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ED 照明標準因應小組」101 年第 3次會議 

會議紀錄 

 

一、時間：101 年 11 月 6 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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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次

會議決議事項及辦理情形 

主席裁示： 

1.本案洽悉。 

2.需持續辦理之事項請賡續辦理。 

（二）報告案 2：「台灣 LED 與照明標準調和第 4次會議

推展報告」（台灣 LED 照明標準調和會

議秘書處報告） 

主席裁示：本案洽悉。 

（三）報告案 3：我國參與 CIE 國際標準制定活動之現況

與規劃（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量測

技術發展中心報告） 

1.綜合意見 

（1）透過本項報告可瞭解 CIE 之組織與運作情

形。由於我國並非 ISO、IEC 等國際標準組織

之會員國，因此有機會參與 CIE 實屬難得，

目前我國以 Associate Member 之身分加入

CIE，透過我國在 LED 照明領域之技術優勢與



貢獻度，倘能主導相關 TC，未來 CIE 派員參

與 ISO 或 IEC 之會議時，即有機會以 CIE 中

TC 技術專家之身分參與 ISO 或 IEC 等國際標

準之制定。 

（2）我國目前在CIE之身分為 Associate 

Member，2 年後我國參與 CIE 將屆滿 4年，倘

貢獻度獲得 CIE 之認可，不排除有機會可爭

取成為正式會員。CIE 與 ISO 及 IEC 等國際標

準組織簽署相互合作協定，依目前之觀察，

目前 CIE 中仍以歐美主導性較強，因此倘 CIE

派員參與 ISO 或 IEC 之會議，歐美之專家較

可能優先受指派，我國可努力提出貢獻，積

極爭取選派參與 ISO 或 IEC 等國際標準之制

定之機會。今（101）年 9月所舉行之會議為

第2技術工作組（DIVISION 2）之年會，明年

4月在巴黎所召開之會員大會，屆時所有國家

會員及技術工作組將齊聚一堂，共同討論。  

2.主席裁示 

（1）洽悉。 

（2）我國應把握參與CIE之機會，積極參與國際標

準之制定，期盼各界共同努力與支持。 

（三）報告案 4：本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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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第六組報告） 

1.綜合意見 

（1）本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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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以檢測與驗證之研究為主，其中包含技術

標準草案之研擬，而「台灣 LED 與照明標準

調和會議」亦正進行標準方面之規劃，兩者

可在資源方面相互協調整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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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專計畫所

研擬之技術標準草案主要參照 IEC 國際標

準，以作為試驗室檢測依據為主，「台灣 LED

與照明標準調和會議」今年始成立，有關標

準方面之規劃尚在進行中，兩者之規劃是否

相輔相成，或有整合之空間，可進一步比對

與分析。 

主席裁示：「LED 照明標準因應小組」主要功能之

一，係提供各界在標準化推動方面之資

訊分享平台，期透過各單位在本小組中

所分享之工作成果，促進各成員間對於

各項推動工作之相互瞭解，進而協調與

整合相關資源，避免重複投入。 

七、討論事項 

（一）討論案 1：LED 照明標準如何落實 

1.綜合意見 

（1）目前已公布 50 餘項 LED 相關國家標準，今

年年底之總數更將達 60 項，對於眾多之國

家標準如何有效利用，在製造端方面，廠商

多主動掌握產品應符合之相關標準，在使用

端方面，與公共建設相關之產品標準多已實



際應用於政府採購案中，例如 LED 路燈可引

用 CNS 15233，LED T-BAR 嵌燈則可引用 CNS 

15437 作為採購驗收之依據，一般而言，臺

灣銀行所辦理之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案對於相

關國家標準之引用掌握度較高，而其他政府

機關之掌握度似較為不足，此外對於民間採

購之產品，例如 LED 燈泡，一般民眾對於產

品應符合之安全及性能要求多一無所知，因

此對於使用端而言，應可透過宣導之方式加

強標準之應用。 

（2）除國家標準外，「台灣 LED 與照明標準調和

會議」亦正積極規劃 LED 標準建置藍圖，目

前 LED 標準在數量方面充足，對於推動進程

方面則可加以思考。由於 LED 技術發展迅

速，而 LED 產品測試時間長，國家標準為政

府採購之依據，頻繁修訂易對廠商產生履約

方面之困擾，而產業標準因應變動之能力較

為靈活，可先由公協會鼓勵業者使用，實施

一段時間可視需要轉為國家標準，國家標準

則有較充分之時間因應國際標準之變化，縮

短與國際標準調和之時間落差。 

（3）標準制定完成後，則有賴檢測加以落實與執

行。在檢測方面，可朝 2個方向努力：建立

標準件，以作為試驗室間量測比對之依據；

落實試驗室間比對，以縮小試驗室間在檢測

數據方面之落差。此外，檢測費用亦為業界

所關心之問題，若政府可以基金方式補貼試



驗室營運之成本，則試驗室對廠商收取之測

試費用可降低，減輕業界之負擔。 

（4）為縮短國家標準與國際標準調和之時間落

差，在無法參與 ISO 或 IEC 標準制定過程

下，可先朝資訊取得方面著手，或透過其他

管道參與標準制定會議，例如量測中心透過

亞洲奈米論壇（Asia Nano Forum ,ANF）、

資策會透過亞太貿易便捷與電子商務理事會

（AFACT）之電子商務常設秘書處、國內學

者專家透過亞洲混凝土聯盟(Asian 

Concrete Federation, ACF)等方式，間接

參與國際間標準相關推動會議，因此倘能在

CIE 發揮影響力，亦可能成為我國參與 ISO

或 IEC 國際標準制定之管道。此外，憑借我

國在 LED 照明技術之優勢，在亞太區相關產

業/標準聯盟或組織中發揮主導性力量，爭

取參與相關國際標準制定會議，亦為可努力

之方向。 

（5）檢驗為落實標準之ㄧ種手段，惟未必須以強

制方式實施，本局多針對有安全顧慮之民生

產品施行強制檢驗，以安全性測試為主，由

於 LED 產品涉及光輸出及壽命等性能方面之

驗證，是否納入強制檢驗需加以評估。在檢

驗費用方面，由於本局檢測業務逐漸朝委由

民間執行為方向，試驗室之收費自有其市場

機制決定，建請試驗室回應產業需求，由量

與價格間權衡並協調合理之費用。 



（6）從參加 10月底香港國際秋季燈飾展之經驗可

瞭解，國際照明市場正劇烈洗牌中，朝 3大

主軸發展：打資本規模，中國及韓國廠商在

資本投入逐漸超越我國；打速度，中國在市

場擴張、產業鏈整合及與人才匯集之速度亦

逐漸領先我國；打技術，我國在上游磊晶、

中游封裝及下游系統方面之技術，仍佔有部

分優勢。國內LED廠商在面臨國際市場激烈

競爭之環境下，有賴政府輔佐優良廠商在國

際市場突圍，而匡正國內市場環境，避免劣

幣驅逐良幣，使優良廠商得以凸顯，為政府

可努力之目標。對於匡正國內市場環境，未

必以強制性手段實施，可參考美國推動

Lighting Facts 與 Energy STAR等自願性標

示、標章之方式，以隨機抽測並公開資訊之

作法，促使廠商改善，另日本通產省於今年

度進行LED光源性能之普查，對於標示值與

實測值落差之情形在6月底公布結果，未針

對標示落差大之產品進行處分，惟通路商為

維持商譽已主動要求供應商下架，使業者產

生警惕，與實施強制性手段之效果相仿。 

（7）在測試費用方面，可從2個方向思考。首

先，容許以系列方式送測，若產品型式改

變，以色溫改變為例，控制裝置、LED光源及

構造均未改變，測試項目及時間可減少，費

用可因此降低。此外，試驗室可考量以檢測

資源佔用程度計費，例如第1次送測即通過



者，由於檢測資源佔用較少，可收取較低費

用；若測試後須多次修改甚至整體修改者，

由於須耗用較高之檢測資源，則加收費用。

以差別計費之方式可鼓勵廠商精進其設計，

對於試驗室則可促進檢測資源有效運用。 

（8）鑑於目前市面上 LED 燈泡之標示方式五花八

門，台灣光電半導體產業協會（TOSIA）已

由標準推動工作小組研擬自願性標示標章草

案，並朝推動落實之方向進行。 

（9）由於 LED 光源已無法如同傳統白熾燈泡或省

電燈泡，以功率進行等級區分，因此美國投

入相當之時間與精力教育消費者，並與通路

商及零售商結合，針對 LED 光源之光輸出特

性（例如光通量、發光效率、壽命、色溫及

演色性）標示進行普查，由通路業者針對普

查結果進行後續處理，並負擔教育消費者之

責任，另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對於標示內容

亦提供固定之格式，便於製造商與供應商依

循。此外，美國能源之星產品已廣為民眾接

受，除針對效率方面之要求外，亦重視民眾

使用之感受，例如目前某些 LED 燈泡強調具

有調光功能，惟消費者使用之體驗不佳，因

此能源之星對於此類產品正考量進行技術規

範之修訂。 

2.主席裁示 

（1）本局針對市售商品所進行之購樣檢測，除應施

檢驗之商品外，亦針對非應施檢驗之商品進



行抽測。有關針對市售LED燈泡等產品進行

光輸出標示值（例如光通量、發光效率等）

落差之普查，本局可進一步研究其可行性。 

（2）對於光輸出標示值與使用時感受落差大之

LED 照明產品，普查可促進不良品之淘汰，

凸顯出優良產品之品質，對於 LED 產業之發

展具有正面之效益，惟推動之細節應妥善規

劃，應先檢討現行之檢測能力，研議合適之

檢測依據與判定準則，再參酌試驗室目前已

蒐集之數據，並參考美國之作法，應考慮周

全後始進行推動。 

（二）討論案 2：「LED 照明標準因應小組」101 年第 4次

會議之討論議題 

主席裁示： 

（1）本小組 101年第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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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次會議決議事項及辦理情形 

參與「第九屆中國國際半導體照明論

壇」心得分享（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

究院報告） 

LED 照明光源之檢測技術心得分享

（京鴻檢驗科技報告） 

（b）討論案 

從日本經驗研討我國對 LED 照明標準

化推動作法 

「LED 照明標準因應小組」102年第 1



次會議之討論議題 

（2）全國認證基金會目前正組團前往中國大陸廈

門，與中國國家認證認可監督管理委員會商

談相關事宜，若時間許可，可安排全國認證

基金會於下次會議中報告此行之相關成果。 

（3）除既定之議程外，各成員若有其他構想，隨時

與業務單位聯繫，由業務單位彙整與安排。 

九、散會（101 年 11 月 6 日下午 4時 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