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ED 照明標準因應小組」101 年第 2次會議 

會議紀錄 

 

一、時間：101 年 10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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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第 1次

會議決議事項及辦理情形 

主席裁示：本案洽悉。 

（二）報告案 2：「台灣 LED 與照明標準調和會議」第 1

次至第 3次會議討論情形（台灣 LED 照

明標準調和會議秘書處報告） 

1.綜合意見 

（1）有關申請加入ZHAGA，參與 LED照明光引擎共

通介面標準制定方面，由於ZHAGA屬產業聯

盟之性質，入會協定中包含專利開放與保密

協議(NDA)之限制，即 ZHAGA標準中所涉及之

專利需無償供聯盟成員使用，以及內部討論

之機密資訊不得對外揭露，而國內之研究機

構以技術及專利優先移轉、授權國內廠商為

主要任務，因此國內研究機構在同意專利開

放與保密協議之條件下加入ZHAGA，可能使

我國在LED照明關鍵技術中所掌握專利之優

勢流失，因此可以我國在LED照明之量產能



力與關鍵技術為籌碼，對ZHAGA標準制定可

提供特殊貢獻為條件，與ZHAGA進行協商，

爭取在專利開放與保密協議2項條件以外，

以其他管道加入ZHAGA為較務實之作法。 

（2）目前已公布連同制定中之 LED 照明相關國家

標準近 30 項，除與 IEC 國際標準調和之部

分外，約有 16 項係由技術處於 96年所支持

之科專計畫成果中產出，由於近幾年 LED 照

明在市場及技術方面之發展均極為迅速，適

時檢討修訂之時機已成熟，以 LED 模組為

例，目前已公布之 4項國家標準中，當時多

以 JEDEC 固態技術協會之標準為依據，而去

年度國際電工委員會發布之 IEC/PAS 

62717，可望成為未來 LED 模組標準發展之

指標，有鑑於國際趨勢之發展，因此「台灣

LED 與照明標準調和會議」擬針對相關 LED

模組國家標準進行探討，如有修訂之建議，

將提供作為國家標準修訂之參考。 

2.主席裁示 

（1）本案洽悉。 

（2）「台灣 LED 與照明標準調和會議」在國內

LED 照明產業標準化推動方面，可作為國內

其他產業推動標準化之典範。 

（三）報告案 3：「第九屆海峽兩岸信息產業和技術標準

論壇」辦理成果（財團法人華聚產業共

同標準推動基金會報告） 



主席裁示 

（1）本案洽悉。 

（2）本次會議在 LED 照明方面共發布「半導體照

明術語對照表」及「室內一般照明用 LED 平

板燈具」等 2項兩岸產業共通標準，並達成

「進行 LED 模組及 LED 光源之可靠性試驗方

法研究，共同制定『LED 加速壽命試驗方

法』之產業共通標準」、「提出落實產業共

通標準實際推廣應用方案建議，並提出制定

兩岸 LED 照明產業共通標準新專案」及「進

行 LED 智慧照明方面之技術標準交流」等 3

項共識結論，成效卓著，期待明年度再展現

更豐碩之成果。 

（四）報告案 4：IEC 對 LED 照明國際標準之制定現況與

規劃 

1.綜合意見 

鑑於 IEC 標準為世界各國推動產品驗證制度優先

採行之標準，以輸歐產品為例，CE Mark 指定之

檢測標準大多數均為 IEC 標準，因此參與 IEC 等

國際標準之制定，為各方可共同努力之目標。 

2.主席裁示 

（1）本案洽悉。 

（2）有關參與 IEC 等國際標準制定方面，可從建

立國際人脈關係方面著手，倘能與 TC 34 及

其 SC 或 WG 建立交流管道，以我國在 LED 照

明技術之優勢，則有機會可獲邀參加相關會

議，參與國際標準制定工作。 



七、討論事項 

（一）討論案 1：LED 照明相關國家標準制定規劃 

1.綜合意見 

（1）在 LED 照明產業界，無論是否為 LED 路燈業

者，都知道 CNS 15233 為 LED 路燈標準，因

此未來制定 LED 照明產品標準時，可朝向單

一標準方向發展，以加深產業界對於標準之

印象。 

（2）LED 照明產品在日本之滲透率高，可能與標

準制定後快速導入市場有關，我國應主動了

解日本之作法，以作為我國推動 LED 照明產

業標準化之參據。 

（3）CNS 15233 未來修訂可朝下列方向思考： 

（a）規定重量要求。 

（b）防水等級之要求提升。 

（c）考量增加鹽霧試驗。 

（d）考量增加演色性要求。 

2.主席裁示 

（1）有關日本在 LED 照明標準化推動之作法，可

納入本小組未來研究分析之題材。 

（2）有關 CNS 15233 修訂之思考方向，該項標準

業於今（101）年 7月 26 日甫完成修訂，由

本局業務單位評估後續修訂之可行性。 

（3）智慧照明系統國家標準之制定，納入 LED 照

明相關國家標準制定規劃。 

（二）討論案 2：「LED 照明標準因應小組」101 年第 3次

會議之討論議題 



1.綜合意見 

在 LED照明標準如何落實方面，建議於相關國家標

準公布後可召開說明會，邀請相關單位參與，針對

標準之關連性與應用加以說明，在標準化之推動與

落實方面預期可產生更普遍與實質之效益。 

2.主席裁示 

（1）本局於國家標準公布時，除以公告、新聞稿

及刊登標準公報外，亦主動發函通知各相關

單位，包括公、協會及臺灣銀行採購部等使

用單位，使各界了解國家標準制定與修訂之

最新情況。除此之外，每年亦依年度計畫辦

理相關標準說明會，例如：「自行車國家標

準暨安全騎乘講習會」等，亦視需要結合各

公、協會共同舉辦，例如與財團法人玩具暨

兒童用品研發中心合辦之「兒童用品及玩具

安全國家標準及標示推廣說明會」等。 

（2）本小組 101 年第 3次會議之討論議題如下： 

（a）報告案 

「LED 照明標準因應小組」101年第 2

次會議決議事項及辦理情形 

「台灣 LED 與照明標準調和會議」第

4次會議討論情形（由台灣 LED 照明

標準調和會議秘書處報告） 

我國參與 CIE 國際標準制定活動之現

況與規劃（由 CIE-TAIWAN 台灣照明

委員會秘書處報告） 

本局 101 年度「節約能源、再生能源



及前瞻能源產品之標準、檢測技術及

驗證制度平台」科專計畫中 LED 分項

計畫之執行情形 

（b）討論案 

LED 照明標準如何落實 

「LED 照明標準因應小組」101年第 4

次會議之討論議題 

（3）各單位若有其他議題，可隨時向本局業務單

位反映，將安排於會議中報告或討論。 

八、臨時動議： 

（一）國內 LED 照明實驗室檢測能力調查情形報告 

主席裁示：除 LED 照明相關標準制定情形外，本局

盤點國內 LED 照明試驗室檢測能力之資

訊，可供產業界參考及應用。 

（二）有關 LED 照明光生物安全性標準之建議 

1.綜合意見 

（1）「光源及光源系統之光生物安全性」之國家

標準將於今年 10 月份公布，此項國家標準

對於 LED 照明產品之光生物安全性提供評估

之依據，惟教育部對於國中小以下學童之教

室照明仍建議暫緩進行 LED 燈具之汰換或試

辦。目前 LED 照明對於國中小階段學童之視

力是否產生影響，國內外之相關研究尚無明

確結論，國科會正補助 1個學術機構進行相

關研究，第一階段之研究結果將於今年底出

爐，若單一之研究得出負面之結論，恐對

LED 照明之推廣產生影響，建議應進行更多



研究以確保客觀性。此外，應讓各界了解

LED 照明產品依國家標準進行相關測試及評

估，應足可保障使用之安全性。 

（2）國內有多間試驗室均可進行 LED 產品之檢

測，惟相同類型之產品經不同試驗室檢測後

所核發之報告，在數據方面有所差異，建議

應建立試驗室間定期比對之機制。 

（3）在藍光危害之研究方面，國內除醫療機構

外，據了解工研院電光所與中央大學均具備

相關設備與研究之能力。一般照明與藍光危

害間之關係尚待釐清，尤其是色溫與藍光危

害之關聯性尚無定論。除藍光危害外，頻閃

亦為 LED 照明應用需關注之問題，目前僅

IEEE P1789 技術報告提供建議性之資訊外，

尚無公認之測試方法可作為依據，未來可聚

焦於國際間相關標準之發展動向，在規範方

面適時加強，使民眾更安心使用 LED 產品。 

2.主席裁示 

（1）試驗室依 CNS 17025「測試與校正實驗室能

力一般要求」之規定，均定期進行試驗室間

之比對或能力試驗。 

（2）本局參照 IEC 62471 所制定之「光源及光源

系統之光生物安全性」國家標準公布後，可

邀集教育部、研究機構及公、協會等相關單

位，針對有疑慮部分研商修訂之可行性。 

 

 



（三）有關本小組開會週期之建議 

1.綜合意見 

「台灣 LED 照明標準調和會議」之開會週期已由

每個月延長至 2個月，主要因參與之公、協會成

員反映部分議題須先行整合意見後再召開會議討

論，較為耗時，因此建議本小組開會之週期，亦

可依議題之迫切性與多寡進行調整，有迫切性議

題可機動召開，如無迫切性議題可延長至每 2個

月召開 1次會議。 

2.主席裁示 

鑑於目前 LED 照明產業界對於相關資訊之獲取與

議題之討論及處理仍有需求，仍維持每個月召開

1次會議，未來可視需求適時調整。 

九、散會（101 年 10 月 5 日下午 4時 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