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ED 照明標準因應小組」102 年第 6 次會議 
會議紀錄 

 
一、時間：102 年 10 月 11 日（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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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一）報告案 1：「LED 照明標準因應小組」102 年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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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裁示： 
（1）本案洽悉。 
（2）會議決議中屬於持續性之工作請賡續推動。 

（二）報告案 2：IEC 62868 關於一般照明用 OLED 平

板燈安全性檢測標準簡介（LED 照明

標準因應小組秘書處報告） 
1.相關意見： 
簡報中提到，有關 OLED 平板燈在光生物安全

性方面之要求，係為「所量測到之 UV、紅外線

及藍光危害不得超過標示值」，但在標示之要

求方面並未涵蓋上述之標示項目，似乎存在不

一致之處。 
2.說明與回應： 

IEC 62868 目前仍在草案討論階段，在內容方

面尚存在不完備之處，例如對於光生物安全之

要求，並未規定需符合 IEC 62471 中何種風險

類別，此外在標示方面確實未規定有關光生物



安全之標示項目。秘書處將持續追蹤該草案之

後續發展情況，適時進行研究並提出報告。 
3.主席裁示： 
（1）本案洽悉。 
（2）感謝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紀課長信

豪針對 IEC 發展中之 OLED 平板燈安全性

檢測標準所進行之分析與報告。本項報告

之相關資訊可提供產業界作為掌握國際標

準最新發展動態之參考，以提早因應國際

技術趨勢。 
（三）報告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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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照明標準因應小組秘書處報告） 

1.相關意見： 
（1）建議將本次說明會之簡報資料置於本小組

網站，以利各界參考應用。 
（2）建議 LED 照明相關國家標準公布之前可

召開說明會，藉此廣泛徵詢各界意見。 
（3）為因應政府採購標案之需要，建議增加

LED 照明光源與其他傳統照明光源之成

本及特性分析之講題。 
（4）目前全台已廣設 LED 路燈，但仍未能達成

互換性之要求，建議可朝此方向進行研討。 
（5）LED 照明相關國家標準大多與 IEC 及 CIE 等

國際標準調和，若可在國際標準之起草階段

即透過管道適時反映國內產業之意見，並能

納入討論進而影響國際標準，對於我國 LED
產業之發展將更有助益。 

2.說明與回應： 



（1）本次說明會 4 項講題之簡報，其中 3 項已

獲得講者同意公開，秘書處已將簡報資料

上傳至本小組網站，另有 1 項講題因講者

正在國外出差而聯繫不易，秘書處將再與

講者確認，取得同意後將簡報資料上傳至

本小組網站。 
（2）關於新增講題之建議，秘書處將納入明年

度說明會之規劃項目。 
（3）依調查結果，本次說明會已可滿足各界之

參與需求，鑑於各界反應熱烈，明（103）
年度擬規劃舉辦 2 場次說明會，預定於明

年度上半年及下半年各舉辦 1 場次。 
3.主席裁示： 
（1）本案洽悉。 
（2）如何使我國之關鍵技術發揮國際影響力，

在國際標準起草及討論階段即先期參與極

為重要，可透過 CIE-Taiwan 等管道參加

國際標準組織之相關技術會議，使國內產

業之意見有機會在國際發聲並形成國際標

準，將對國內之產業與標準化之推動產生

莫大效益。 
（3）有關 LED 產品互換性之議題，台灣 LED

照明產業聯盟蕭秘書長弘清對此項議題研

究甚深，請秘書處協助邀請蕭秘書長於後

續會議進行專題報告，俾使各界瞭解國內

在 LED 照明產品互換性方面之研究成果

與進展。 
（4）相關意見請業務單位及秘書處研究如何落

實與實施。 



（5）有關明年度說明會之舉辦事宜，請秘書處

依規劃積極辦理。 
（四）報告案 4：「兩岸節能產品（照明設備）認證/

驗證合作說明」（財團法人全國認

證基金會報告） 
1.相關意見： 
（1）中國大陸之 LED 路燈節能產品認證（節

字標），目前可接受在台申請及檢測之

國內 4 家實驗室為何。 
（2）國內 4 家認可實驗室接受在台檢測之費用

及時效是否一致。 
（3）感謝相關政府機關及單位之努力，使兩岸

在檢測結果互認方面取得重大進展。以

參與中國大陸 LED 路燈投標之經驗，取

得 LED 路燈節字標即可符合參與投標之

要件。 
（4）依在中國大陸申請 LED 路燈節字標之經

驗，對於廠商而言，費用並非太大問

題，最關心之 2 個問題為檢測認知差異

及申請時程縮短。 
在檢測認知差異方面，不同實驗室或測

試人員常因對測試規範之解讀不同而發

生判定不一致之問題，若在國內進行測

試，則廠商與實驗室間及認可實驗室間

之溝通相對較為容易，應可減少認知差

異之問題。 
在作業時程縮短方面，整個流程先向實

驗室提出申請，由實驗室針對樣品測試

完成後，將試驗報告彌封送交北京質檢



總局進行書面審查，經書審通過後安排

第二階段之工廠訪查，最後發給證書，

完成所有流程所需之時間固定，往往因

申請驗證與投標作業之時間差而錯失競

標機會。若可在國內進行申請、測試、

工廠檢查及發證，可望壓縮作業時間，

有助於掌握商機。 
（5）依經驗顯示，兩岸對於安全性測試要求較

可能發生認定不一致之情況，對於性能

測試較無認知差距之問題，廠商可特別

留意。 
（6）目前除國內 4 家實驗室成為中國質量認證

中心（CQC）之 LED 路燈節字標檢測認

可試驗室外，兩岸在實驗室認證合作方

面是否有其他進展。 
（7）除目前國內 4 家法人實驗室外，建議未來

有機會可讓其他實驗室共同參與。 
2.說明與回應： 
（1）中國大陸之 LED 路燈節字標，目前可接

受在台申請及檢測之國內 4 家實驗室為

財團法人台灣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財

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中區研

發處）、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量測

技術發展中心及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

中心。 
（2）目前國內 4 家認可實驗室陸續收到 CQC

核發之實驗室評鑑認可證書，國內已有

廠商向實驗室表達申請意願，正積極洽

談中。 



（3）目前國內廠商申請中國大陸之 LED 路燈

節字標，可透過 2 種管道，可直接向國內

4 家認可實驗室提出申請，由實驗室代辦

相關手續，或透過 CQC 網站登錄，再由

CQC 指定國內之認可實驗室執行檢測。 
（4）CQC 指定國內任一家認可實驗室執行檢

測之收費均為一致，費用均公布於 CQC
之網站。 

（5）由於國內 4 家實驗室已獲得 CQC 之認

可，因此國內 4 家認可實驗室所出具之

測試報告，與中國大陸實驗室所出具之

測試報告，兩者皆可獲 CQC 接受。 
在測試方法溝通方面，據瞭解國內 4 家認可

實驗室在檢測結果一致性方面應無問題。 
有關後續執行時，國內之認可實驗室是

否需將測試報告彌封送回中國大陸進行

書面審查，程序方面全國認證基金會將

再釐清。 
（6）依 CQC 之作法，節字標之認可實驗室需經

中國合格評定國家認可委員會（CNAS）認

證，透過協商與溝通後，經全國認證基金會

認證之 4 家實驗室皆可由 CQC 接受。在認

證實驗室方面兩岸已取得相互接受之成果。 
（7）由於目前認可之 4 家實驗室皆參與兩岸之

能力比對試驗，有意爭取認可之實驗室

建議可由爭取參與兩岸之能力比對試驗

方面努力。 
3.主席裁示： 
（1）中國大陸之 LED 路燈節字標，目前國內



已有 4 家實驗室可接受在台申請及檢測，

請各公、協會協助宣導，請有意願之廠商

踴躍提出申請。 
（2）除 LED 路燈外，其餘節字標產品在台檢

測之開放，本局將與全國認證基金會及相

關單位共同努力，積極爭取。 
（3）為增進兩岸實驗室在檢測技術方面之交

流，減少因認知差距而造成測試結果判定

不一致之情況，建議全國認證基金會研究

舉辦兩岸實驗室交流研討會之可行性。 
七、討論事項： 

討論案：「LED 照明標準因應小組」102 年第 7 次

會議之討論議題 
主席裁示： 
1.除原規劃議題外，請秘書處協助邀請財團法人

華聚產業共同標準推動基金會針對「2013 年

第 10 屆海峽兩岸信息產業和技術標準論壇」

之成果進行報告，俾使各界暸解兩岸標準化

交流之最新進展。 
2.另請秘書處協助邀請台灣 LED 照明產業聯盟

蕭秘書長弘清針對 LED 照明產品互換性之議

題進行報告，俾使各界瞭解國內在 LED 照明

產品互換性方面之研究成果與進展。 
3.本小組 102年第 7次會議之討論議題暫定如下： 
（1）報告案 

a.「LED 照明標準因應小組」102 年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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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一般照明用有機發光二極體 (OLED)



平板燈－性能要求」之 IEC 標準制定

情形（LED 照明標準因應小組秘書處

報告） 
c.「2013 年第 10 屆海峽兩岸信息產業和技

術標準論壇」之辦理成果（財團法人

華聚產業共同標準推動基金會報告） 
d.「LED 照明產品互換性」之研究成果與

進展（台灣 LED 照明產業聯盟報告） 
（2）討論案  

「LED 照明標準因應小組」103 年第 1 次

會議之討論議題（LED 照明標準因應小

組秘書處報告） 
4.各單位若有其他議題可隨時向本局業務單位及

秘書處反映，將適時納入議程安排。 
八、臨時動議：無 
九、散會（101 年 10 月 11 日下午 4 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