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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da

� 台灣RoHS介紹及高風險材料評估

� 檢測流程說明及台灣RoHS限用物質聲明書填寫

� 送件流程

� Q&A



台灣RoHS介紹及高風險材料評估



4Bureau Veritas Presentation

什麼是 RoHS

電子電氣設備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質指令

The Restriction of the use of certain Hazardous Substances 

i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Ro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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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RoHS背景說明

� 鑑於世界各國逐漸納管RoHS指令要求及對綠色環保意識的重視, 並考量
歐盟, 中國大陸, 日本及韓國RoHS管制作法, 將增加 CNS 15663「電機
電子類設備降低限用化學物質含量指引」第5節「含有標示」檢驗標準
要求

� 立法院103年 (2014年) 審議預算案附帶決議

-辦理電機電子類商品納入 CNS 15663 (簡稱 RoHS)

� 電機電子類等應施檢驗商品陸續規劃增加 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
檢驗標準要求 (106年底前全面實施)



6Bureau Veritas Presentation

Taiwan RoHS適用範圍判斷

產品依靠「電流」或「電磁場」工作的應施檢驗商品

工作電壓：

直流電不超過1500V；交流電不超過1000V

產品的配套產品
排外 豁免

RoHS

不受RoHS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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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15663範圍

� 大型家電 Large household appliances

� 小型家電 Small household appliances

� 資訊及通信設備 IT and telecommunication equipment

� 消費性電子設備 Consumer equipment

� 照明設備(包括電光源及燈具) Lighting equipment, including electric light bulbs 
and household luminaires

� 電機電子類工具(大型定置式工業用機具除外)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tools (with 
the exception of large-scale stationary industrial tools)

� 玩具、休閒及運動設備 Toys, leisure and sports equipment

� 自動販賣機 Automatic dispensers

� 其它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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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15663不適用

� 用於保障國家安全或機密，以及軍事用途之產品

� 非以電力驅動之產品

� 不需以電機電子類零組件達成其主要功能之產品

� 構成其他種類產品一部分之設備 (目前有爭議)

� 電池 (乾電池之含汞量基準：限制乾電池製造、輸入及販賣公告)

� 大型定置式工業用機具
指定電池項目 重金屬含量限值 適用期程

非鈕扣型電池

汞含量≦5 ppm 2015/12/31

汞含量≦1 ppm、

鎘含量≦20 ppm
2016/1/1

鈕扣型電池
汞含量≦5 ppm、

鎘含量≦20 ppm
2017/1/1請參照CNS 15663附錄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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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RoHS公告列檢
編號 品名 公告日期 全面實施日期

1 自動資料處理機等六項商品 2015.12.29 2017.07.01

2 網路多媒體撥放器及投影機商品 2015.12.29 2017.07.01

3 開飲機商品 2016.04.06 2016.12.01

4 配線用插接器及電源線組商品 2016.12.27 2018.01.01

5 無線電鍵盤等92項商品 2017.01.04 2018.01.01

6 電毯等63項商品 2017.02.24 RoHS 2018.01.01
安規 2019.01.01

7 安定器內藏式螢光燈泡商品 2017.02.24 2018.01.01

8 飲水供應機商品 2017.03.24 2018.01.01

9 電動機等32項商品 2017.03.27 2018.01.01

10 電源供應器等7項商品 2017.04.10 2018.01.01

11 空氣調節機及照明類等8項商品 2017.04.24 2018.07.01

12 熱陰極螢光燈管及其交流安定器商品 2017.04.25 2018.01.01

13 電動自行車用充電器等四項商品 2017.10.05 2019.01.01

14 揚聲器等二十四項商品 2017.10.12 2018.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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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RoHS公告列檢

編號 品名 公告日期 全面實施日期 包含品項種類

1 自動資料處理機等六項商品 2015.12.29 2017.07.01 螢幕, 電視機, 印表機, 影印機, 電腦, 
電腦螢幕

2 網路多媒體撥放器及投影機商
品

2015.12.29 2017.07.01 投影機, 網路多媒體播放器

3 開飲機商品 2016.04.06 2016.12.01 開飲機

4 配線用插接器及電源線組商品 2016.12.27 2018.01.01 插頭及插座, 電源線組, 
電纜捲盤

5 無線電鍵盤等92項商品 2017.01.04 2018.01.01 電視盒,網路電視盒, 語言學習機, 
文字處理機, 打字機, 計算機,收銀機, 
鍵盤, 掃描機, 滑鼠, 硬碟機, 軟碟機, 
光碟機, 磁碟機, 儲存單元, 電腦附屬或
週邊單元, 讀卡機/條碼掃描器, 
自動櫃員機, 主機板及內插卡, 
UPS不斷電系統, 電源供應器, 
網路設備/集線器/橋接器/交換器/路由
器, 相機, 攝影機, GPS,電子辭典, 
製圖機, 削鉛筆機, 碎紙機

庫存品如符合舊版檢驗標準可延長使用至2018.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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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RoHS公告列檢

編號 品名 公告日期 全面實施日期 包含品項種類

6 電毯等63項商品 2017.02.24 2018.01.01 電毯, 電保暖器具, 電風扇, 烘手機, 
排油煙機, 冰箱, 冷藏保溫箱, 冷凍櫃,
咖啡機, 脫水機, 空氣清淨器, 洗碗碟機, 
洗衣機, 乾衣機, 水冷扇, 除濕機, 
真空吸塵器及吸水清潔機, 食品碾磨器, 
食品混合器, 榨汁機, 磨咖啡豆機, 刨冰機, 
地板擦光機、磨光機及打蠟機, 電捕昆蟲器, 
刮鬍刀, 剪髮器, 電熱水器, 電暖器, 吹風機, 
電梳, 燙（整）髮機, 熨斗, 微波爐, 烤箱, 
電鍋, 電磁爐, 電烘烤爐, 電氣蒸籠, 
電烤肉餅器, 電壺, 烤麵包機, 烘碗機, 
電烤盤, 被服烘乾機, 魚缸加溫器, 保溫盤, 
電蚊香器, 電熱便當箱, 保溫鍋, 食物保溫箱, 
保溫壺, 奶瓶消毒器, 蒸（煮）蛋器, 泡腳機, 
電動按摩器具,電熱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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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RoHS公告列檢

編號 品名 公告日期 全面實施日期 包含品項種類

7 安定器內藏式螢光燈泡商品 2017.02.24 2018.01.01 螢光燈泡

8 飲水供應機商品 2017.03.24 2018.01.01 飲水供應機

9 電動機等32項商品 2017.03.27 2018.01.01 電熱水器, 開關, 電鈴, 
斷路器, 插頭及插座, 電纜,
電線,交流馬達, 電動手工
工具

10 電源供應器等7項商品 2017.04.10 2018.01.01 電源供應器, 電動機車用充
電器, 3C電池充電器, 電動
機車用二次鋰電池/組

11 空氣調節機及照明類等8項商品 2017.04.24 2018.07.01 冷氣, LED燈泡, 燈具, 燈串

12 熱陰極螢光燈管及其交流安定器
商品

2017.04.25 2018.01.01 熱陰極螢光管, 螢光燈安定
器

13 電動自行車用充電器等四項商品 2017.10.05 2019.01.01 電動(輔助)自行車用充電器,
電動(輔助)自行車用二次鋰
電池/組

14 揚聲器等二十四項商品 2017.10.12 2018.07.01 喇叭音箱, 音響擴大機, 電
唱機, 放音機, 唱盤, 錄放影
機, 收音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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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RoHS公告列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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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RoHS – CNS 15663 限用物質

限用物質 化學物質符號 測算物質 百分比含量
基準值 (wt %)

限值 (ppm)

鉛及其化合物 Pb 鉛 0.1 1000

汞及其化合物 Hg 汞 0.1 1000

鎘及其化合物 Cd 鎘 0.01 100

六價鉻化合物 Cr+6 六價鉻 0.1 1000

多溴聯苯 PBB 多溴聯苯 0.1 1000

多溴二苯醚 PBDE 多溴二苯醚 0.1 1000



15Bureau Veritas Presentation

► 鉛 Pb

► 重金屬。引起神經及兒童腦部中毒。

► 油料添加劑、染料、顏料、焊料、電
池原料

► 鎘 Cd

► 神經中毒、免疫系統失調。

► 鎳鎘電池、用於塑膠製造和金屬電鍍
，生產顏料、油漆、染料、印刷油墨
。

高風險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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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汞 Hg

► 神經受損、腦部發展受損等。

► 電池、塑膠製品、溫度計、血壓計。
螢光燈中的電流通過汞蒸氣產生波長
很短的紫外線。

► 六價鉻 Cr 6+

► 致癌、生殖毒性。

► 電鍍液、防鏽劑、彩色油墨。

高風險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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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BBs & PBDEs (溴化耐燃劑)

► 環境賀爾蒙、影響發育

► 阻燃劑、電子產品高溫點、塑膠製品

高風險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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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程及證書效期：新申請者

修正前

納檢商品

修正前

納檢商品

修正後

納檢商品

公告日 107/06/30 (空調及照明類8項產品)

依修正前標準

依修正後標準(含RoHS)；3年

依修正後標準(含RoHS)；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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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程及證書效期：已取得證書者

修正前

延展

修正前

換證

修正後

延展

公告日 107/06/30(空調及照明類8項產品)

依修正前標準

依修正後標準換發，有效期限同原證書(含RoHS)

依修正後標準延展，有效期限遞增3年(含Ro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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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 RoHS 審核文件

� 限用物質含有情況標示聲明書

� 商品標籤及商品檢驗標識

� 樣張及其標示位置 (商品本體, 外包裝, 標貼, 說明書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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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例子1：超標時

四種
以上

可以使用EU RoHS排外;後市場稽核於限期28個工作天內提供前述相關文件以供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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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例子2：未超量與使用排除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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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15663排除項目- 37 項

1.汞含量:單只單燈頭螢光燈 (緊密型) 2.汞含量:單支一般照明用直管型螢光燈
管

3.汞含量:其他螢光燈管 4.汞含量:冷陰極式及外部電極式等特殊
用途螢光燈管 (CCFL及 EEFL)

5.汞含量:單只其他低壓放電燈 6.汞含量:單只演色性指數 (Ra) 大於60之
一般照明用高壓鈉氣燈

7.汞含量:單只其他一般照明用高壓鈉氣
燈

8.汞含量:高壓水銀燈 (HPMV)

9.汞含量:金屬鹵化物燈 (MH) (即複金屬
燈)

10.汞含量:其他特殊用途放電燈

11.含鉛量:陰極射管, 電子元件及螢光燈
所使用的玻璃材料

12.含鉛量:廢玻璃再製燈管

13.含鉛量:鋼, 鋁及銅材料 14.含鉛量:高熔點溫度焊料

15.含鉛量:用於伺服器, 儲存或儲存陣列
系統, 以及交換, 訊號, 傳輸與通信網路管
理之網路基礎設備中的焊料

16.含鉛量:電機電子零件所使用之玻璃, 
陶瓷材料 (不包含電容器用介電陶瓷材料)
或玻璃、陶瓷基質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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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15663排除項目

17.含鉛量:額定電壓超過交流125 V以上
或直流250 V之電容器用的介電陶瓷材料

18.鎘與鎘化合物含量:電器接點

19.六價鉻:用於吸收式冰箱中碳鋼材料
冷卻系統的防蝕劑

20.含鉛量:用於空調設備 (HVACR)中冷
媒壓縮機之鉛-青銅軸承其外殼與軸襯
(bushes)

21. 含鉛量:作為光學用途的白玻璃 22.鉛與鎘含量:濾光玻璃及反射標準件
用的玻璃

23.含鉛量:積體電路覆晶 (flip chip)封裝
體內形成半導體晶片 (die) 與支架 (carrier)
間電性連接 (viable electrical connection) 
的焊料

24.含鉛量:專業複印設備中高強度放電
燈 (HID)的鹵化鉛發光劑

25.含鉛量:用於擬日曬燈 (sun tanning 
lamps) 等放電燈之螢光粉之活性劑

26.鉛與鎘含量:用於施釉 (application of 
enamels)玻璃之印刷油墨

27.含鉛量:對以機械方法開孔之盤狀及
平面陣列陶瓷多層電容器進行焊接的焊料

28.氧化鉛含量:表面傳導墊子發射顯示
器 (surface conduction electron emitter 
displays, SED)中作為結構性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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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15663排除項目

29.含鉛量:具備特定特性的水晶玻璃 30.鎘合金含量:直接位於訊號轉換器 (用
於聲壓位準在 100 dB (A)以上之高功率
揚聲器)中音圈之導線 (electrical 
conductors), 其電性 /機械性焊點

31.含鉛量:用於無汞平面式螢光燈管的
焊料

32.含鉛量:用於氬與氪雷射發射管中光
學窗 (optical glass)的密封熔合材料

33.含鉛量:電源變壓器鐘用於焊接細銅
線之焊料

34.含鉛量:以陶瓷為基材的微調型電位
計

35.含鉛量:以硼-鋅玻璃為基材之高電壓
二極體, 其電鍍層

36.鎘與氧化鎘含量:用於鋁與氧化鈹基
材的厚膜塗料

37.鎘含量:用於固態照明或顯示系統之
色彩轉換用 II-VI族發光二極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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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檢驗標識

商品檢驗標識包含下列元素:

� 字軌: R (驗證登錄), T (型式認可逐批檢驗), D (符合性聲明)

� 申請人代碼 (5碼)

� 限用物質含有情況 (RoHS 或 RoHS (XX, XX))

� 在圖示下方或右方, 增加上述資料標示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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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檢驗標識

採用驗證登錄者: R字軌

採用型式認可逐批檢驗者: T字軌

例子：RoHS (Pb)

RoHS (Pb, Cd)

採用符合性聲明者: D字軌

RoHS (Pb, Hg, Cr+6 ,Cd, PBB，PBDE) 合法？

未超標 超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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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位置

RoHS限用物質含量情況標示:

� 採「本體, 包裝, 標貼或說明書」及「網頁方式」兩種

� 採 “本體” 標示 :

�應在設備棄置前標示仍然存在

�應放在能同時比對設備型號等特徵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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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位置

RoHS限用物質含量情況標示:

� 採 “包裝或標貼”標示:

�應在設備從外包裝箱 (盒)取出前標示仍然存在

�應放在能同時比對設備型號等特徵的位置

�如設備有多個單位組成且各自分裝在不同的包裝箱 (盒)時, 則含有限用
物質的單位, 均須在各自的外包裝箱 (盒)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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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位置

RoHS限用物質含量情況標示:

� 採 “說明書” 標示:應在設備使用期間標示仍然存在

�應放在能同時比對設備型號等特徵的位置

�若有架設提供標示相關資訊的網站時, 應標明網址

� 採 “網頁方式”揭露:

�應將網址明確記載在本體, 包裝, 標貼或說明書

�不適用以其他媒體來替代, 如傳真, 光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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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位置

商品檢驗標識:

� 沒有指定固定尺寸

� 應以適合比例大小標示在商品本體明顯處

� 應使用不易變質的材質製作

� 內容清晰可辨且不易磨滅

� 永久固定方式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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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集:

� 罰則:未按照規定日期進行標示及錯誤標示的相關處罰為何?

若違反標示之規定, 將依照商品檢驗法第59條規定通知限期改正。屆時
不改正者, 將處10萬元以上及100萬元以下罰緩。

� 證書時效:證書時效是否會有更動？

依修正後的檢驗標準，提供相關技術文件、限用物質含有情況標示之
位置、樣張及限用物質含有情況標示聲明書供本局審核並辦理換證，
換證後之證書期限與原證書期限相同，不予更動；新申請及延展案則
依規定辦理。

� 限用物質含有情況:限用物質含有情況是否可只標示於說明書？

相關檢驗規定已說明，限用物質含有情況應標示於表列商品之本體、
包裝、標貼或說明書內。但以網頁方式提供(揭露)限用物質含有情況者，
應將網址明確記載於本體、包裝、標貼或說明書。惟廠商亦可同時標
示在本體、包裝、標貼、說明書及網頁上。



檢測流程說明及台灣RoHS限用物質聲明書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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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HS 檢測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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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質材料 (Homogenous Material) 

歐盟的技術協調委員會的定義:

(Technical Adaptation Committee，TAC) 

無法再藉由機械方法 (例如：螺絲拆解、剪、切、鋸、磨等方
式) 將元件拆離成不同的單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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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燈泡



37Bureau Veritas Presentation

RoHS 檢測報告

照片

部位描述 測試結果

指圖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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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MI標示聲明書填寫

產品單元區:

� 產品單元區分方式, 由業者自行決定

� 須以產品整機進行單元劃分

� 劃分之單元名稱及數量以4個以上為原則, 並非是產品中任意挑選4個以
上單元進行標示

� 可用「大範圍名稱」, 「材料名稱」, 「零件名稱」列出
1. 大範圍名稱:例如發熱組, 馬達組, 電路板組, 配線組, 燈座組等…

2.零件名稱:螺絲, 微動開關, 電源線固定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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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MI標示聲明書填寫

限用物質含有情況:

� “超出0.1 wt%” 及 “超出0.01 wt%”: 限用物質之百分比含量超過百分比
含量基準值

� “O”:限用物質之百分比含量未超過百分比含量基準值

� “ - ” : 該項限用物質為排除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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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從報告資料產出BSMI標示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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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用物質含有情況標示聲明書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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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型號過多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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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錯誤的問題: PBB及PBDE標示 “－”說明

� CNS 15663附錄D並無PBB及PBDE的排除項目, 歐盟RoHS指令也無
PBB及PBDE的豁免條件

� PBB及PBDE: 不得標示 “ -” 

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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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錯誤的問題:聲明書簽署不完整

錯誤

錯誤

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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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錯誤的問題:大陸用語, 簡體字

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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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錯誤的問題:排除項目與符號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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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錯誤的問題:商品檢驗標籤錯誤

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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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確實標示的風險

� 海關檢查及抽驗

� 後市場稽查

� 消基會調查

� 競爭對手/消費者舉報

� 標檢局審查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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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HS送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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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RoHS 報告應用

� 歐盟 RoHS 符合性技術文件

� 美國 RoHS 符合性技術文件

� 台灣 RoHS 符合性技術文件

� 中國大陸 RoHS 符合性技術文件

� 日本RoHS 符合性技術文件

� 其他國家RoHS 符合性技術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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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資訊



52Bureau Veritas Presentation



 

 搶得市場先機  

                          鄭善予 

    

 廣益全球驗證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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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內照明燈具能耗補助 
發光二極體先進照明推廣補助計畫 
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補助計畫 

 
 參考網站 
 實驗室資格 

 

課程內容 
 

 
 



發光二極體先進照明推廣補助計畫 

智慧高效率照明系統技術規範 



發光二極體先進照明推廣補助計畫 

補助計畫之目的 :  
1. 節能減碳及創新照明節能應用 
2. 以高效率低眩光發光二極體照明燈具，促進先進照明

技術與產品之應用 
3. 活絡綠能產業發展。 

 

補助額度： 
每案補助額度以新臺幣二百五十萬元為上限全額補助；申請
補助經費低於新臺幣二百五十萬元者，依申請補助經費額度
為上限。 
 

補助項目 :  
1. 申請人所屬辦公空間之LED先進照明推廣補助計畫 
2. 申請人及其所屬單位之室內智慧照明燈具。  

  
 
 



補助案數： 
由能源局組成審查小組，依審查結果擇優給予補助至補助額
度用罄，並以每直轄市及縣(市)均建置示範案為原則。  
 
補助期程： 
自能源局規定申請補助案件之收件截止日起至當年度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  

 
補助對象：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所轄之鄉(鎮、市、區)公所 

 

發光二極體先進照明推廣補助計畫 



申請條件 
1) 補助對象所屬單位之全部樓層或一層以上之完整樓層 
2) 示範場域之智慧照明控制系統必須具備照明能源管理之

功能，完成後該場域範圍之LPD應低於7 W/m2。 

補助計畫標案投標資格(一般通用):  
1)  BSMI證書。(CNS14335+CNS14115) 
2) 智慧高效率照明系統技術規範合格檢測報告。 
3) 智慧照明控制系統規格書。(須包含電表、廠牌、型號及

功能等說明) 
4)  LED燈具光效要求和相關光學特性、電性特性須符合相

關規定。(稍後由工程師做詳細說明) 
5) 計畫場域之平均照度須符合CNS12112照度基準。 
6) 須保固五年以上。 

發光二極體先進照明推廣補助計畫 



項目  規格要求  檢附資料  

1.安全性  CNS 14335  BSMI證書  

2.電磁雜訊  CNS 14115  BSMI證書  

3.光生物安全  
CNS 15592與 
IEC/TR 62778無風
險等級  

試驗報告(TAF)  

4.燈具性能報告  
符合能源局公告之
「智慧高效率照明
系統技術規範」  

試驗報告 (TAF) 
(需具備CNS15437之
資格的實驗室)  

發光二極體先進照明推廣補助計畫 







參考網址 : 
http://web.pcc.gov.tw/tps/pss/tender.do?method=goSearch&
searchMode=common&searchType=basic 



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補助計畫 
辦公室及營業場所照明燈具節能標章 
室內停車場智慧燈具節能標章 



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 

本行動之目的 :  
1. 經濟部為提升地方能源治理能力。 
2. 促進住宅、服務業、機關及農業部門節電。 
3. 結合直轄市、縣(市)政府執行「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

動」。 
 
本行動執行期間 : 
自中華民國107年1月1日起 至 109年12月31日止。 
 
執行機關： 
全台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本行動經費額度 :  
經費總額度以新臺幣七十三億二千六百萬元為上限， 
由執行機關提案申請推動節電。 

1) 節電基礎工作 (約4.14億) 
節電稽查輔導、在地能源使用情形研究、專責組織與人力建置、節電 
志工組織合作、公民參與、節約能源教育與推廣等地方能源治理能力 
建構與節電氛圍型塑之工作 
1) 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約57.12億) 
補助集合式住宅、辦公大樓及服務業之室內停車場換裝智慧照明燈具； 
補助服務業汰換老舊低效率無風管空氣調節機及老舊辦公室照明燈具； 
補助服務業導入能源管理系統。 
1) 因地制宜(約12億) 
加強推動在地節電事務，以及營造節電氛圍 
 

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 



 
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原則: 

 
1) 老舊辦公室照明 :  
 補助對象 : 服務業、營業用戶、政府機關、
學校 

 補助標準 :發光效率100lm / W 以上之照明
燈具。 

 補助額度 :補助1/3汰換費用，且每具補助以
新台幣500元為原則；最高不逾汰換費用
1/2 

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 



2) 室內停車場智慧照明 
 補助對象 : 集合住宅、辦公大樓、服務業之 
                         室內停車場。 
 補助標準 : LED產品發光效率120lm/W以上， 
                        需有自動開關、調光或時序控制 
                        等1項以上智慧照明控制功能。  
 補助額度 : 補助1/3汰換費用，且每盞補助 
                        以新臺幣200元為原則；最高不 
                        逾汰換費用1/2。 

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 



參考網站 
 

 
 

經濟部能源局: 
https://www.moeaboe.gov.tw/ECW/popula
ce/home/Home.aspx 



節能標章: 
http://www.energylabel.org.tw/index.aspx 



自己的電自己省:  
http://energy-smartcity.energypark.org.tw/ 







全台灣唯一通過TAF, 美國IAS 認可的實驗室 

ISO/IEC 17025:2005 - General requirements for 
the competence of testing and calibration laboratories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節能標章及能耗補助
方案暨光學對策 

 

 

 廣益全球驗證有限公司 
 Great One Global Certification Co., Ltd. 

               
 

              

台灣綠能照明 
補助方案 

 

 
2018/1/11 (星期四) 

鄭善予  

 



課程大綱 

1. 辦公室及營業場所燈具節能標章 
2. 室內停車場智慧燈具節能標章 
3. 智慧高效率照明補助 
4. 智慧高效率照明系統修正重點 
5. 節能標章與補助標案差異比較 
6. 閃頻簡介 



辦公室及營業場所燈具節能標章 
 



辦公室及營業場所燈具 
節能標章簡介 

1. 106年10月18日公告 
2. 以應用場域訂定出來的節能標章 
3. 配合補助方案所增加之節能標章 
     



辦公室及營業場所涵蓋燈具 

工事燈                       層板燈                         中東燈                            山形燈 

    天井燈                       筒燈                          平板燈                       格柵燈 



辦公室及營業場所燈具節能標章
共通性要求 
項目 限制值 

功率 - 

功率因數 ≧  0.90 

總光通量 - 

演色性 ≧  80.0 

特殊演色指數 R9 ≧  0 

1000 hrs 光束維持 ≧ 97.0 % 

3000 hrs 光束維持 ≧ 95.0 % 



辦公室及營業場所燈具節能標章
共通性要求 

節能標章 發光效率
lm/W 

功率因數 演色性 R9 光束維持 
1000 hrs 

光束維持 
3000 hrs 

平板燈/辦公室 95/100 ≧ 0.9 ≧ 80 ≧ 0 ≧ 97 % ≧ 95 % 

室內照明/辦公室 85/100 ≧ 0.9 ≧ 80 ≧ 0 ≧ 97 % ≧ 95 % 

筒燈/辦公室 110/120 ≧ 0.9 ≧ 80 ≧ 0 ≧ 97 % ≧ 95 % 

天井燈/辦公室 110/120 ≧ 0.9 - / ≧ 80  - / ≧ 0 ≧ 97 % ≧ 95 % 

其他辦公室照明 120 ≧ 0.9 ≧ 80 ≧ 0 ≧ 97 % ≧ 95 % 



辦公室及營業場所燈具節能標章
共通性要求 

7.光⽣物安全性須符合CNS 15592「無風險等級」類別。 
8.具向上光輸出之懸吊式燈具之向上光束比，依下列公式

計 算後，應在7%⾄14%之間。 
向上光束比=(燈具向上光通量(90°以上)/燈具總輸出光通量

)×100% 。 



向上光束比 

(燈具向上光通量(90°以上)/燈具總輸出光通量(180°以上))×100%=向上光束比  



特殊要求(第⼀組特殊要求) 

(四)特殊要求：廠商以格柵燈具及平板燈具申請節能標章時
，應符合 下列其中任⼀組之特殊要求： 

1.第⼀組特殊要求為統⼀眩光指數及光型，須符合下列規定
： 

(1)統⼀眩光指數實測值經四捨五入取⾄⼩數點後第⼀位，應
在 19.0以下。 



特殊要求(第⼀組特殊要求) 

 (2)光型: 
 A.圖⼀中 C=0°⾄C=180°之平⾯，參考軸為通過燈具發光
⾯中⼼點，且與發光⾯垂直之軸線；參考軸鉛直⾓0°之光
強度 

 為該平⾯最⼤光強度之0.65倍⾄0.85倍。 
 B.圖⼀中C=0°⾄C=180°之平⾯，其⼆分之 ⼀最⼤光強度

之⾓度Ɵ1及Ɵ2均在38°以上，且總合在80°以上。 
 C.圖⼆中參考軸立體⾓80°內累積光通量在總光通量80%

以上，但具向上光輸出之燈具不在此限。光通量實測 值經
四捨 

 五入取⾄⼩數點後第⼀位。 

 



特殊要求(第二組特殊要求) 

 2.第⼆組特殊要求為距⾼比及 亮度平均值，須符合下列規
定： 

 (1)各平⾯距⾼比經四捨五入取⾄⼩數點後第⼆位，應在
1.20以 上。 

 (2)亮度平均值應低於亮度限制基準(如附表) 

 



室內照明與平板燈光分佈形式比較 



產品標示 
⼆ 、廠商申請燈具節能標章時，應檢具該燈具符合CNS 

14335及CNS 14115規定之測試報告。若光源為LED燈管
之燈 

具需檢附其所使⽤LED燈管CNS 15438或 CNS 15983之測
試報告，且LED燈管需標⽰型號。 

三、節能標章產品之標⽰，應符合下列規定： 
(⼀)標章使⽤者名稱及住址清楚記載於產品或包 裝上。 
(⼆)標章使⽤者若為代理商，其製造者之名稱及地址須 ⼀併  

記載於產品或包裝上。 



產品標示 

(三)產品本體及型錄上應標⽰產品之 
1.額定功率(宣告值誤差± 10 %) 
2.額定總光通量(宣告值誤差≧  90 %) 
3.額定發光效率 
4.功率因數(宣告值誤差 ≧  95 %) 
5.演⾊性指數(宣告值誤差-3) 
6.閃爍指數 
7.閃爍百分比 

 



室內停車場智慧燈具節能標章 



室內停車場智慧燈具 
節能標章 
1. 106年11月1日公告 
2. 以應用場域訂定出來的節能標章 
3. 配合補助方案所增加之節能標章 
4. 須搭配智慧控制功能:  
      燈具至少需內建有 
         1.自動開關 
         2.調光 
         3.時序控制 
等1項以上智慧照明控制功能。 

 
 

     



室內停車場智慧燈具 
節能標章 
項目 限制值 

功率 - 

功率因數 ≧ 0.90 

總光通量 - 

演色性 ≧ 70.0 

發光效率 ≧ 120  

1000 hrs 光束維持 ≧ 97.0 % 

3000 hrs 光束維持 ≧ 95.0 % 



室內停車場智慧燈具 
節能標章 
(三)產品本體及型錄上應標⽰產品 
           1.額定功率 (宣告誤差±10 %) 
           2.額定總光通量 (宣告誤差 ≧ 90 %) 
           3.額定發光效率 (宣告誤差 ≧ 95 %) 
           4.功率因數 (宣告誤差 ≧ 95 %) 
           5.演⾊性指數 (宣告誤差 -3) 
           6.智慧照明控制功能 (含感測距離及角度) 

 
 

 
 



室內停車場智慧燈具簡介 

1. 自動開關：觸發時間小於1秒，點燈時間為設定值±10% 。 
2. 調光：觸發時間小於1秒，點燈時間為設定值±10% 。 
3. 時序控制：測試時間小於60分鐘，點燈時間為設定值±10%

，測試時間大於60分鐘，點燈時間為±6分鐘。 



室內停車場智慧燈具場地 

1. 一般暗室，背景照度不得大於0.05 lx 
2. 模擬停車場環境案是背景照度75 lx ±10 lx 



室內停車場智慧燈具條件 

    模擬體於一般暗室分別以 
    2公里/小時(行人)及10公里/小時(汽機車) 



室內停車場智慧燈具條件 

1. 調光試驗: 最大輸出照度為100%(E%)，控制
器收到訊號後的調光比例A%。 

2. 調光照度比例： A%/E% 
3. 實用性加速評估試驗: 
     25 s On, 35 s Off，8000 次 



發光二極體先進照明推廣 
補助計畫重點說明 



發光二極體先進照明推廣補助計
畫重點說明(1~5) 
項目 限制值 

(1) 發光效率 ≧ 140  

(2) 演色性 ≧ 80.0 

      特殊演色指數R9 ≧ 0 

(3) 功率 - 

(4) 功率因數 ≧ 0.90 

(5) 總諧波失真 ≦ 33 % 



發光二極體先進照明推廣補助計
畫重點說明(6) 
(6)LED燈具之額定光通量規定如表2 ；光通量測

試值須在額定標示值之90%以 上，額定標示
值之120%以下。 



發光二極體先進照明推廣補助計
畫重點說明(7~8) 
(7) LED燈具亮度平均值應低於亮度限制基準如表3 
(8) LED燈具距高比≧1.2。 

 



發光二極體先進照明推廣補助計
畫重點說明(9) 
(9) LED燈具輝度均勻度 (最低/算數平均值) ≧ 0.8

。輝度量測範圍為燈具之出光面，其量測佈點
方式如下圖1所示。 



發光二極體先進照明推廣補助計
畫重點說明(10) 

(10) LED燈具光生物安全須符合CNS 15592 及
IEC/TR 62778 無風險等級。 
 



發光二極體先進照明推廣補助計
畫重點說明(11) 

(11) 
1. 所有受補助LED燈具須可調光。 
2. 測試點應包含100%、50%、

10%及0 % 共 四點。 
3. 50%: 額定光輸出測試值之50%

光輸出值的±5%範 圍內。 
4. 10%: 額定光輸出測試值之10%

光輸出值的±10% 範圍內。 



發光二極體先進照明推廣補助計
畫重點說明(12) 

(12) LED燈具點燈1000小時後光通量維持率
≧97.0% 且1000小時後實測Ra不得低於額定值
減去4。 
 



發光二極體先進照明推廣補助計
畫重點說明(13)  

   (13) LED 燈具須於型錄或說明書中標明閃爍指
數(Flicker Index，FI) ≦ 0.02、閃爍百分比
(Percent Flicker，PF) ≦ 2%。 

    量測時依據CIE TN 006:2016進行測試 
 



發光二極體先進照明推廣補助計
畫重點說明(14)  

(14)標示：LED燈具須於燈具本體標示 
1. 發光效率(宣告誤差 ≧ 95 %) 
2. 色溫 
3. 演色性(宣告誤差 -3) 
4. 功率 (宣告誤差 < 110 %) 
5. 功率因數 (宣告誤差 ≧ 95 %) 
6. 額定光通量 (宣告誤差 ≧ 90 %) 
7. 光生物安全 (無風險等級) 
8. 閃爍指數 
9. 閃爍百分比 
10. 燈具智慧控制通訊介面 

 



智慧高效率照明系統修正重點 



智慧高效率照明系統修正重點 

1. 公告日期: 106年10月19日修定 
2. 修正重點:  
修正項目 修改前 修改後 

燈具發光效率 120 lm / W 140 lm / W 

閃爍指數 標示值 0.02 % 

閃爍百分比 標示值 2 % 

1. 該數據是依據現行已有符合之結果進行調整 
2. 相較於節能標章補助，智慧照明為全額補助 



節能標章與補助標案差異比較 



節能標章及發光二極體先進照明
推廣補助計畫比較 
項目 平板燈節能標章 智慧高效率照明系統 

發光
效率 

中低色溫 (小於 5000 K) 90.0 lm/W 

≧ 140 lm/W 
 

高色溫 (5000K 以上) 95.0 lm/W 

室內照明節能標章 

中低色溫 (小於 5000 K) (吸頂)80/(向上光)70 

高色溫 (5000K 以上) (吸頂)85/(向上光)75 

辦公室及營業場所 

格柵燈/平板燈 100 lm/W 

天井燈、筒燈/嵌燈及中
東型燈、⼭型燈、⼯ 事燈、
層板/⽀架燈等開放型燈

具 

120 lm/W 



閃頻簡介 



Flicker 閃頻 
 參考標準: IESNA RP-16-10 standard  
 智慧照明參考標準: CIE TN 006: 2016 
 主要計算Percent Flicker及 Flicker Index 

 



Percent 及Index 的關係 

 



輸出漣波與光閃頻之關係 

    光頻閃的波型會與輸出之漣波電源的波型
相近，但有所不同。 

    可能由於發光特性如燈絲之蓄熱、螢光粉
之光暫存現象等因素，皆會造成光頻閃與
漣波之差異。 



LED Flicker 



LED Dimming Flicker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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