.為使本小組可廣納來自消費端、檢測及認證等方

面之意見，將邀請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

基金會、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UL 優力國際

安全認證有限公司及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金會參

與。由於本小組成員已包含六大公協會之代表，

已可代表產業界之意見，個別廠商不列入小組成

員。廠商可將相關需求與意見向公協會反映，由

公協會成員於會議中轉達並由全體成員討論。 

9.為因應產業之需求，本小組原則上 1 個月召開 1

次會議，時間儘量安排於月初，俾與「台灣 LED

與照明標準調和會議」在每個月月底召開會議之

時程銜接。為使「LED 照明標準因應小組」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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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LED 與照明標準調和會議」兩者之運作可

充分銜接，由於「台灣 LED 與照明標準調和會

議」現任之秘書處為 CIE-Taiwan 台灣照明委員

會，請 CIE-Taiwan 台灣照明委員會亦擔任本小

組之秘書處。 

10.本小組可視需要成立工作分組，相關之分工可交

由工作分組各別運作，再將處理情形提交小組

會議討論。 

11.本小組成立後將請秘書處徵詢產業界對於 LED 照

明標準制定需求，將時程及優先順序一併規

劃，並提交本小組討論。 

12.有關 LED 產業標準及國家標準如何落實之議題，

可於本小組後續會議討論。 

13.本小組下次會議將針對 LED 照明模組標準化議題

優先進行討論。 

14.經本次會議之討論，已確立本小組之推動目標、

組織架構、推動計畫及運作方式，將與秘書處

協調後續配合事宜後，即刻展開運作。 

八、決議事項 

1.除產業界代表、官方代表與學術及研究機構代表

外，為廣納來自消費端、檢測及認證等方面之意

見，將再邀請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金

會、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UL 優力國際安全

認證有限公司及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金會等單位

代表成為本小組固定成員。 

2.本小組除固定成員外，針對特定議題可視需要邀

請相關單位參與，涉及專業性之議題則邀請相關

學者專家與會。 

3.本小組正式運作後將請秘書處協助進行網站之架



第 8頁（共 8頁） 

設，以利對外提供資訊並作為蒐集各界意見管道。 

4.為因應產業之需求，本小組原則上 1 個月召開 1

次會議，開會時間儘量安排於每個月上旬。 

5.為使「LED 照明標準因應小組」與「台灣 LED 與照

明標準調和會議」兩者之運作可充分銜接，請

CIE-Taiwan台灣照明委員會擔任本小組之秘書處。 

6.本小組可視需要成立工作分組，由工作分組個別處

理分工事宜，再將處理情形提交本小組會議討論。 

7.本小組成立後將請秘書處徵詢業界對於 LED 照明

標準制定需求，完成時程及優先順序之規劃後，

提交本小組討論。 

8.有關 LED 產業標準及國家標準如何落實，納入本

小組後續討論議題。 

9.本小組下次會議優先針對 LED 照明模組標準化議

題進行討論。 

10.本次會議已確立本小組之推動目標、組織架構、

推動計畫及運作方式，將與秘書處協調後續配

合事宜後，即刻展開運作。 

九、臨時動議：無 

十、散會時間：101年 8 月 1 日下午 3時 4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