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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節 國內外燈具相關標準 1 



公正  服務  創新  效率 

1、國內外燈具相關標準 

4 

 國際電工委員會IEC公佈燈具標準IEC 60598有哪些? 

標準號碼/版次 標準名稱 

IEC 60598-1:2020 
Luminaires - Part 1: General requirements and tests(一般要求
及試驗) 

IEC 60598-2-1:2020    
Luminaires - Part 2-1: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 Fixed general 

purpose luminaires (固定式燈具) 

IEC 60598-2-2:2011    
Luminaires - Part 2-2: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 Recessed 

luminaires(嵌入式燈具) 

IEC 60598-2-3:2002 

+AMD1:2011  

Luminaires - Part 2-3: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 Luminaires for 

road and street lighting(道路及街道照明用燈具) 

IEC 60598-2-4:2017  
Luminaires - Part 2-4: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 Portable 

general purpose luminaires(可移動式燈具) 

IEC 60598-2-5:2015    
Luminaires - Part 2-5: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 Floodlights 

(投光燈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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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C國際電工委員會公佈燈具標準IEC 60598有哪些? 

標準號碼/版次 標準名稱 

IEC 60598-2-6:1994 

+AMD1:1996  

(已撤銷) 

Luminaires - Part 2: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 Section 6: 

Luminaires with built-in transformers for filament lamps (變壓
器內藏式鎢絲燈燈具) 

IEC 60598-2-7:1982 

+AMD2:1994  

(已撤銷) 

Luminaires. Part 2: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Section Seven: 

Portable luminaires for garden use(庭院用可攜式燈具) 

IEC 60598-2-8:2013    
Luminaires - Part 2-8: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 Handlamps(手
持式燈具) 

IEC 60598-2-9:1987 

+AMD1:1993  

(已撤銷) 

Luminaires. Part 2: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Section Nine: 

Photo and film luminaires (non-professional) (相片或膠片用
燈具 （非專業用途）) 

IEC 60598-2-10:2003    
Luminaires - Part 2-10: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 Portable 

luminaires for children(兒童用可攜式燈具) 

IEC 60598-2-11:2013    
Luminaires - Part 2-11: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 Aquarium 

luminaires(水族箱用燈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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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C國際電工委員會公佈燈具標準IEC 60598有哪些? 

標準號碼/版次 標準名稱 

IEC 60598-2-12:2013    
Luminaires - Part 2-12: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 Mains socket-

outlet mounted nightlights(插接於電源插座之夜燈) 

IEC 60598-2-13:2006 

+AMD1:2011 

+AMD2:2016  

Luminaires - Part 2-13: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 Ground 

recessedluminaires(嵌地式燈具) 

IEC 60598-2-14:2009    

Luminaires - Part 2-14: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 Luminaires 

for cold cathode tubular discharge lamps (neon tubes) and 

similar equipment(冷陰極放電燈(霓虹燈)或類似設備用燈具
) 

IEC 60598-2-17:2017    

Luminaires - Part 2-17: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 Luminaires 

for stage lighting, television and film studios (outdoor and 

indoor)( 舞台、影視製播場地(室內及室外)用燈具) 

IEC 60598-2-18:1993 

+AMD1:2011  

Luminaires - Part 2: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 Section 18: 

Luminaires for swimming pools and similar applications (游泳
池及類似應用之燈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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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C國際電工委員會公佈燈具標準IEC 60598有哪些? 

標準號碼/版次 標準名稱 

IEC 60598-2-19:1981 

+AMD2:1997 

Luminaires. Part 2: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Section Nineteen: Air-

handling luminaires (safety requirements) (空調用燈具) 

IEC 60598-2-20:2014    
Luminaires - Part 2-20: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 Lighting chains(燈串
) 

IEC 60598-2-21:2014    
Luminaires - Part 2-21: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 Rope lights(封裝式
燈串) 

IEC 60598-2-22:2014 

+AMD1:2017  

Luminaires - Part 2-22: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 Luminaires for 

emergency lighting(緊急照明用燈具) 

IEC 60598-2-23:2020    
Luminaires - Part 2-23: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 Extra-low-voltage 

lighting systems for ELV light sources(鎢絲燈用超低電壓照明系統) 

IEC 60598-2-24:2013    
Luminaires - Part 2-24: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 Luminaires with 

limited surface temperatures(限制表面溫度之燈具) 

IEC 60598-2-25:1994 

+AMD1:2004  

Luminaires - Part 2-25: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 Luminaires for use in 

clinical areas of hospitals and health care buildings(醫院和健康照護
場所之臨床用燈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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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標準燈具安規CNS 14335有哪些? 

標準總號 標準名稱 公布日期 
對應 

IEC版次 

最新 

IEC版次 

CNS 14335 
燈具－第1部：一般要求及試
驗 

109/06/12 IEC 60598-1 

:2017 

IEC 60598-1 

:2020 

CNS 14335-2-1 
燈具－第2-1部：一般照明用
固定式燈具之個別要求 

106/05/18 IEC 60598-1 

:1979+ 

AMD1:1987 

IEC 60598-2-1 

:2020 

CNS 14335-2-2 
燈具－第2-2部：嵌入式燈具
之個別要求 

106/05/18 IEC 60598-2-2 

:2011 

IEC 60598-2-2 

:2011 

CNS 14335-2-3    
燈具－第2-3部：道路及街道
照明用燈具之個別要求 

106/05/18 IEC 60598-2-

3:2002+AMD1:

2011 

IEC 60598-2-

3:2002+AMD1

:2011 

CNS 14335-2-4  
燈具－第2-4部：一般照明用
可攜式燈具之個別規定 

100/08/10 IEC 60598-2-

4:1997 

IEC 60598-2-

4: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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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標準燈具安規CNS 14335有哪些? 

標準總號 標準名稱 公布日期 
對應 

IEC版次 

最新 

IEC版次 

CNS 14335-2-6 

燈具－第２－６部：變壓器
內藏式鎢絲燈燈具之個別規
定 

100/08/10 IEC 60598-2-6 

:1994 (已撤銷) 

IEC 60598-2-6 

:1994+AMD1:1

996 (已撤銷) 

CNS 60598-2-12  
燈具－第2-12部：電源插座
安裝型夜燈之個別要求  

106/09/27 IEC 60598-2-12 

:2013 

IEC 60598-2-12 

:2013 

CNS 14335-2-19 
燈具－安全性－第2-19 部：
空調型燈具之個別規定 

103/04/08 IEC 60598-2-19 

:1981 

+AMD1:1987 

+AMD2:1997 

IEC 60598-2-19 

:1981 

+AMD1:1987 

+AMD2:1997 

CNS 60598-2-20  
燈具－第2-20部：燈串之個
別要求  

106/09/27 IEC 60598-2-

20:2014 

IEC 60598-2-20 

:2014 

CNS 60598-2-23 

燈具－第2-23部：鎢絲燈用
超低電壓照明系統之個別要
求 

106/09/27 IEC 60598-2-

23:1996 

+AMD1:2000 

IEC 60598-2-23 

:2020 

https://webstore.iec.ch/publication/2573
https://webstore.iec.ch/publication/2573
https://webstore.iec.ch/publication/2573
https://webstore.iec.ch/publication/2573
https://webstore.iec.ch/publication/2573
https://webstore.iec.ch/publication/2573
https://webstore.iec.ch/publication/2573
https://webstore.iec.ch/publication/2573
https://webstore.iec.ch/publication/2573
https://webstore.iec.ch/publication/2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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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S 14335:2020新版會連帶影響那些相關標準? 

CNS 標準總號 / 類號 標準名稱 最新版次 

CNS 9118 / C4366 道路照明燈具 最新日期：099/11/12 

CNS 15233 / C4504 發光二極體道路照明燈具 最新日期：101/07/26 

CNS 15437 / C4510 
輕鋼架天花板(Ｔ－ｂａｒ)嵌入型發
光二極體燈具 

最新日期：103/09/29 

CNS 15497 / C4539 發光二極體投光燈具 
最新日期：100/10/19 

(新版修訂完成待公佈) 

CNS 16047 / C4584 室內一般照明用LED 平板燈具 
最新日期：107/06/20 

(新版修訂完成待公佈) 

CNS 16069 / C4587 高速公路及快速道路LED路燈 最新日期：107/09/17 

CNS 16048 / C4585 讀寫作業檯燈 最新日期：107/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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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路燈 

 

歐盟認證 

CE CB 

Luminaires: 

EN 60598-1:2015+A1:2018 

EN 60598-2-3:2003+A1:2011 

IEC/TR 62778: 2014 

EN 62493:2015 

 

LED driver: 

EN 61347-2-13:2014 (or) A1:2017 

EN 61347-1:2015 

 

Module: 

EN 62031:2008+A1:2013+A2:2015 

(最新版EN IEC 62031:2020尚未採
用) 

Luminaires: 

IEC 60598-1:2014+A1:2017 

IEC 60598-2-3:2002+AMD1:2011 

IEC/TR 62778: 2014 

IEC 62493:2015(可以不列入考慮) 

 

LED driver: 

IEC 61347-2-13:2014/AMD1:2016, 

IEC 61347-1:2015 (or) A1:2017 

 

Module: 

IEC 62031:2008+AMD1:2012 

+AMD2:2014  

2、國內外燈具相關檢驗規定 
  歐盟燈具檢驗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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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燈具 

 

歐盟認證 

CE CB 

Luminaires: 

EN 60598-1:2015+A1:2018 

EN 60598-2-X(個別規定) 
IEC/TR 62778: 2014 

EN 62493:2015 

 

LED driver: 

EN 61347-2-13:2014 (or) A1:2017 

EN 61347-1:2015 

 

Module: 

EN 62031:2008+A1:2013+A2:2015 

(最新版EN IEC 62031:2020尚未採
用) 

Luminaires: 

IEC 60598-1:2014+A1:2017 

IEC 60598-2-X(個別規定) 

IEC/TR 62778: 2014 

IEC 62493:2015(可不列入考慮) 

 

LED driver: 

IEC 61347-2-13:2014/AMD1:2016, 

IEC 61347-1:2015 (or) A1:2017 

 

Module: 

IEC 62031:2008+AMD1:2012 

+AMD2:2014  

2、國內外燈具相關檢驗規定 
  歐盟燈具檢驗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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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內外燈具相關檢驗規定 
  國內BSMI檢驗規定 

來源:BSMI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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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內外燈具相關檢驗規定 
  國內BSMI檢驗規定 

驗證登錄 

產品名稱 檢測標準 

一般室內照明用燈具(枝形吊燈及其
他天花板或牆壁之電照明配件，不
包括公共場所或街道照明用者) 

 

俗名：室內照明燈具、吊燈、壁燈 、
美術燈 

 

貨品號列：94051000001 

CNS 14335 C4480 ：088年版 

CNS 14115 C6392 ：093年版 

IEC 60598-2-1 ：1979 

IEC 60598-2-2 ：1979 

IEC 60598-2-4 ：1997 

IEC 60598-2-6 ：1994 

IEC 60598-2-20 ：1998 

IEC 60598-2-23 ：1996 

符合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規定：
102年版 (實施日期:106/04/24) 

一般室內照明用檯、桌、床邊或落
地之電燈具(限檢驗交流300V以下
者) 

 

俗名：檯燈、桌燈、床邊燈、落地
燈 

 

貨品號列：94052000009 

CNS 14335 C4480 ：088年版 

CNS 14115 C6392 ：093年版 

IEC 60598-2-4 ：1997 

IEC 60598-2-6 ：1994 

符合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規定：
102年版 (實施日期:106/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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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內外燈具相關檢驗規定 
  國內BSMI檢驗規定 

驗證登錄 

產品名稱 檢測標準 

檯、桌、床邊或落地之電燈具（限
檢驗交流３００伏以下之熱陰極螢
光燈桌上檯燈） 

 

俗名：檯燈、桌燈、床邊燈、落地
燈 

 

貨品號列：94052000009A 

CNS 14335 ：088年版 

CNS 14115 ：093年版 

IEC 60598-2-4 ：1997 

IEC 60598-2-6 ：1994 

符合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規定：
102年版 

檯.桌.床邊或落地之燈具(限檢驗其
它檯.桌.床邊或落地之燈具) 

 

俗名：檯燈、桌燈、床邊燈、落地
燈 

 

貨品號列：94052000009B 

CNS 14335 ：088年版 

CNS 14115 ：093年版 

IEC 60598-2-4 ：1997 

IEC 60598-2-6 ：1994 

符合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規定：
1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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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內外燈具相關檢驗規定 
  國內BSMI檢驗規定 

驗證登錄 

產品名稱 檢測標準 

耶誕樹用燈串（限檢驗交流額定電
壓３００伏以下之燈串組） 

 

俗名：聖誕燈串 

 

貨品號列：94053000007 

CNS 14335 C4480 ：088年版 

IEC 60598-2-20 ：1998 

符合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規定：
102年版 (實施日期:106/04/24) 

一般室內照明用燈具(枝形吊燈及其
他天花板或牆壁之電照明配件，不
包括公共場所或街道照明用者) 

 

俗名：室內照明燈具、吊燈、壁燈 、
美術燈 

 

貨品號列：94054090006B 

CNS 14335 C4480 ：088年版 

CNS 14115 C6392 ：093年版 

IEC 60598-2-1 ：1979 

IEC 60598-2-2 ：1979 

IEC 60598-2-4 ：1997 

IEC 60598-2-6 ：1994 

IEC 60598-2-20 ：1998 

IEC 60598-2-23 ：1996 

符合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規定：
102年版 (實施日期:106/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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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內外燈具相關檢驗規定 
  國內BSMI檢驗規定 

驗證登錄 

產品名稱 檢測標準 

神明桌用神明燈 

 

俗名：神明燈 

 

貨品號列：94054090006C 

CNS 14335 C4480 ：088年版 

CNS 14115 C6392 ：093年版 

IEC 60598-2-1 ：1987 

IEC 60598-2-2 ：1997 

IEC 60598-2-4 ：1997 

IEC 60598-2-6 ：1996 

IEC 60598-2-23 ：2001 

符合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規定：
102年版 (實施日期:106/04/24) 

水族箱用燈 

 

俗名：水族箱燈 

 

貨品號列：94054090006D 

CNS 14335 C4480 ：088年版 

CNS 14115 C6392 ：093年版 

IEC 60598-2-11 ：2005 

符合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規定：
102年版 (實施日期:106/04/24) 



公正  服務  創新  效率 

19 

2、國內外燈具相關檢驗規定 
  國內BSMI檢驗規定 

驗證登錄 

產品名稱 檢測標準 

一般室內照明用檯、桌、床邊或落
地之電燈具(限檢驗交流300V以下
者) 

 

俗名：檯燈、桌燈、床邊燈、落地
燈 

 

貨品號列：94054090006E 

CNS 14335 C4480 ：088年版 

CNS 14115 C6392 ：093年版 

IEC 60598-2-4 ：1997 

IEC 60598-2-6 ：1994 

符合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規定：
102年版 (實施日期:106/04/24) 

 

耶誕樹用燈串(限檢驗交流300V以
下之燈串組) 

 

俗名：聖誕燈串 

 

貨品號列：94054090006F 

CNS 14335 C4480 ：088年版 

IEC 60598-2-20 ：1998 

符合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規定：
102年版 (實施日期:106/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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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章 節 

燈具安規檢測實務 
(CNS 14335 新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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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燈具安規檢測實務(CNS 14335 新版) 
  新舊版差異說明(目錄部分) 

CNS 14335 燈具安全通則(88年) 

第0 節：簡介  

第1 節：用語及定義 

第2 節：燈具的分類 

第3 節：標示 

第4  節：構造 

第5  節：外部及內部配線 

第7  節：接地阻抗 

第8  節：防電擊之保護    

第9  節：防塵及防水保護(耐濕性)           

第10節：絕緣電阻及耐電壓 

第11節：沿面距離及空間距離 

第12節：耐久性及溫升試驗 

第13節：耐熱、耐燃及耐電弧 

第14節：螺釘端子 

第15節：無螺紋端子及電氣連接 

CNS 14335 燈具安全通則(109年) 

第0 節：簡介  

第1 節：用語及定義 

第2 節：燈具的分類 

第3 節：標示 

第4  節：構造 

第5  節：外部及內部配線 

第7  節：接地阻抗 

第8  節：電擊防護    

第9  節：粉塵、固體外物及水侵入之
防護 

第10節：絕緣電阻及耐電壓、接觸電
流及保護導體電流 

第11節：沿面距離及空間距離 

第12節：耐久性及溫升試驗 

第13節：耐熱、耐燃及耐電痕 

第14節：螺釘端子 

第15節：無螺紋端子及電氣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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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燈具安規檢測實務(CNS 14335 新版) 
  第0節：簡介 

 相關試驗及要求包括： 

  分類、標示、機械構造、電氣構造及光生物安全。 

 燈具測試周圍溫度應在10 ℃ 至30 ℃ 。 

 本版次之CNS 14335 已結合CNS 14335-2-6 中所有之
規定。本標準正式公布後 CNS 14335-2-6 將被廢止。 

 有鑑於此， 變壓器或控制裝置內藏式燈具依本版次
CNS 14335 標準測試後，不需另外符合CNS 1433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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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燈具安規檢測實務(CNS 14335 新版) 
  第1節：用語及定義 

 固定於燈具並作為電源供應用途之外部可撓式電纜或
電線可提供X型或Y型連接。 

燈具依電擊防護類型，對粉塵、固體外物及水侵入)之
防護等級，以及支撐表面之材質進行分類 

 電擊防護類型：Ⅰ類、Ⅱ類或Ⅲ類 

 粉塵、固體外物及水之防護等級分類： CNS 14165
電器外殼保護分類等級(IP 碼)來分類(IPXX) 

 

 第2節：燈具之分類 

Ⅱ類 Ⅲ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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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燈具安規檢測實務(CNS 14335 新版) 
 

2.4 依支撐表面材質分類 

– 適合安裝在ㄧ般可燃表面(無符號需求) 

– 不適合安裝在ㄧ般可燃表面 

 第2節：燈具之分類 

不適合直接安裝於一般可燃性表面的燈具 
(只適合安裝於不可燃性表面) 

不適合覆蓋隔熱材料之燈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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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燈具安規檢測實務(CNS 14335 新版) 
 

2.5 依使用環境分類 

正常條件或嚴苛條件下使用進行分類 

－在正常條件下使用之燈具(無符號需求) 

－在嚴苛條件下使用之燈具 

    

 第2節：燈具之分類 

 第3節：標示 

3.1 任何與安全有關之書面指示都應使用中文 
3.2 標示位置分為3個部位 

(a)更換光源或零組件時須可見標示 
(b)安裝期間應注意之標示 
(c)安裝後應注意之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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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燈具安規檢測實務(CNS 14335 新版) 
  第3節：標示 

(a)更換光源或零組件時須可見標示 

3.2.8  額定功率 
3.2.10 特殊光源 
3.2.11 冷光束 
3.2.15 碗狀反射鏡 
3.2.16 保護屏蔽 
3.2.18 引燃之警告 
3.2.19 自我屏蔽型光源 
3.2.22 內含可更換式熔線 
3.2.23 不可直視光源 
3.2.24 電擊風險之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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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燈具安規檢測實務(CNS 14335 新版) 
  第3節：標示 

(b)安裝期間應注意之標示 

3.2.1 ~ 3.2.2 商標、額定電壓 
3.2.3 周圍溫度 
3.2.4 ~ 3.2.5 Ⅱ類或Ⅲ類 
3.2.6 IP 數字 
3.2.7 型號 
3.2.8.2 額定輸入功率(不能換光源型) 

3.2.9 符號 
      (不適合直接安裝於一般可燃性表面之相關符號) 
3.2.12 端子 
3.2.17 互連燈具 
3.2.21 不適合覆蓋隔熱材料之相關符號 
3.2.25 額定恆定輸入電壓 
3.2.26 額定恆定輸入電流與Uout(最大容許輸出電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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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燈具安規檢測實務(CNS 14335 新版) 
  第3節：標示 

(c)安裝後應注意之標示 

3.2.13 被照物 
3.2.14 在嚴苛條件下使用之燈具 
3.2.20 調整方法 

包括指示移動方向之符號(例： 箭頭)、
說明文字或顏色等.. 

3.2.23 不可直視光源 
依 IEC/TR 62778 分類為具臨界輻射照
度(threshold illuminance)Ethr 之可移
動式或手持式燈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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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燈具安規檢測實務(CNS 14335 新版) 
  第3節：標示 

3.3 額外資訊 

Hz 

 tw=?℃ 

 tc=?℃ 

燈具安裝時需考慮之間隔距離 
電路圖 
是否用於迴路連接 
〝燈具應搭配保護屏蔽始可使用〞 
功因、電流 
室內使用 
周圍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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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燈具安規檢測實務(CNS 14335 新版) 
  第3節：標示 

3.3 額外資訊 

3.3.17 以X 型、Y 型或Z 型連接之燈具，安裝說明書
應包含相關資訊 

3.3.18 除普通型以外之燈具，提供PVC 電源線時， 應
提供關於預期用途之資訊，  
 例：僅適合在室內使用 

3.3.19 永久連接之燈具所產生之保護導體電流大於 10 
mA時，則製造商隨附於燈具之說明書中應載明
保護導體電流 

3.3.20 不為安裝於伸手可及位置之壁掛型、可設定及
可調整型燈具，應提供建議之正確安裝資訊，  
例：僅適合安裝於伸手可及以外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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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燈具安規檢測實務(CNS 14335 新版) 
  第3節：標示 

3.3 額外資訊 

3.3.23 不隨附控制裝置之燈具應提供選擇適用部件 
3.3.24 如端子座未隨燈具提供，包裝上應標示下列文

字：不包含端子座。需由合格之人員安裝 
3.3.25 使用雙燈帽LED 燈管之燈具，須標示CNS 16027 

所示之燈管型式代碼， 並於說明書中說明換裝
雙燈帽LED 燈管時型式代碼需與燈具上所標示
之代碼相符 

補充: 
A.直接替換型 LED燈管 (TYPE A) A1 / A2 / A3 / A4 

B.安定器內藏型 LED燈管(TYPE B) B1 / B2 / B3 / B4 

C.安全超低電壓直流型 LED燈管(TYPE C) C1 / C2 

D.GX16t-5燈帽型燈管(TYPE D)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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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燈具安規檢測實務(CNS 14335 新版) 
  第3節：標示 

3.4 標示之試驗: 

以1塊充分吸水之布片對標示輕拭15 s ，並於標示處
風乾後另以1塊充分吸收石油精之布片再對標示輕拭
15 s 
檢查標示之耐久性，並在完成第12 節之試驗後再檢
驗標示 
試驗後，標示應保持清晰，標示之標籤應不易脫落 
且不發生捲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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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燈具安規檢測實務(CNS 14335 新版) 
  第4節：構造 

4.3 配線路徑:應光滑，無銳邊、毛邊及毛刺等，以免造成
導線絕緣之磨損 

4.4.5 具備點火器之燈具，應不超過燈座上所標示之脈衝
電壓，若未標示時應不得超過下列規定值 

－額定電壓為250 V 之燈座 2.5 kV 

－額定電壓為500 V 之ES燈座 4 kV 

－額定電壓為750 V 之ES 燈座 5 kV 

4.4.9 設計供超低電壓之單燈帽光源所使用之燈帽或燈頭
不得用於使用額定電壓高於50 V 之一般照明用鎢絲
鹵素燈之燈具中 

      例:G4、GU4、GY4、GX5.3、GU5.3、G6.35、GY6.35、
GU7 及G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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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燈具安規檢測實務(CNS 14335 新版) 
  第4節：構造 

4.7.1 可移動式燈具與經常調整之固定式燈具，為避免導
線或螺釘脫落，而使金屬部位(零件)成為帶電體，
須採取足夠之預防措施。 

      目的:防止導線脫落 
4.7.2 電源端子應設於適當位置或加以遮蔽，自端子脫出

之蕊線不觸及帶電部位間及金屬部位間。 
4.7.3.1 銲接法及材料 

銲接應可耐受在正常使用條件下之機械、電氣及
熱試驗 

4.7.4 無對應零組件標準之端子，應符合第14 節及第15 
節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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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燈具安規檢測實務(CNS 14335 新版) 
  第4節：構造 

4.8 開關 
開關應具備足夠之額定值，且固定良好以防止轉動， 
徒手無法拆除  
預期用於有極性電源，並使用單極開關之燈具，開關
應裝設於電源之火線側或中性線以外之線路側。 
內含於燈具或燈具提供之電子式開關，應符合CNS 
14981-1 之要求 
補充:CNS 14981-1 對應標準為IEC 610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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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燈具安規檢測實務(CNS 14335 新版) 
  第4節：構造 

4.9 絕緣襯裡及絕緣套管 
絕緣襯裡及絕緣套管之設計，應在開關、燈座、端子、
導線或類似部位已安裝之情況下， 可確實保持在預期
位置 

4.10 雙重絕緣及強化絕緣 
外殼為金屬之Ⅱ類燈具，應有效防止 
－ 安裝表面與僅具備基本絕緣之部位。 
－ 可觸及金屬部位與基本絕緣 
電磁干擾抑制用電容器應符合IEC 60384-14 所規定
之要求，且連接方式應符合CNS 14408 中8.6 所規定
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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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燈具安規檢測實務(CNS 14335 新版) 
  第4節：構造 

4.10.4 保護阻抗裝置 
由雙層或強化絕緣隔開之可觸及導電部位 
例如:帶電部位和主體或一次及二次側電路 
可以透過電阻器或Y2 電容器橋接，至少2 個具有
相同額定值(電阻或電容)之獨立零組件 
Y1 或Y2 電容器需符合IEC 60384-14 所規定之要
求，所使用之電阻器也需符合CNS 14408 中14.1 
所規定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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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燈具安規檢測實務(CNS 14335 新版) 
  第4節：構造 

4.12 螺釘、機械連接及密封蓋 

金屬螺釘若於鎖緊時不
凸出螺紋孔 其他金屬材質

螺釘及螺帽 

其他絕緣
材質螺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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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燈具安規檢測實務(CNS 14335 新版) 
  第4節：構造 

4.12.4 燈具中不同部位間所使用之螺釘或其他固定連接件， 
應在正常使用時可能產生之扭矩、彎曲應力及振動
之作用下而不鬆脫 

4.12.5 螺紋密封蓋 
以扳手依表4.2 所規定之扭矩施加1 min。 

試驗後，燈具及密封蓋應無損壞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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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燈具安規檢測實務(CNS 14335 新版) 
  第4節：構造 

4.13 機械強度 
以 CNS 14969-2-75 所規定之彈簧式擊鎚或以其他可
獲得相等試驗結果之適當裝置 對試驗樣品施加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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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燈具安規檢測實務(CNS 14335 新版) 
  第4節：構造 

4.13.4 在嚴苛條件下使用之燈具，對粉塵、固體外物及水
之防護等級，至少應為IP54。 

 
4.15 可燃性材料 

無絕緣功能且無法通過650 ℃熾熱線試驗之蓋、遮光
罩及類似部位，應與燈具中任何可能使材料達到燃點
溫度之發熱部位保持足夠之間距 
 
以熱塑性材料製成之燈具，應可耐受因安定器/變壓
器及電子裝置在故障條件下所產生之溫升， 以使安
裝後正常使用時不致造成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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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燈具安規檢測實務(CNS 14335 新版) 
  第4節：構造 

4.18 抗腐蝕 
提供滴水防護、雨水防護、濺水防護、噴水防護、水
密式及水密-壓力燈具之鐵製部位(零件)，應提供足
夠之生銹防護 

4.20 在嚴苛條件下使用之燈具 － 抗振動之要求 
在嚴苛條件下使用之燈具應具備抗振動之能力。 
燈具以其最不利但為正常安裝位置固定於振動產生器 
振動方向為最不利之方向 
試驗期間：30 min、振 幅 ： 0.35 mm 
頻率範圍：10 Hz、55 Hz、10 Hz 
掃頻速率：每1min 約為1次倍頻、試驗後燈具應不發
生可損及安全性之鬆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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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燈具安規檢測實務(CNS 14335 新版) 
  第4節：構造 

4.21 保護屏蔽 
鎢絲鹵素燈及金屬鹵化物燈所設計之燈具， 應配備
保護屏蔽 
需要燈具構造之一部分作為保護屏蔽之光源 
 
 
 
 
不需要燈具構造之一部分作為保護屏蔽之光源(自我
屏蔽型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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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燈具安規檢測實務(CNS 14335 新版) 
  第4節：構造 

4.24 光生物危害 
4.24.1 紫外光輻射 

附錄P對於燈具之紫外光輻射提供足夠之屏蔽方法 
 
4.24.2 視網膜藍光危害 

如燈具使用之光源未被安全標準排除進行視網膜藍
光危害評估，燈具需依IEC/TR 62778 進行評估 
不應使用藍光風險類別高於RG2之光源 
 

4.26 短路保護 
4.26.1 為避免未絕緣之可觸及SELV 部位之不同極發生非

預期短路而損及安全性，應採取適當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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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燈具安規檢測實務(CNS 14335 新版) 
  第4節：構造 

4.27 內建無螺釘接地點之端子座 
依製造商指定之要求並參考本標準附錄V進行安裝，
以檢驗檢查其符合性 

4.28 溫度感測控制裝置之固定 
位於光源控制裝置外部之溫度感測控制裝置不得是插
入式或其他易於更換的型式。它必須可靠地保持在相
對於控制裝置之指定位置 

4.29 具備不可更換式光源之燈具 
在不破壞燈具或其部件之情況下，應無法更換及(或)
觸及帶電部位(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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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燈具安規檢測實務(CNS 14335 新版) 
  第4節：構造 

4.30 具備非使用者更換式光源之燈具 
使用保護蓋以提供電擊防護，保護蓋應以至少2個獨
立之固定裝置(如2 個螺釘) 

4.31 電路間之絕緣 
裝有變壓器或控制裝置，使用與LV電源絕緣之電路以
提供電路與燈具之間絕緣之燈具， 應提供電路間以
及這些電路與外部可觸及導電部件間之適當絕緣。 
目前可以在市面上取得下列型式之控制系統： 
－ FELV 控制訊號， 與LV 電源以基本絕緣隔離(例： 

數位可定址照明介面，DALI 與1-10 V DC 控制) 
－ SELV 控制訊號(例： DMX) 
－ 未與LV電源絕緣之控制訊號(例：按鈕控制/相位

切換控制/分段調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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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燈具安規檢測實務(CNS 14335 新版) 
  第4節：構造 

4.32 過電壓保護裝置 
過電壓保護裝置應符合IEC 61643-11 之要求 
補充: IEC 61643-11低壓電力突波保護器的需求與測試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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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燈具安規檢測實務(CNS 14335 新版) 
  第5節：外部及內部配線 

5.2 電源連接及其他外部配線 
5.2.1 燈具應提供下列其中1 種與電源連接之方法 
 固定式燈具 －燈具之連接裝置 

－端子；為與插座接合之插頭 
－連接引線 
－電源線 
－與燈具用電源導軌接合之轉接器 
－電器入口插座 
－安裝耦合器 

可移動式燈具 電源線；具備插頭；電器入口插座 

電源導軌式燈具 轉接器或連接器 

轉接型燈具 螺旋式或卡榫式燈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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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燈具安規檢測實務(CNS 14335 新版) 
  第5節：外部及內部配線 

5.2.2 燈具製造商提供作為連接電源之電源線，至少應等
同於CNS 60227 及CNS 60245所規定之機械特性及電氣特
性 

表5.1 電源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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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燈具安規檢測實務(CNS 14335 新版) 
  第5節：外部及內部配線 

為提供足夠之機械強度，諸如電源線及中繼線之外部配線
導線之標稱截面積應不小於表5.3 之規定值 

表5.3 配線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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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燈具安規檢測實務(CNS 14335 新版) 
  第5節：外部及內部配線 

5.2.3 隨同燈具提供之電源線， 應以下列其中1 種方式
連接於燈具 
－ X 型連接 
－ Y 型連接 
－ Z 型連接 

5.2.10.3 已安裝電纜或電線之燈具進行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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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燈具安規檢測實務(CNS 14335 新版) 
  第5節：外部及內部配線 

5.2.16 燈具內含有與電源連接用的器具用插座應符合 
       IEC 60320 或CNS 6797 之規定 

對固定式燈具裝置，可以替代使用符合IEC 61535
之耦合器 

5.2.18 所有可移動式燈具和固定式燈具， 或預計透過插
座與電源連接之燈具，應配有適合燈具之分類且符
合IEC 60083 或相關國家標準之插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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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燈具安規檢測實務(CNS 14335 新版) 
  第5節：外部及內部配線 

5.3 內部配線 
5.3.1黃綠相間的線只能做為接地連接線 
5.3.2 內部配線須適當安置及保護，使其不致被尖銳邊緣、

鉚釘、螺釘及類似零組件及開關、接頭、升降裝置、
伸縮套管或類似部件之移動部分破壞，內部配線不
得沿著其縱軸扭轉超過360° 

 
5.4 判定具有縮小截面積之導體適當性之試驗: 

將燈具依相關規定進行測試，燈具配線之絕緣層溫度
不得超過表12.2 中之限度值， 也不得出現對燈具配
線損害之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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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燈具安規檢測實務(CNS 14335 新版) 
  第7節：接地 

7.2.1 Ⅰ類燈具之金屬部位可觸及，或可能由於絕緣破壞
而變成帶電，則此金屬部分須永久而確實地連接至
接地端子或接地接點。 
內建無螺釘接地點之端子座應施行附錄V之附加試
驗 

7.2.3 無載電壓不超過12 V 之電壓源供電使通過之電流
至少為10 A。 
量測接地端子或接地接點與可觸及金屬部位之間之
壓降，並以電流及壓降來計算阻抗，阻抗不可超過
0.5 Ω。當型式試驗時， 通過電流之時間須至少
持續1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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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燈具安規檢測實務(CNS 14335 新版) 
  第8節：電擊防護 

8.2.1 當燈具安裝並完成配線供正常使用時及當更換可更換式
光源或起動器而須打開燈具時，皆不得觸及帶電體 

8.2.7 附有超過0.5μF電容之燈具須有放電裝置，使得燈具在
切斷額定電壓電源1 min 後，電容之電壓不超過50 V。 

 
以插頭連接電源之可移動式燈具附有超過0.1μF電容
(對額定電壓小於150 V 之燈具而言為0.25 μF 電容)
之燈具，須有放電裝置，使得切斷電源1 s 後，插頭兩
刃片或是轉接器/連接器接點之電壓不超過34 V 
 
其他以插頭連接電源並附有超過0.1μF電容(對額定電壓
小於150 V 之燈具而言為0.25 μF 電容)之燈具，或軌
道式電源轉接器型燈具， 須有放電裝置， 使得切斷電
源5 s 後， 插頭兩刃片間之電壓不超過60 V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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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特
徵數字 

防護等級 

簡要說明 無法進入外殼內部之物體之簡要說明 

0 無防護 無 特 別 防 護 

1 
對直徑在50 mm固體物件之防
護 

體中大面積之物體，例：手掌 

(但無法防護刻意接觸之狀況)。 

直徑大於 50 mm 之固體物件。 

2 
對 直 徑 大 於 12 mm 固體物
件之防護 

手指或長度不超過 80 mm 之物件。 

直徑大於12 mm 之固體物件。 

3 
對 直 徑 大 於 2.5 mm 固體物
件之防護 

直徑或厚度大於2.5 mm 之工具、導線或類似物件。 

直徑大於2.5 mm 之固體物件。 

4 
對 直 徑 大 於 1.0 mm 固體物
件之防護 

厚度大於1.0 mm 之導線或帶狀物件。 

直徑大於1.0 mm 之固體物件。 

5 防塵 
無法完全防止粉塵侵入，但粉塵侵入量 

應不影響設備正常操作。 

6 塵密 無粉塵侵入。 56 

3、燈具安規檢測實務(CNS 14335 新版) 
  第9節：粉塵、固體外物及水侵入之防護 

9.2 關於IP 數字系統之解釋，參照附錄J 
表 J.1 以第一特徵數字表示之防護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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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特徵
數字 

防護等級 

簡要說明 對 外 殼 提 供 防 護 之 類 型 之 簡 要 說 明 

0 無防護 特 別 防 護 。 

1 對垂直滴水之防護 垂直滴水應不造成損害性影 

2 
外殼傾斜在15°以下對
垂直滴水之防護 

外殼自其正常位置傾斜到15°以下之任意 

角度， 垂直滴水應不造成損害性影響 

3 對灑水之防護 
以相對於垂直位置在60°以下之角度灑水，應不造成損
害性影響 

4 對濺水之防護 對外殼之任意方向灑水，應不造成損害性影響 

5 對噴水之防護 以噴嘴對外殼之任意方向噴水，應不造成損害性影響 

6 對強力噴水之防護 
由海浪或強力之水柱侵入之水量應不對設備造成損害性
影響 

7 對暫時性浸沒之防護 
在指定壓力及時間之條件下，外殼暫時性浸沒於水中，
侵入之水量應不造成損害性影響 

8 關持續性浸沒之防護 依製造商指定之條件，設備可持續浸沒於水中 57 

3、燈具安規檢測實務(CNS 14335 新版) 
  第9節：粉塵、固體外物及水侵入之防護 

9.2 關於IP 數字系統之解釋，參照附錄J 

表J.2 以第二特徵數字表示之防護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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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燈具安規檢測實務(CNS 14335 新版) 
  第9節：粉塵、固體外物及水侵入之防護 

IP2X：須按照第8 節及第11 節之要求依CNS 14165 之試
驗指進行試驗，相關試驗探棒不能觸及帶電體 

 
IP3X、IP4X：須依IEC 61032 試驗探棒C 或試驗探棒D 
對每個可能點進行試驗，相關試驗探棒不能進入燈具外
殼，排水孔和帶有通風孔強制冷卻的IP3X 及IP4X 燈具， 
相關試驗探棒不能通過排水孔或通風孔觸及帶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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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燈具安規檢測實務(CNS 14335 新版) 
  第9節：粉塵、固體外物及水侵入之防護 

9.2.1 IP5X、IP6X :防塵試驗 
(a)燈具懸掛在粉塵箱外面，以額定電壓工作至操作溫度 
(b)燈具在工作狀態下，以最輕微之動作放入塵粉箱內 
(c)關上塵粉箱的門 
(d)打開使滑石粉懸浮之鼓風機的開關 
(e)一分鐘後，關掉燈具並冷卻3小時，此時滑石粉仍保持懸浮狀態 

 

CNS 14165 粉塵防護試驗設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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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燈具安規檢測實務(CNS 14335 新版) 
  第9節：粉塵、固體外物及水侵入之防護 

9.2 防塵試驗 合格條件判定： 
 
試驗完成後，燈具須符合第10節耐電壓試驗，並做下列
檢驗： 
(a) 在防塵燈具內不能有滑石粉附著物， 因為滑石粉

若為導電性則絕緣將失效而無法符合本標準要求。 
(b) 對塵密型燈具而言，外殼內不能有滑石粉之附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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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燈具安規檢測實務(CNS 14335 新版) 
  第9節：粉塵、固體外物及水侵入之防護 

9.2.3.1 IPX1 防滴水燈具:以10
+0.5 mm/min 人造雨，從燈

具頂端200 mm 高度垂直落下10 min 
9.2.3.2 IPX2 防滴水燈具，將燈具置於最不利之安裝方

向並向垂直軸任一側傾斜至最大15°之任何角度，

以30
+0.5 mm/min 人造雨，從燈具頂端200 mm 高

度垂直落下10 min。 
 

高度：200mm 
旋轉台中心軸與外殼中心軸距離：100mm 
水流量：1 mm/min  / 3 mm/min 
試驗時間：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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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燈具安規檢測實務(CNS 14335 新版) 
  第9節：粉塵、固體外物及水侵入之防護 

9.2.4 IPX3 
9.2.5 IPX4 

IPX3、IPX4：防水試驗 
入口水壓：80kN/m2 

旋轉台速度：1轉/每分 
試驗時間：10分鐘 
10分鐘後，須關掉（OFF）
燈具並自然冷卻，此時再
繼續灑水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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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燈具安規檢測實務(CNS 14335 新版) 
  第9節：粉塵、固體外物及水侵入之防護 

9.2.6 IPX5 
    IPX5：防水試驗 

 (1)點燈穩定後燈具關掉開關（OFF） 
 (2)以圖8所示的噴嘴形狀及尺寸之水管 
     ，自各方向噴水15分鐘 
 (3)灑水噴嘴之內徑6.3 mm 
 (4)噴嘴須離樣品3m 
 (5)試驗時間：15分鐘 
 (6)使出水速度達到12.5 L/min±5 % 
     (噴嘴的水壓須約為30kN/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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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燈具安規檢測實務(CNS 14335 新版) 
  第9節：粉塵、固體外物及水侵入之防護 

9.2.7 IPX6 
    IPX6：防水試驗 

 (1)點燈穩定後燈具關掉開關（OFF） 
 (2)以圖8所示的噴嘴形狀及尺寸之水管 
     ，自各方向噴水3分鐘 
 (3)灑水噴嘴之內徑12.5 mm 
 (4)噴嘴須離樣品3m 
 (5)試驗時間：3分鐘 
 (6)使出水速度達到100 L/min±5 % 
     (噴嘴的水壓須約為100 kN/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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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燈具安規檢測實務(CNS 14335 新版) 
  第9節：粉塵、固體外物及水侵入之防護 

9.2.8 水密型燈具(IPX7) 
燈具關掉開關(OFF)後立刻浸在水中30 min，燈具
頂部上方離水面至少150 mm， 而最低之部位離水
面距離至少為1 m。 

 
9.2.9 壓力水密型燈具(IPX8) 

打開光源或其他適當方式加熱，使得燈具外殼溫
度比試驗箱內之水溫超出約5 ℃到10 ℃之間。 
之後，關掉燈具開關並放入水壓為此燈具最大額
定浸水深度水壓1.3倍之水中30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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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燈具安規檢測實務(CNS 14335 新版) 
  第9節：粉塵、固體外物及水侵入之防護 

9.2 防水試驗 合格條件判定： 
試驗完成後，燈具須符合第10節耐電壓試驗，並做下列
檢驗： 
(c)在電氣連接點、載流部件上， 或在可能對使用者或周遭造成危

險的地方，如可能使沿面距離減少至低於第11節規定之絕緣層
上，不能有水的痕跡 
(i)沒有排水孔之燈具，不得進水 
(ii)有排水孔之燈具，若能有效地排水且如果不會減少沿面距

離及空間距離，則允許進水及凝結水的發生。 
(d) 在水密型或壓力水密型燈具之任何部位(零件)上不能有進水痕

跡 
(f) 相關光源標準中於燈具設計資訊節次指定需要對濺水作防護之

光源上任一部位不能有水的痕跡 
(g) 不能有例如保護屏蔽或玻璃套破裂或破碎之損害致使安全或防

止水氣入侵失效 

 

 

IPX7/IPX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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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燈具安規檢測實務(CNS 14335 新版) 
 

 第10節：絕緣電阻及耐電壓、接觸電流及保護導體電流 

10.2 絕緣電阻及耐電壓 
在試驗期間，下列零組件須開路，使得試驗電壓施
加在零組件之絕緣層上，而不致將試驗電壓誤加在
零組件具有電容性及電感性之元件上 
(a) 分路電容 
(b) 帶電體與燈具本體間之電容 
(c) 保護阻抗元件 
(d) 接在帶電體間之抗流圈(chokes)或變壓器 

當附有電子式控制裝置之燈具進行耐電壓試驗時，有可能發生額定
光源電路電壓高於燈具之電源電壓之情況。這會由電子式控制裝置
上標示之額定輸出電壓Uout來指明。在此情況， 施加在光源線路上
部位(零件)之試驗電壓應由標示在電子式控制裝置之輸出電壓Uout計
算得知， 而非由工作電壓U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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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燈具安規檢測實務(CNS 14335 新版) 
  第10節：絕緣電阻及耐電壓、接觸電流及保護導體電流 

10.2.1 絕緣電阻 
絕緣電阻須以500V直流電壓施加1 min 後量測之 
燈具之SELV部件絕緣電阻以施加100 V直流電壓 
量測之絕緣電阻不可低於表10.1所規定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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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燈具安規檢測實務(CNS 14335 新版) 
  第10節：絕緣電阻及耐電壓、接觸電流及保護導體電流 

10.2.2 耐電壓試驗 
以額定頻率及表10.2所示
頻率60 Hz之正弦波電壓施
加在如表所示絕緣體之間 
1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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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燈具安規檢測實務(CNS 14335 新版) 
  第10節：絕緣電阻及耐電壓、接觸電流及保護導體電流 

10.3 接觸電流、保護
導體電流和電燒灼 

 
在正常使用時，燈具所
發生之接觸電流或保護
導體電流依附錄G 量測，
不可超過表10.3 中之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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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燈具安規檢測實務(CNS 14335 新版) 
  第11節：沿面距離及空間距離 

11.2.1 工作電壓在25 V均方根值
及60 V直流以下的沒有限制值，因
表10.2 之耐電壓試驗即足夠 
 
11.2.2 沿面距離 
沿面距離之最小值列於表11.1A 
針對沿面距離之尺度，工作電壓之
均方根值應納入考量 
 

 
 

線性內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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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燈具安規檢測實務(CNS 14335 新版) 
  第11節：沿面距離及空間距離 

11.2.3 空間距離 
空間距離之最小值列於表11.1.B 與表11.2 
表11.1.B 適用於將來自主電源之暫態考慮在內的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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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燈具安規檢測實務(CNS 14335 新版) 
  第11節：沿面距離及空間距離 

11.2.3 空間距離 
空間距離之最小值列於表11.1.B 與表11.2 
表11.2 適用於峰值係由設備(內部或外部)產生之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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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燈具安規檢測實務(CNS 14335 新版) 
  第12節： 耐久性及溫升試驗 

12.3 在循環加熱及冷卻之模擬操作情況下，燈具不能變成
不安全或提早破壞 

12.3.1 測試溫度：(ta+10) ℃±2 ℃範圍內 

在溫箱內持續測試168 h，包括7 個24 h 連續循環。
每次循環前21 h ON，後3 h 則OFF 

6 次循繯中， 電路條件應如同正常操作， 在第7 個
循環時施以異常操作 

無異常條件之燈具而言，其總試驗時間為240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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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燈具安規檢測實務(CNS 14335 新版) 
  第12節： 耐久性及溫升試驗 

12.4 溫升試驗(正常操作) 

當燈具在額定周圍溫度 ta 下操作時，量測得到之溫
度不能超過表12.1 及表12.2 所規定值 

 

12.5 溫升試驗(異常操作) 

在異常條件下， 燈具部件與安裝表面溫度不得過高、
燈具內之電源線不得變成不安全 

量測得到之溫度不能超過表12.3、12.4 和表12.5 所
規定值加5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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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燈具安規檢測實務(CNS 14335 新版) 
  第12節： 耐久性及溫升試驗 

12.6 溫升試驗(光源控制裝置繞組故障之情況) 

本試驗只適用於歸類為可直接安裝在一般可燃表面，
且結合不符合4.16.1 距離要求或未依4.16.2 提供附有
熱保護裝置的光源控制裝置之燈具 

電子式光源控制裝置以及可以整合至這些部件的小
型繞線裝置不適用本節之規定 

 

12.7 在塑膠外殼燈具內之光源控制裝置或電子式裝置故
障條件下之溫升試驗 

不 適 用 於 符 合 IEC 61558 系列具有自備外殼之獨
立變壓器，及符合CNS 61347 系列具有自備外殼之
獨立控制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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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燈具安規檢測實務(CNS 14335 新版) 
  第13節：耐熱、耐燃及耐電痕 

13.2 耐熱 

提供電擊防護絕緣材質之外部部位(零件)， 

及維持載流部件在固定位置之絕緣材質部位
須有足夠耐熱能力 

測試溫度：正常操作時所量測之溫度值再外
加25 ℃±5 ℃ 

維持載流部位：最少須為125 ℃ 

其他部位：最少須為75 ℃ 

 

量測壓痕直徑，此直徑
不可超過2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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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燈具安規檢測實務(CNS 14335 新版) 
  第13節：耐熱、耐燃及耐電痕 

13.3 耐燃 

維持載流部在固定位置之絕緣材質部位，及提供電擊
防護之絕緣材質外部部位須有耐燃能力 

維持載流部位絕緣材質：針燄試驗 

非維持帶電體在固定位置但有電擊防護之絕緣材質： 
650 ℃熾熱線試驗 

 

13.4 耐電痕 

除普通型燈具外，維持載流部件或安全超低電壓部件
在固定位置或與這些部位接觸之燈具絕緣部位須為耐
電痕材料， 除非有粉塵及潮濕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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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燈具安規檢測實務(CNS 14335 新版) 
 

 第14節：螺釘端子 

 第15節：無螺釘端子及電氣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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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的聆聽，敬請指教！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光電與照明實驗室 

張金榮 

聯絡資料： 03-483-9090 ext. 7204 

huzand@ms.terte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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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瑋耘 

 

雙燈帽LED 燈管-性能要求 

(CNS 16027:201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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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16027 適用範圍 

配備G5, G13, GX16t-5燈帽之雙燈帽LED燈管 
• 額定功率在125 W以下 

• 額定電壓在250 V以下 

 

涵蓋LED燈管類型:  

• 替換螢光燈管型       (CNS 15829) 

• 整合型                     (CNS 15983) 

• 直接替換型              (CNS 15438) 

• 安定器內藏型           (CNS 15438) 

• 安全超低電壓直流型 (CNS 15438) 

• GX16t-5燈帽直流型  (CNS 62931) 

 

G5 G13 

GX16t-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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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16027 適用範圍 

G5 G13 GX16t-5 

符合CNS 16027之LED燈管，在下列條件均可正常操作: 

 非直流型在額定電壓(92~106) % 

 直流型搭配符合  CNS 61347-2-13 及 CNS 15174之外部控

制裝置 

 周圍溫度(-20~50) ℃ 

 燈具符合CNS 14335 

(其餘不同操作條件(如溫溼度)，廠商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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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燈管類型 

型式代碼 燈管種類 適用燈管 適用標準 

A 直接替換型 直接替換型 

替換螢光燈管型 

CNS 15438 

CNS 15829 

B 非直接替換型 安定器內藏型 

整合型 

CNS 15438 

CNS 15983 

C 直流型 安全超低電壓直流型 

(定電壓/ 定電流) 

CNS 15438 

D 直流型 GX16t-5燈帽直流型 CNS 62931 

標準 (版本日期) 包含型式代碼 

CNS 15438 

(108/09/24) 
雙燈帽直管型LED 燈管－安全性要求 A B C 

CNS 15829 

(104/09/23) 
用於替換螢光燈管之雙燈帽LED 燈管－安全性要求 A 

CNS 15983 

(108/01/16) 
G5/G13 雙燈帽整合型LED 燈管－安全規定 B 

CNS 62931 

(108/01/16) 
配備GX16t-5燈帽之LED 燈管－安全規定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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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16027燈管類型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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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16027燈管類型代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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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16027 LED燈管性能測試 

尺度 

電氣特性 

光度特性 

色度特性 

壽命 

Copyright 2020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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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項目 測試程序簡述/ 符合要求 

1 標示 
以目視確認標示內容及位置 

其他安全性必要性標示，依據各LED燈管安全之規定 

2 尺度 

燈泡尺度應符合 
CNS 15829 ch6.3 / CNS 15983 ch6.3  / CNS15438 ch7 

CNS 62931 ch6.3 

Copyright 2020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 

            CNS 16027 LED燈管性能測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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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S 16027 標示要求 

項目 產品本體 外包裝 產品規格書/型錄/ 網站 

商品名稱 (燈管類型) V V V 

相移因數 - V V 

額定光通量(lm) V V V 

發光效率(lm/W) - V V 

光束角(°) - V V 

額定色溫(例：F 2,700、
F6,500…) 

V V V 

額定演色性指數 - V V 

額定相關色溫(K) - V V 

額定綜合壽命(h) (MxFy) - V V 

光學特性代碼  - V V 

燈管型式代碼  V V V 

Copyright 2020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 

V :必須標示 

-: 不需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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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16027  尺度 

 25 ℃ 未操作，須符合CNS 691 要求 

 25 ℃ 操作下，尺度A變化量 

 最低周圍溫度下 B’  (Ex : -20  ℃ ) 

 最高周圍溫度下 A   (Ex : 60  ℃ ) 

 

應符合下列規範之要求 

CNS 15829 ch6.3 /  CNS 15983 ch6.3 / CNS 15438 ch7 / CNS 62931 ch6.3 

CNS 15829 / CNS 15983 / CNS 15438 CNS 6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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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CNS 691 尺度規格要求 

CNS 16027  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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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16027  一般試驗條件 

• 試驗時間: 25 % 額定壽命(最多6000 h) 

• 一般不需進行枯化點燈；若需，不超過1000 h 

• 進行耐久性試驗，不得再進行其餘試驗 

• 可調光控制，應調整至最大光輸出，進行所有試驗 

• 可調整色點(adjustable colour point) ，應先調整/設定至廠商指定之單
一固定值 

• 用於替換螢光燈管並搭配感抗式安定器之燈管，使用符合CNS 927

之安定器進行試驗 

 

 光學測試環境: ( 25 ± 1) ℃， RH < 65 % 

 光束維持率、壽命、點滅測試: ( 25 ~ 35 ) ℃ 

 量測時需達穩定狀態( CNS 15630 附錄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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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16027  建立LED燈管族群 

定義基線產品:  

光束維持率代碼及額定壽命與基線產品相同或較高時，
相同族群之追加LED燈管可縮短試驗時間 

 

基線產品視為首先符合本標準，並指定為族群成員(part 

of the family)之雙燈帽LED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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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16027 族群成員之容許差異 

容許差異部分 可接受之條件 

外殼/底座
(housing/chassis) 

散熱片/熱管理系統 

若光束維持率代碼及額定壽命與基線產品相同或
較高時，燈管之tc，與廠商宣告值相同或較低。 

光學系統(備考1) 

製造商之技術文件應記載光學材料改變對於試驗
結果之影響。 

若光束維持率代碼及額定壽命與基線產品相同或
較高時，則光學系統之特性應相同或更佳。 

LED封裝體 

若光束維持率代碼及額定壽命與基線產品相同或
較高時，tLED應與製造廠商/責任供應商之宣告值
相同或較低。 

(備考1) 

光學系統包含二次光學元件(透鏡)、反射鏡、襯墊(trim and gasket)及連接裝置。
改變相關之結果包含: 

光通量、峰值光強度、光強度分布、光束角、色度座標偏移、CCT偏移及CRI

等相關。 

若光束維持率代碼及額定壽命與基線產品相同或較高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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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16027  建立LED燈管族群 

基線產品/ 族群產品  測試項目最少測試數量 

節次 試驗項目 基線產品最少樣品數量 縮短試驗期間族群 
所需最少樣品數量 

7.2 tc 

1 1 
9.3 光束角 
8.4 電磁干擾 
8.6 突波保護 
8.2 燈管功率 

5只相同LED燈管進行所
有試驗 

5只相同LED燈管進行所
有試驗 

8.3 相移因數 
8.5 諧波失真 
9.1 光通量 
9.2 發光效率 
10.1 額定色溫 
10.1 色度偏移代碼 
10.2 演色性指數 
11.2 光束維持率 
11.3.2 溫度循環 2 ─ 
11.3.3 點滅 2 ─ 
11.3.4 高溫操作 2 ─ 
12 閃爍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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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16027 族群成員之符合性 

初始測試期間與縮短測試期間後所實測之性能特性，應
與製造廠商/責任供應商所宣告值一致(相同或更佳) 

 色度座標 

 演色性指數 

 光束維持率代碼 

 高溫操作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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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16027 電氣特性測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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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電壓要求 

            參考 CNS 15630 LED球泡燈測試電壓 

Copyright 2020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 

CNS 16027 電氣特性測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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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項目 測試程序簡述/ 符合要求 

3 

燈管功率 

大於5 W 

-初始消耗功率應在額定值(90~110) % 

 

5 W以下 

-初始消耗功率應在額定值(80~120) % 

受測樣品初始消耗功率平均值≦ 107.5 %額定值 

相移因數 
相移因數以功率因數、諧波失真量測值進行計算。 
(同 CNS 15630 LED燈泡要求) 

電磁干擾 依CNS 14115 進行試驗 

諧波失真 依CNS 14934-2進行試驗，電流總諧波失真(THD)不得大於120 %。 

突波保護 

依CNS14676-5之規定施加1個具有1.2/50 μs 開路電壓波形與8/20 μs
短路電流波形之組合波，線對線依0.5 kV之位準，線對地依1.0 kV之試
驗位準進行試驗，切換電壓極性重複試驗3次。 
試驗後LED 燈管可正常操作 

Copyright 2020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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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移因數 

λ: 功率因數 

THD : 總諧波失真 

Cosψ1: 相移因數 

Copyright 2020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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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項目 測試程序簡述/ 符合要求 

4 

光通量 

發光效率 
光束角 

枯化點燈後(可不須枯化點燈，或由廠商指定1000 h以下)， 

進行配光特性測試。 
 
光通量: 個別初始值=額定值之 (90~120) % 
              平均初始值=額定值之 (92.5~115) % 
 
發光效率:實測值 ≥ 額定值之90 %。 須符合能源主管機關之規定值 。 
 
光束角: 個別光束角 與額定值之差異不超過25 % 

Copyright 2020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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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通量 

• 個別燈管之光通量初始值
=(90~120) % 額定值 

 

• 燈管平均光通量初始值
=(92.5~115) % 額定值 

Copyright 2020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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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束角 
 

符合性要求 

光束角: [(實測值-額定值)/額定值] ≤ 25 %。 

Copyright 2020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 

依據 CIE S 025/ E:2015 ， 

         IEC/ TR 61341 Method of measurement of centre beam intensity and beam angle(s) of reflector lamps 

依C90-C270 之橫切面結果 

LED燈管之橫截面上通過光束軸線之2條假想線，分別通過橫截面之中心及
光強度為50 %中心光束強度之點，由此 2條假想線所構成之夾角 

            CNS 16027 LED燈管性能測試要求 



Copyright 2018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 

光學特性代碼 

23 Copyright 2020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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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項目 測試程序簡述/ 符合要求 

5 
額定色溫、色度偏
移、演色性指數 

枯化點燈後=>測試光色特性(初始值)=>25 %額定壽命時間點燈=>測
試光色特性(維持值)。 
主型式: 25 %額定壽命時間點燈，最長不超過6000 h 
系列型式(縮短試驗期間): 1000 h點燈 
需符合CNS 16027 之要求 

Copyright 2020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 

            CNS 16027 LED燈管性能測試要求(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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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定色溫、色度偏移代碼 
 

• 額定值依據表6 

• 色度偏移初始值不得超過7階 

• 色度偏移維持值不得超過9階 

 

測試樣品由4個不同批中選出 

麥克亞當橢圓階次 色度偏移代碼 

3階 3 
4階 4 
5階 5 
6階 6 
7階 7 
8階 8 
9階 9 

Copyright 2020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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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色溫 CCT 

 (Correlated Color Temperature) 

 

 
 用以指稱其光色相

對白的程度，以量

化光源的光色表現

。 

 黑體加溫到出現與

光源相同或接近光

色時的溫度，定義

為該光源的相關色

溫度，簡稱色溫，

以絕對溫度 K 

(Kelvin，或稱凱氏

溫度)為單位(K ＝

＋273.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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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克亞當橢圓 

• 1 sd = 68.26 % of the general, color-normal population 

• 2 sd = 95.44 %  

• 3 sd = 99.44 % 

參考資料:OSRAM SYLVA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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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uperbrightleds.com/blog/what-is-cri/849/ 

演色性指數 (CRI) 
 

• 初始值 ≥ (額定值-3) 

• 維持值 ≥ (額定值-5) 

• 額定值 ≥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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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色性Color Rendering Index  

 

 

Name 
Appearance under 

daylight 
Swatch 

TCS01 Light greyish red   

TCS02 Dark greyish yellow   

TCS03 Strong yellow green   

TCS04 
Moderate yellowish 

green 
  

TCS05 Light bluish green   

TCS06 Light blue   

TCS07 Light violet   

TCS08 Light reddish purple   

TCS09 Strong red   

TCS10 Strong yellow   

TCS11 Strong green   

TCS12 Strong blue   

TCS13 Light yellowish pink   

TCS14 Moderate olive green   

 與一自然光源相比,可忠實呈現物體顏

色之程度 

 目前常使用的演色特性評價方式，為

CIE公佈的Ra，即R1~R8的平均值 

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360 410 460 510 560 610 660 710 760

TCS01

TCS02

TCS03

TCS04

TCS05

TCS06

TCS07

TCS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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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字型：中文微軟正黑體，英文Arial 

閃爍 

CIE TN 006：2016  

閃爍指數 

（Flicker index，FI） 

閃爍百分比 

（Flicker Percent，PF） 

Energy star 

規格要求 

標準 閃爍指數 

（Flicker index，FI） 

閃爍百分比 

（Flicker Percent，PF） 

引用CIE TN006:2016  ≤ 0.05 ≤ 5 % 

光輸出頻率低於120 Hz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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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E TN 006：2016  
Visual Aspects of Time -Modulated Lighting Systems-

Definitions and Measurement Models 

 閃爍（Flicker） 
   對於靜態環境中的靜態觀察者，亮度
隨時間波動的光刺激引起的視覺不穩定性
感知。 

 
環境和觀察者都處於靜態 

 

參考網址：
https://www1.eere.energy.gov/buildings/publications/pdfs/

ssl/flicker_fact-sheet.pdf 

 頻閃效應（Stroboscopic effect) 

    對於非靜態環境中的靜態觀察者，亮度
或光譜隨時間波動的光刺激引起的對運動
感知的變化。 

 

例如，在方波周期波動的亮度下，連續運
動目標會被感知成不連續的移動；如果亮
度波動周期與目標轉動周期一致，則目標
會被看作是靜止的。 

CNS 目前僅針對Flicker進行評估  

閃爍 

Copyright 2020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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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字型：中文微軟正黑體，英文Arial 

閃爍 

標準 量測時程 採樣率sampling 

rate (Hz) 

採樣周期數 

(cycles) 

光電偵測器響應速
度 

Energy star ≥ 100 ms 2k ≥ 8 - 

CIE TN006 1 s 20k - < 50 μs 

量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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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字型：中文微軟正黑體，英文Arial 

33 

測試項目 測試程序簡述/ 符合要求 

6 光束維持率 

枯化點燈後=>測試光通量(初始值)=>25 %額定壽命時間點燈=>測試
光通量(維持值) 。 
主型式: 25 %額定壽命時間點燈，最長不超過6000 h 
系列型式(縮短試驗期間): 1000 h點燈 
需符合CNS 16027 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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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束維持率 

光束維持率 % 代碼 

≥ 90 9 

≥ 80 8 

≥ 70 7 

• 以 70 %為最低要求 (M70) 

• 以 25 %之額定壽命，最長不超過6,000 h (8-9個月)為試驗期間，查核是否符
合要求 

• 系列型式(縮短試驗期間): 1000 h點燈 

• 可失效數量參照本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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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束維持率測試樣品數量: 

失效百分數宣告值 測試樣品數量 可允許失效樣品數量 

F50 5 0 

F50 8 1 

F50 16 2 

F50 24 3 

F10 20 0 

F10 40 1 

備註: 計算係以失效百分數之宣告值之25 % 為基準, 

可允許失效樣品數量(小數點後無條件捨去)=25 % ╳ 失效百分數宣告值 ╳ 測試樣品數量 

            LED燈管光束維持率測試樣品數量 

Copyright 2020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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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項目 測試程序簡述 / 符合要求 

7 

耐
久
性 

溫度循環試驗 

室溫 =>-10 ℃,1 h =>+40 ℃,1 h =>室溫, 250 回,1回4 h共
1000小時;  
LED 燈泡34 min on / 34 min off 
 
符合性要求: 
(1)LED 燈管仍可操作且光通量須維持在光束維持率代碼宣告值之範圍內
至少15 分鐘 

(2)不得發生因溫度循環所造成之物理反應， 如裂痕或標籤剝落….等現象 

8 點滅試驗 

在額定頻率/電壓下，30 s on/30 s off, 總循環次數為1/2額定
壽命，進行測試。 
符合性要求: 
LED 燈管仍可操作且光通量須維持在所宣告之光束維持率代碼內至少15 

分鐘。 

9 高溫操作 

(1)試驗前量測初始光通量值 

(2)60 ℃或廠商指定最大溫度+10 K, 在額定頻率/電壓下，持續
點燈(無點滅)1000 h 

(3)試驗後量測光通量值 
符合性要求: 
試 驗結束後冷卻至室溫，使 LED 燈管達到穩定狀態， 所有LED 燈管之
光通量至少為初始值之70 %， 且至少維持1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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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施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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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施日期:111 / 1 / 1起實施 

Copyright 2020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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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原則 

   -佈線(layout)相同(自外部電源到LED封裝體間) 

   -熱管理系統相同 (外殼/底座/散熱片) 

   -LED晶粒及封裝體須為相同製造廠商之相同型式 

 
上述三點相同者視為同一型式分類得列入同一張證書 

 

同型式分類中主型式認定原則順序 
 

（1）散熱面積與總消耗功率比值最小(散熱面積/總消耗功率) 

（2）色溫最低 

（3）發光效率最低 

 
 

主型式由實驗室與申請廠商共同評估決定，必要時得會同標準檢驗局討論 

商品型式分類: 

Copyright 2020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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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LED燈管強制檢驗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公告範圍 

公告日期：109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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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LED燈管公告檢驗標準 

安全性標準：下列4種標準任選1種適用標準進行測試 

※ CNS 15438-雙燈帽直管型 LED光源 – 安全性要求  
             (108.09.24) 

※ CNS 15829-用於替換螢光燈管之雙燈帽 LED燈管 –  

             安全性要求(104.09.23) 

※ CNS 15983-G5/G13 雙燈帽整合型 LED燈管 –  
             安全規定(108.01.16) 

※ CNS 62931-配備GX16t-5 燈帽之 LED燈管 – 
             安全性規定(108.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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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標準 

※ CNS 16027 

   G5/G13雙燈帽LED燈管－性能要求(108.05.27) 

   電磁相容性 

      ※ CNS 14115 

      電氣照明與類似設備之射頻擾動限制值與量測方法 
      (105.09.14) 
    

    RoHS宣告 

    ※ 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102.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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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燈管安全性標準在不同 CNS標準中之稱呼對照表 

CNS 15438 CNS 15829 CNS 15983 CNS 62931 說明 

直接替換型 直接替換型 - - 

適用於原裝有感抗式或電子
式螢光燈管安定器、且未經
改裝之舊燈具。 
屬直接替換型。 

安定器內藏型 - 整合型 - 
指能以市電電源直接驅動之 
LED燈管。 
屬非直接替換型。 

安全超低電壓 
直流型 

- - - 

透過LED驅動器與市電電源
接通之 LED燈管。 
屬非直接替換型。 
安全超低電壓為不高於50  
Vac (rms)或無漣波之120 Vdc 

- - - 
GX16t-5燈帽

直流型 

透過LED驅動器與市電電源
接通之 LED燈管。 
屬非直接替換型。 
燈管額定電流為 350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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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燈管型式代碼 

型式代碼 燈管種類 適用LED燈管 相對應標準 

TYPE  A 直接替換型 
直接替換型 

替換螢光燈管型 
CNS15438 

CNS15829 

TYPE  B 非直接替換型 
安定器內藏型 

整合型 
CNS15438 

CNS15983 

TYPE  C 直流型 安全超低電壓直流型 CNS15438 

TYPE  D 直流型 GX16t-5燈帽直流型 CNS6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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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管設計圖示說明 

圖示 說明 

LED驅動器+LED模組 

LED模組 

過電流保護裝置 

燈腳觸電防護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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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式代碼 供電方式 燈管接線圖 相對應標準 

A1 單邊供電 

CNS 15438 

CNS 15829 

A2 / A3 雙邊供電 

CNS 15438 

CNS 15829 

A4 雙邊供電 

CNS 15438 

CNS 15829 

3.1 直接替換型(TYPE A) LED燈管接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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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式代碼 供電方式 燈管接線圖 相對應標準 

B1 雙邊供電 

CNS 15438 

CNS 15983 

B2 雙邊供電 

CNS 15438 

CNS 15983 

B3 
單邊供電 

 

CNS 15438 

CNS 15983 

B4 
單邊供電 

 

CNS 15438 

CNS 15983 

3.2 非直接替換型(TYPE B) LED燈管接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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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式代碼 供電方式 燈管接線圖 相對應標準 

C1 
單邊供電
(定電壓) 

CNS 15438 

C2 
單邊供電
(定電流) 

CNS 15438 

3.3 安全超低電壓直流型(TYPE C) LED燈管接線圖 

3.4 配備GX16t-5燈帽直流型(TYPE D) LED燈管接線圖 

型式代碼 供電方式 燈管接線圖 相對應標準 

D1 
單邊供電
(定電流) 

CNS 6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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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標準之適用範圍 

標準總號 CNS 15438 (公告日期108.9.24) 

標準名稱 雙燈帽直管型 LED光源-安全性要求  

適用燈管 

1.直接替換型 LED燈管 (TYPE A) 

2.安定器內藏型 LED燈管(TYPE B) 

3.安全超低電壓直流型 LED燈管(TYPE C) 

適用範圍 配備G5或G13燈帽之雙燈帽 LED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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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總號 CNS 15829 (公告日期104.09.23)(IEC 62776)  

標準名稱 用於替換螢光燈管之雙燈帽 LED燈管-安全性要求  

適用燈管 

配備G5或G13燈帽之雙燈帽 LED燈管，用於取代使
用相同燈帽之螢光燈管 

(直接替換型雙燈帽 LED燈管)(TYPE A) 

適用範圍 
- 額定功率在125W 以下 
- 額定電壓在250V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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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總號 CNS 15983 (公告日期108.01.16)  

標準名稱 雙燈帽整合型 LED燈管-安全性要求  

適用燈管 

配備G5或G13燈帽之雙燈帽整合型 LED燈管，用
於具備G5或G13燈座且無安定器之燈具 

(雙燈帽整合型 LED燈管)(TYPE B) 

適用範圍 

- 額定功率在125W 以下 

- 額定電壓在交流100V以上且在250V以下，額定 
  頻率為50Hz至60Hz 

- 長度符合CNS691(或IEC60081)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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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總號 CNS 62931 (公告日期108.01.16)  

標準名稱 配備GX16t-5燈帽之LED燈管-安全性規 

適用燈管 

配備GX16t-5燈帽之雙燈帽非整合型 LED燈管 
(配備GX16t-5燈帽之 LED燈管)(TYPE D) 

(一般又稱安定器外置型 LED燈管) 

適用範圍 
- 額定功率在70W 以下 
- 額定無漣波直流電壓在190V以下 
- 配備GX16t-5燈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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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S15438 標準新版修訂主要差異 
五、標準測試項目  

舊版 新版 

3.14 直接替換型LED燈管(retrofit type 

     LED tubular lamps) 
     控制裝置至於內部，以市電為電源， 
     可直接替換配合傳統感抗型安定器使 
     用之相同尺寸及燈帽之螢光燈管，除 
     起動器外不須更動原有燈具配線之 
     LED燈管 

3.14直接替換型LED燈管(retrofit type  

    LED tubular lamps) 
    可用於替換螢光燈管而不變更原有 
    燈具內部結構之LED燈管。燈管於換 
    裝後，燈具之安全性應維持與換裝 
    前相同之水準。 

刪除4.2(C)備考 
直接替換型LED燈管之控制裝置應設置於
內部，並可在100Vac至240ac間之指定輸
入電壓下操作 

9.3 LED燈管之外部應不具有作為散熱或 
    其他用途之開口。 

9.3 LED燈管之外部開口應符合CNS  

    14335對II類絕緣燈具之要求。 

9.10 對於安定器內藏型LED燈管，電源之2 

     極(two pole of supply)應分別接於 
     兩側燈帽之其中1根接腳或接點。 

整節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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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版 新版 

8.輸出光輻射 
  LED燈管之輸出光輻射，應符合 
  IEC 62471對第1類(class 1)或 
  豁免(exempt)之要求。 

8. 光生物危害 
8.1紫外線輻射(ultraviolet radiation)LED燈管 
   之UV輻射危害率應不超過2mW/(klm)。 
   量測光譜功率分布並計算UV輻射危害率，檢查 
   其符合性。 
   非透過UV輻射轉換之LED燈管，預期UV輻射不超   
   過最大容許UV輻射危害率，不需進行量測。 
8.2 藍光危害 
    本標準要求LED燈管應依IEC/TR 62778進行藍 
    光危害評估。LED燈管應符合風險類別0或風險 
    類別1。 
    對於具備小光源之雙燈帽LED燈管，若實光輻 
    射(true radiation)量測(參照IEC/TR 62778 
    之3.19)結果顯示未超過10,000W/(m2sr)之限 
    制值時，則可滿足IEC/TR 62778之要求。 
    備考：若無法取得全光譜數據，IEC/TR 62778  
          之C.2 提供燈管之分類方法。 
8.3 紅外光輻射 
    預期IR輻射未達到需標示或需採取其他安全措 
    施程度之LED燈管，不需進行量測。 



18 

※ 標示：請參考各標準第5節 
※ 互換性：燈帽需符合IEC 60061-1(CNS15438可選擇CNS10902) ， 
           並以IEC 60061-3所規定之量規查核互換性。 

燈帽型式 
IEC 60061-1所對應
之燈帽資料表編號 

以量規檢查之燈
帽尺度 

IEC 60061-3所對應之
量規資料表編號 

G5 7004-52 檢查所有尺度 7006-46及7006-46A 

G13 7004-51 檢查所有尺度 7006-44及700645 

GX16t-5 7004-183 檢查所有尺度 7006-183及7006-183A 

※ 質量： 

燈帽型式 總質量 

G5 不超過200g 

G13 不超過500g 

GX16t-5 
燈管長度在1.2m以下 不超過500g 

燈管長度在1.2m以上 不超過100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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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NS15829及CNS15983標準規定 LED燈管除在常溫下須符合相關標 

   準尺度之要求外，須分別將燈管置於下列環境中各測試1小時 

   1.低溫(若未指定溫度時為-20℃)及 

   2.高溫(若未指定溫度時為60℃) 

     測試後燈管之尺度須符合標準之規定。  

※ 尺度： 

燈管種類 標準規定 

配備G5及G13燈帽之燈管 
須符合CNS691或IEC60081-1相對應螢光燈管之尺度要求 

CNS15438規定燈帽之直徑可比標準最大值大110%。 

配備GX16t-5燈帽之燈管 

須符合CNS62931附錄D相對應螢光燈管之尺度要求 

當水平安裝時燈管中央下垂偏移量，標稱長度在1.2m以下之
燈管不可超過10mm，標稱長度在1.2m以上之燈管不可超過
2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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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S15829及CNS15983及CNS62931標準溫度要求 

※CNS15438 標準溫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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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耗功率： 

   -  消耗功率應不大於所替換之螢光燈管，螢光燈管之功率參照 

       CNS 691(或IEC 60081)對應光源資料表。 

       CNS15438 標準另規定實測值須在標示值±10%以內。 

   -  配備GX16t-5燈帽之LED燈管之消耗功率應符合下表要求 



22 

※ 搭配不適用之起動器操作之安全性：(僅適用CNS15829及
CNS15983) 
   配備G5或G13燈帽之LED燈管需依下列條件搭配起動器操作    
   - 搭配螢光燈管起動器 
   - 搭配LED燈管替換用起動器 
   - 對於2支螢光燈管串接於同1只控制器時，將1支螢光燈管以 
      LED燈管取代，並分別搭配螢光燈管用起動器及LED燈管替換 
     用起動器 
     經上述操作後燈管應不發生起火、產生可燃性氣體或煙霧， 
     或發生帶電部變為可觸及之情況 
※ 燈腳於裝入燈座時之安全性：(僅適用CNS15829及CNS15983) 
   配備G5或G13燈帽之LED燈管由於無法確保燈帽兩端同時裝入燈 
   座，因此燈管兩端在裝入燈座期間，應不存在任何電性連通性。    

配備G5或G13燈帽之LED燈管於安裝燈管過程中可能因
誤觸燈腳而使人招遭受電擊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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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列試驗檢查符合性 
   - 絕緣耐電壓試驗：於燈管兩端燈帽燈腳間施加1500V電壓進行 
                     絕緣耐電壓試驗 

   - 絕緣電阻試驗：於燈管兩端燈帽燈腳間施加DC 500V電壓進行 
                   絕緣電阻試驗，絕緣電阻需大於 2M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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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面距離及空間距離：須符合CNS 15467-1(或IEC61347-1)標 
                      準之空間距離要求 
- 接觸電流試驗：施加AC 500V之試驗電壓，依圖6進行量測時 
                所測得之接觸電流不可超過0.7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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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意外觸及帶電部之保護： 
   燈管之帶電部間及燈管可觸及部位間，應具備足夠之絕緣電阻 
   及絕緣耐電壓能力    
   - 配備G5或G13燈帽之LED燈管燈帽金屬部位與燈腳間須符合下 
     列測試 
     (a)絕緣電阻：施加DC 500V電壓進行試驗，絕緣電阻需大於  
                  2MΩ(CNS15438標準需大於4MΩ，另SELV燈管 
                  測試電壓為100V，絕緣電阻需大於1MΩ) 
           
     (b)絕緣耐電壓：施加1500V電壓進行試驗(CNS15438標準測試   
                    電壓為3000V，另SELV燈管測試電壓為500V) 
 



26 

   - 燈管之構造，當安裝於標準燈座時，應無法觸及下列部位 
     (a) 內部之金屬部位  
     (b) 除燈帽以外之基本絕緣外部金屬部位 
     (c) 燈帽之帶電金屬部位 
     (d) 燈管本身之帶電金屬部位 
         以下圖之試驗指施加10N之力檢查其可觸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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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絕緣電阻及絕緣耐電壓試驗 
     將燈管放置於相對濕度91%~95%，溫度20℃~30℃間(測試過程 
     溫度變化需在1℃之內)恆濕恆溫箱中48h後執行下列試驗 
      (a)絕緣電阻：施加DC 500V電壓進行試驗，絕緣電阻需大於  
                   4MΩ (CNS15438標準SELV燈管測試電壓為 
                         100V，絕緣電阻需大於1M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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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絕緣耐電壓：施加 (2750V+2倍最大輸入電壓) 進行試驗 
                     (新版標準為(2000V+4倍最大輸入電壓)  
                     (CNS15438標準測試電壓為3000V，另SELV 

                      燈管測試電壓為50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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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CNS15438標準規定之安定器內藏型 LED燈管需加測帶電燈 
  腳與不帶電燈腳間之絕緣耐電壓及絕緣電阻(TYPE B1及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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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CNS15438標準規定之安全超低電壓直流型 LED燈管需加測 
  不同燈帽間間之絕緣耐電壓及絕緣電阻(TYPE C1及C2) 



32 

※ 燈帽之機械性要求： 
   - 尚未使用燈管之扭矩試驗：對燈帽施加下表所示之扭矩，燈   
                             帽位移不可超過6度 

   - 經加熱處理後燈管之扭矩試驗：將燈管放置於溫度80℃±5℃ 

     之恆溫箱中2000h±50h後(CNS15438標準規定為120℃±5℃測試 
      100h)，對燈帽施加下表所示之扭矩，燈帽位移不可超過6度 

     (a) 以壓接、螺釘或類似之機械性連接方法固定燈帽時，則 
         不需進行本試驗 

     (b) 與螢光燈管所使用之方法不同時，加熱時間可降至10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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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項目 

絕緣材質的零件 

備註 維持帶電體在固
定位置 

防電擊保護 

耐熱試驗 
最低125℃ 

量測溫度值再加
上25℃ 

最低75℃ 

量測溫度值再
加上25℃ 

1.以一個直徑5mm的鋼球 
  向測試表面施力20N。 
2.測試1小時後，測量壓 
  痕直徑，此直徑不可 
  超過2mm。 耐熱試驗 

CNS15438 

最低80℃ 

量測溫度值再
加上25℃ 

耐熱試驗 
GX16t-5燈管 

125℃ 

耐燃試驗 650℃熾熱線測試 

1. 測試樣品不可持續燃燒
超過30秒 

2. 從樣品掉下的燃燒物不
能使底下的棉紙點燃。 

※ 耐熱性及耐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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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障條件： 
   - 在極端電性條件下測試：將燈管調整至製造廠商所指定之最 
     不利條件下，或將功率調升至150%之額定功率。持續進行試 
     驗直到燈管達到熱穩定狀態為止。 
   - 電容器短路 
   - 電子零組件之故障條件 
     經上述操作後燈管應不發生起火、產生可燃性氣體或煙霧， 
     或發生帶電部變為可觸及之情況 
     

     配備G5及G13燈帽之LED燈管需進一步執行下列試驗 
   - 燈管搭配不同類型控制裝置操作之安全性 
      

     直接替換型雙燈帽LED燈管需加執行下列試驗 
   - 燈管在燈具控制裝置短路之安全性 
 

※ 沿面距離及空間距離： 
   - 燈腳或接點與燈帽之金屬間適用IEC 60061-1之要求 
   - 其他部位或零件適用CNS 15467-1之要求 
   - 可觸及導電部位(燈帽除外)適用CNS 14335針對雙重絕緣及強 
     化絕緣之要求 
   - CNS15438標準規定須符合下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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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粉塵及水侵入防護之燈管：(CNS15438標準不適用) 
   燈管未標示下列圖示之燈管管需執行本項試驗      

   - 熱耐久性：依CNS 14335第12.3節進行耐久試驗，試驗期間為 
               240h。 
               燈管應以額定溫度+10 K之周圍溫度操作。 
               試驗後燈管應不影響安全性，且標示應保持清晰。 
    
   - IP等級之測試：將經過熱耐久性試驗之同一支燈具依據CNS  
                   14335第9節規定執行IPX5及IP6X之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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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生物性危害： 
   - 紫外線輻射：UV輻射危害率不可超過 2 mW/(klm) 

   - 藍光危害：依IEC/TR 62778 標準進行藍光危害評估，須符合 
               風險類別0 或 風險類別 1 。 
   
※ 機械強度： 
   配備G5及G13燈帽之LED燈管需進執行本項試驗 
   - 試驗所需施加之衝擊能量如下： 
     (a) 易脆部位：0.2 Nm 

     (b) 其餘部位：0.5 Nm 

   - 目視判斷最脆弱之位置施加3次衝擊 
   - 符合性 
     (a) 帶電部不可轉變為可觸及 
     (b) 不能傷害絕緣內襯或隔離層的效用 
     (c) 試驗後燈管需能符合絕緣耐電壓試驗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