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ED 照明標準因應小組」103 年第 4 次會議 
會議紀錄 

 
一、時間：103 年 8 月 8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30 分 
二、地點：本局第 1 會議室 
三、主持人：劉局長明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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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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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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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明市場發展趨勢簡介（財團

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報告） 
1.討論意見： 
（1）關於簡報第 5 頁中「全球 LED 照明市場

發展變化」，在產品類別方面，請針對

「LED 取代照明」與「LED 燈具」兩者

間之關係進一步說明，並請說明兩者在照

明市場發展方面是否相互重疊。 
（2）請針對「滲透率」與「裝置率」之區別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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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說明。 
（3）簡報第 9 頁提及工業應用以高天井燈及防

爆燈為主，而「2013 年工業取代照明銷

售量約 6,700 萬顆」是否指高天井燈及防

爆燈之銷售數字，請予釐清。 
（4）請針對目前國內 LED 照明產業發展概況

進一步說明。 
（5）是否可以實際數據說明國內 LED 產業發

展之動態。 
（6）有關 LED 照明產品價格之變化，是否可

以實際數據說明。 
（7）簡報第 9 頁提及「2013 年戶外照明燈具

銷售量為 2,700 萬盞，裝置率為 19.5 
%」，依此推估全球戶外照明燈具之市場

規模約 1 億 3500 萬盞，此數字是否具參

考價值，請進一步說明。 
2.說明與回應： 
（1）茲針對「LED 取代照明」與「LED 燈

具」兩者間之關係，以及在照明市場發

展方面是否相互重疊，說明如下： 
（a）傳統照明市場分為「燈具市場」及

「光源市場」。「燈具市場」主要

以滿足整盞燈具替換之需求為目

的，而「光源市場」則以滿足原有

燈具中光源替換之需求為目的。 
（b）LED 照明依循傳統照明市場發展之

模式，可區分為「LED 燈具」及

2



「LED 取代照明」。「LED 燈具」

之市場主要以取代傳統燈具為目

的，例如以 LED 路燈替換傳統之水

銀路燈，以 LED 平板燈替換傳統之

格柵燈等。「LED 取代照明」之市

場主要以取代傳統可替換之光源為

目的，例如將傳統之白熾燈泡或省

電燈泡換裝 LED 球泡燈，將傳統之

螢光燈管換裝 LED 燈管等。 
（c）由於「LED 燈具」與「LED 取代照

明」各自滿足不同之使用需求，因此

兩者在照明市場之發展互不重疊。 
（2）「滲透率」係指估計當年度所銷售之照明

產品中，LED 產品所占之比率，屬於流

量之概念；「裝置率」係指估計當年度

所使用之照明產品中，LED 產品所占之

比率，屬於總量之概念。 
（3）LED 在工業應用方面雖以高天井燈及防

爆燈為主，但仍有其他需求，例如 LED
球泡燈及 LED 燈管，而「2013 年工業取

代照明銷售量約 6,700 萬顆」係針對滿足

工業取代照明所有 LED 產品之統計數

據，並非僅針對高天井燈及防爆燈。 
（4）茲針對國內 LED 照明產業發展概況，說

明如下： 
（ a）去年國內 LED 照明產值，包括

LED 燈具及 LED 取代照明，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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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億元，其中 LED 路燈之產值約

20 億元。 
（b）目前國內之 LED 生產廠商眾多，除

少數廠商走品牌路線外，其餘多以

代工為主。 
（c）國內 LED 照明市場中，產品種類以

LED 取代照明占多數。 
（d）LED 照明產品之價格持續降低，壓

縮廠商之獲利。 
（e）由於 LED 照明市場持續成長，因此

仍不斷有廠商積極投入，亦有廠商

退出，形成市場中廠商動態存續之

情況。 
（5）會後將提供秘書處關於國內 LED 產業發

展之相關數據資料，供各界參考。 
（6）關於 LED 照明產品價格變化之趨勢，以

LED 球泡燈為例，目前市場中規格為 7 
W 之產品，單只之通路價格約在 200 元

至 300 元之間，與 20 W 傳統省電燈泡之

價格接近，預期 LED 產品與傳統照明產

品之價格差距將逐漸縮小。有關 LED 照

明產品價格變化之概況方面，約在 2009
年所販售之 LED 球泡燈，價格接近

2,000 元，比對現今相同規格產品之價

格，即可瞭解近年來 LED 照明產品降價

幅度之快速程度。 
（ 7）有關「 2013 年戶外照明燈具銷售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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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0 萬盞，裝置率為 19.5 %」之數

據，係來自國外市場調查公司之資料，

其中戶外照明燈具係針對路燈，而國內

之路燈約 200 萬盞，因此以國外之數據

推估全球路燈總數，再與國內情況相比

較，確實有值得存疑之處，但因路燈市

場不易估算，與國家進步程度及資料蒐

集之齊全度相關，因此量化數據主要反

映路燈之市場規模，應為具有參考性之

數值。 
3.主席裁示： 
（1）本案洽悉。 
（2）感謝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經濟與

趨勢研究中心林組長志勳針對全球 LED
照明市場發展趨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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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全球市場布局之參考，以提早因應國際

市場發展趨勢。 
（三）報告案 3： IEC 60598-2-21 關於 LED 燈串安全

性檢測標準制定情形之簡介（LED
照明標準因應小組秘書處報告） 

1.討論意見： 
（1）簡報第 5 頁中對於正常狀態下之溫升試驗

條件需施加 1.06 倍之額定電壓，關於

1.06 倍之依據請進一步說明。 
（2）對於簡報第 6 頁中之球壓試驗設備請進一

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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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對於簡報第 8 頁中電線之線徑與承載電流

之關係請進一步說明。 
（4）有關封裝式燈串與 LED 燈串在試驗方面

之主要差異為何，請進一步說明。 
2.說明與回應： 
（1）有關溫升試驗所施加電壓之條件係依據

IEC 60598-1（即 CNS 14335）之規定，

測試正常狀態之溫升需施加 1.06 倍之額

定電壓，測試異常狀態之溫升則應施加

0.9 倍及 1.1 倍之額定電壓，而施加額定

電壓之倍數應為經實測所累積之經驗，

所訂出之合宜數值。 
（2）球壓試驗設備為國際性標準治具，底端為

直徑約 2 mm 之鋼球，搭配適當之配重，

經加熱至規定之溫度後施加於待測部位 1
小時，在待測部位之凹痕不得大於 2 
mm。 

（3）截面積為 0.5 mm2 之導線，約可承載 5 A
以下之電流，一般使用 LED 之燈串，其

額定電流約在 2 A 至 5 A 之間，因此內部

配線之導線截面積至少應為 0.5 mm2。 
（4）封裝式燈串與一般燈串之差異主要在於，

封裝式燈串一般係將光源封裝於可撓性之

塑膠管內，因此封裝式燈串之安全性檢測

標準中特別增加管狀物之彎曲試驗。 
3.主席裁示： 
（1）本案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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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感謝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馬組長俊

煌針對 IEC 發展中之「LED 燈串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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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討論事項： 
（一）討論案 1：「LED 照明標準因應小組暨 LED 照

明相關國家標準」第 2 場說明會規劃

情形（LED 照明標準因應小組秘書

處報告） 
主席裁示： 
請秘書處依規劃辦理第 2 場次之說明會，並請

相關公、協會協助轉知活動訊息，鼓勵各界踴

躍參與本項活動。 
（二）討論案 2：「LED 照明標準因應小組」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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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討論意見： 

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F）已獲美國能

源部認可執行 LED Lighting Facts 計畫之試驗

室認證工作，將接受國內試驗室申請參與該項

能力試驗比對計畫，建議於下次會議由 TAF
針對該計畫進行報告，使各界更深入瞭解此項

國際性之能力試驗比對活動。 
2.主席裁示： 
（1）請秘書處將「國際 LED 產品能力試驗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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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計畫簡介」納入下次會議之報告議題。 
（2）為增進各界對於我國 LED 照明產業發展

之瞭解，請秘書處再與財團法人工業技

術研究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接

洽，安排於下次會議進行分析報告。 
（3）本小組 103 年第 5 次會議之討論議題暫訂

如下： 
（a）報告案 

①103 年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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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 LED 照明產業發展概況簡介

（暫訂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報告） 
③「第 11 屆海峽兩岸信息產業和技

術標準論壇」辦理成果（華聚產業

共同標準推動基金會報告） 
④國際 LED 產品能力試驗比對計畫

簡介（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報

告） 
⑤IEC 62560 一般照明 50 V 以上安

定器內藏式 LED 燈安全要求及

IEC 62663-1 關於非安定器內藏式

LED 燈泡之安全性檢測標準簡介

（LED 照明標準因應小組秘書處

報告） 
⑥「LED 照明標準因應小組」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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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版建置情形（LED 照明標準因

應小組秘書處報告） 

（b）討論案 
「LED 照明標準因應小組」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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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 8 月 8 日下午 4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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