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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照明標準因應小組」104年第 3次會議 

會議紀錄 

 

一、時間：104年 6月 26日（星期五）上午 9時 30分 

二、地點：本局第 1會議室 

三、主持人：劉局長明忠   記錄：王藜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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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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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秘書處針對前次會議之決議及辦理情形所

進行之整理與報告，會議決議中屬於持續辦理

之事項請賡續推動。 

 

（二）報告案 2：LED 產業現況與成果（第二期能源

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節能主軸中

心報告） 

1.討論意見： 

（1）簡報第 17 頁提及全球 LED 照明產業現

況，請針對我國面臨全球市場競爭提供

建議之發展方向。 

（2）請針對 LED 照明產品之全球市場變化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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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進一步說明。  

2.說明與回應： 

（1）有關我國 LED 產業因應全球市場競爭之

建議發展方向，簡要分析如下： 

a.我國 LED 晶粒產能位居全球第一，LED

元件產值則名列全球第三，日本及韓國

分居世界前二大，而中國大陸近年來以

補貼政策大舉擴充金屬有機物化學氣相

沉 積 （ metal organic chemical-vapor 

deposition, MOCVD）機台，並積極向

先進國家延攬專業人才，展現急起直追

之企圖心。 

b.我國在 LED 晶粒與元件之生產方面具備

國際競爭優勢，但應密切關注競爭對手

國之發展，適時因應。另我國在系統端

尚有努力之空間，宜加強產品設計、品

牌創新與系統整合，由代工導向逐步轉

型為品牌行銷。 

（2）有關 LED 照明產品之全球市場變化趨

勢，簡要分析如下： 

a.以往由於 LED 照明專利集中於歐、美、

日之國際大廠，專利侵權訴訟時有所

聞，且 LED 產品價格居高不下，在專利

問題逐步獲得解決之後，LED 照明市場

呈現爆炸性發展，與傳統照明產品之價

格已逐步拉近。 

b.當 LED 照明產品陷入價格戰，獲利逐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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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滑，國際照明大廠考量企業之轉型，

近年來紛紛出售 LED 照明事業部門，未

來國際市場面臨重新洗牌，後續效應值

得持續觀察。 

3.主席裁示： 

（1）本案洽悉。 

（2）感謝第二期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節

能主軸中心陳召集人志臣針對國內與國際

LED 產業現況與成果進行之分析與報

告，本項報告之相關資訊可作為國內產業

界掌握國際 LED照明發展趨勢之參考。 

 

（三）報告案 3： IEC 國際照明類安規標準最新概況

（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報

告） 

1.討論意見： 

（1）有關 LED 照明產品之藍光危害評估條

件，請進一步說明。 

（2）有關如何解決 LED 藍光問題，請提供建

議與說明。 

2.說明與回應： 

（1）依 IEC 62471（照明產品之光生物安全評

估標準）之規定，一般照明產品係以照度

500 lx及 200 mm以上之距離進行光生物

安全評估（包括紫外線、紅外線及藍光危

害 ） ， 而 IEC/TR 62778 （ 應 用 IEC 

62471 評估照明產品藍光危害之技術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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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另針對某些特殊情況提供判定方面之

建議，例如針對評估結果介於風險類別 1

與風險類別 2 間之情況，建議在 200 mm

之距離及 0.011之角距進行量測。  

（2）有關如何解決 LED 藍光問題，分析與說

明如下： 

a.據了解，目前國際間尚無可評估抗藍光

產品有效性之技術標準可作為檢測依

據，此議題應可供各界作為未來研究之

方向。 

b.對於 LED 產品之藍光危害之評估，已有

相關國家標準可供參考。在照明產品方

面，已制定 CNS 15592「光源及光源系

統 之 光 生 物 安 全 性 」 （ 參 照 IEC 

62471）；在影音及資通訊等 3C 產品方

面，已制定 CNS 14336-1「資訊技術設

備－安全性－第 1 部：一般要求」（參

照 IEC 60950-1）及 CNS 15598-1「影

音、資訊及通訊技術設備－第 1 部：安

全要求」（參照 IEC 62368-1），包含

量測與評估方法、風險分類及要求等。  

c.由於色彩係由紅、綠、藍三色混合而

成，3C 產品重視色彩顯示之品質，抗藍

光產品多強調可過濾藍光，但若將藍光

成分降低，可能造成色彩呈現不自然之

情況，如何可過濾藍光且不造成色彩顯

示差異，應為制定抗藍光產品標準困難



 5 

之處。 

d.依美國能源部針對 LED 光學安全所進行

之研究，結果顯示 LED 產品之藍光並不

高於傳統光源，而低色溫之 LED 產品其

藍光成分相對較低，另依實測經驗顯

示，大部分 LED 產品之藍光危害評估結

果均在安全範圍，應可放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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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課長廣

承針對 IEC 國際照明類安規標準最新概

況所進行之分析與報告，本項報告之相

關資訊可作為國內產業界掌握 IEC 國際

標準發展動態之參考。 

（四）報告案 4：「LED 照明標準因應小組暨 LED 照

明相關國家標準說明會 104 年第 1

場次說明會辦理情形」（LED 照明

標準因應小組秘書處報告） 

主席裁示： 

（1）本案洽悉。 

（2）關於本次說明會所蒐集之相關意見，請秘

書處列入辦理第 2 場次說明會（預定於

104年 10月舉辦）之參考。 

 

七、討論事項： 

討論案：「LED 照明標準因應小組」104 年第 4 次

會議之議題規劃（LED 照明標準因應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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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秘書處報告） 

主席裁示： 

（一）原規劃之報告案 4「我國 LED 市場發展趨

勢」，依秘書處之建議移至 104 年第 5 次會

議（預定於 104年 10月召開）中報告。 

（二）104年第 4次會議（預定於 104年 8月召開）

之討論議題暫定如下：  

1.報告案 

（1）104 年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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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參加國際照明委員會（CIE）年會分享

（CIE-Taiwan台灣照明委員會報告） 

（3）第 12 屆兩岸信息產業和技術標準論壇

（華聚產業共同標準推動基金會報告） 

2.討論案 

（1）104 年第 2 次「LED 照明標準因應小組暨

LED 照明相關國家標準說明會」規劃情

形（ LED 照明標準因應小組秘書處報

告） 

（2）「LED 照明標準因應小組」104 年第 5次

會議之討論議題（LED 照明標準因應小

組秘書處報告） 

 

八、臨時動議：無。 

 

九、散會：上午 11時 2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