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ED 照明標準因應小組」102 年第 7 次會議 
會議紀錄 

 
一、時間：102 年 12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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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一）報告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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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裁示：本案洽悉。 
（二）報告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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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意見與說明： 

IEC 發展中之 OLED 平板燈性能檢測標準目前

尚處於 PNW（Proposed New Work）之狀態，

即建議案提出之階段，尚待成為正式之國際標

準制定項目，屬於國際標準制定之起步階段，

可能需 3 年至 4 年始能完成制定程序，建議各

界可掌握該項標準之制定動向，或透過管道積

極參與制定過程，發揮我國在 LED 關鍵技術

方面之國際影響力。 
2.主席裁示： 
（1）本案洽悉。 
（2）感謝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劉經理苓



相針對 IEC 發展中之 OLED 平板燈性能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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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我國在 LED 方面掌握不少關鍵技術，對於

發展中之 LED 國際標準，正是我國可發揮

影響力之機會，建議各界可積極投入。 
（三）報告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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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意見與說明： 
（1）「海峽兩岸信息產業和技術標準論壇」目

前正有 8 個領域同步運作，其中 LED 照明

領域之進展最為快速，茲針對本屆論壇在

LED 照明領域之共識結論補充說明如下： 
（a）兩岸在 LED 路燈及 LED 檯燈性能檢測標

準制定方面簽署合作備忘錄。LED 檯燈

在標準制定前，比照 LED 路燈之模式，

先進行兩岸能力試驗及比對之工作。 
（b）兩岸之合作除標準制定以外，後續在

檢測與驗證等方面之推動，應為可進一

步思考與規劃之方向。 
（c）在 LED 元件加速壽命試驗法與平板燈性

能檢測能力試驗比對方面，目前我方已

完成 LED 平板燈之量測數據蒐集，尚

待陸方亦完成量測數據蒐集後，將進一

步進行討論。我方正蒐集標準規格及人



因舒適度等相關資料，將先整合產業之

意見後，向陸方提出後續執行之規劃。 
（d）在兩岸 LED 照明產業合作方面，建議

可在本小組中安排 1 項議題，針對兩岸

LED 照明在標準與產業合作方面之作

法進行深入探討，先行凝聚國內產業之

共識。 
（2）針對目前兩岸在 LED 照明檢測合作方面

之進展說明如下： 
（a）在 LED 路燈之自願性產品驗證方面，陸

方中國質量認證中心（CQC）已接受我

方認可實驗室之檢測結果，據以核發中

國大陸之資源節約認證標誌（節字

標）。 
（b）目前節字標之申請須符合 CQC 所訂定

之試驗法及管理文件規範，我方認可實

驗室需依陸方之要求執行檢測，未來若

制定 LED 路燈共通產業標準，在實驗

室評鑑或認可程序方面是否得以簡化，

尚待進一步考量。 
（c）目前 CQC 所推動之節字標，與 LED 檯

燈相關之產品為 LED 球泡燈，LED 球

泡燈已訂定檢測技術規範，但整盞 LED
檯燈之燈具則尚無檢測技術規範。未來

若制定 LED 檯燈共通產業標準，是否

可作為產品驗證之參考依據，應由相關

單位適時考量，透過兩岸合作之機制進

一步研商。 
（d）在兩岸 LED 產品能力試驗與比對方面，



已完成 LED 路燈與 LED 球泡燈之比

對，有關 LED 檯燈是否納入兩岸 LED
產品能力試驗與比對之規劃，應進行進

一步研究。 
2.主席裁示： 
（1）本案洽悉。 
（2）感謝華聚基金會潘資深專員如珮針對本屆

「海峽兩岸信息產業和技術標準論壇」所

進行之完整報告，使各界瞭解本屆論壇所

展現之各項成果。期待各項共識結論依規

劃執行，使各項成果充分落實。 
（四）報告案 4：「LED 照明產品互換性」之研究成

果與進展（臺灣 LED 照明產業聯

盟報告） 
1.意見與說明： 
期透過本次會議及相關之場合，使各界瞭解

LED 照明產品電氣規格規範之內涵，一方面

促成業者所設計及生產 LED 照明產品，嘗試

採用共通規格之接頭，另一方面可透過民間團

體從教育消費者方面著手，建議選購可互換性

之 LED 照明產品，對於消費者權益更有保

障。對於後續之進展，擬於本小組及相關平台

適時說明，亦歡迎各界提出對於該規格規範之

修訂意見。 
2.主席裁示： 
（1）本案洽悉。 
（2）感謝臺灣 LED 照明產業聯盟蕭秘書長弘

清分享在 LED 室內照明產品介面電氣規

格標準化方面之研究成果，使各界瞭解



LED 照明產品互換性之推動進展，後續

如有更進一步之成果，歡迎蕭秘書長隨時

提供經驗分享與報告。 
七、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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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意見與說明： 
有關進行報告案 3「2013 年第 10 屆海峽兩岸信

息產業和技術標準論壇」時，在討論過程中，

激盪出兩岸 LED 照明標準與產業合作之議

題，建議華聚基金會可提出在此議題方面之構

想，由本小組成員共同討論。 
2.主席裁示： 
有關「兩岸 LED 照明標準與產業合作之議

題」，建請華聚基金會提供規劃之構想，由秘

書處安排列入後續會議之討論案。 
3.本小組 103年第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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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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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產品之零件可靠度測試」之 IEC

標準制定情形（LED 照明標準因應小

組秘書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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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小組之開會週期可彈性調整，如有合適之議

題可適時召開會議，倘無合適之討論議題，

亦可機動調整時間。 
5.兩岸經濟合作委員會已將 LED 照明列為兩岸

產業合作之項目，可掌握發展之動向，視可

行性安排相關報告。 
八、臨時動議：無 
九、散會（102 年 12 月 11 日下午 3 時 5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