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採購需求規範	
壹、計畫目標：	

經濟部為落實節能減碳政策目標，鼓勵應用高效率發光二極體(以下簡稱

LED)照明燈具，整合智慧控制功能與創新照明應用，推動最適化智慧照明示

範建置(以下簡稱照明控制系統)，藉以優化室內光環境品質，提升整體照明節

能效益，促進智慧照明普及推廣，特訂定本規範。	

	

貳、智慧高效率照明系統包含	LED	照明燈具與智慧照明控制系統，廠商於投標

時須出具相關證明文件，採購標的及規格說明如下：	

一、 LED平板燈具：	

LED照明燈具性能檢測須符合以下規定；其量測方法請參照「CNS16047室內

一般照明用LED平板燈具」，在額定電壓、額定頻率之全載狀態下進行測

試。	

(1) LED燈具須檢具經濟部標準檢驗局(BSMI)CNS14335與CNS14115驗證登錄

合格證書影本。	

(2) 提供LED燈具性能檢測合格報告影本，檢測報告須由財團法人全國認證

基金會(TAF)認可之CNS15437「輕鋼架天花板嵌入式LED燈具」或

「CNS16047室內一般照明用LED平板燈具」檢測實驗室出具。決標簽約

時則需檢具LED燈具性能檢測合格報告正本。	

(3) 不可調色溫LED燈具發光效率≧160lm/W，且實測值須在標示值95%以

上。	

可調色溫燈具之色溫範圍至少包含3000K至5000K；其發光效率≧

140lm/W，且實測值須在標示值95%以上。	

(4) LED燈具演色性指數(Ra)≧80，且R9>0；實測Ra值不得低於額定值減去

3。	

(5) 不可調色溫LED燈具功率之實測值不得超過標示值110%，檢測報告燈具

標示值須小於等於21W，實測值小於等於23W。	

可調色溫燈具功率之實測值不得超過標示值110%，檢測報告燈具標示

值須小於等於23W，實測值小於等於25W。	

(6) LED燈具功率因數≧0.9，且測試值須在標示值95%以上。	

(7) LED燈具輸入電流諧波失真不得超過表1規定值，且電流總諧波失真≦



33%。	

表1	輸入電流諧波失真	 	

諧波次數	

n 
容許諧波最大比值	%	

(以輸入電流基本波之百分比表示) 
2 2 
3 30×η 
5 10 
7 7 
9 5 

11≦n≦39 3 
備考：(η為功率因數)	

(8) LED燈具光通量實測值須在額定標示值之90%以上，額定標示值之120%

以下；LED平板燈具之額定光通量規定如表2，非LED平板燈具不適用此

規定。	

表2	LED平板燈具之光通量規定	

額定光通量	 (lm)	 光通量下限	 (lm)	 	 光通量上限	 (lm)	

3500	 3150	 4200	

(9) LED平板燈具亮度實測平均值應低於亮度限制基準如表3。非LED平板燈

具不適用此規定。	

表3	LED平板燈具亮度限制	

γ 角（°）	 亮度限值（cd/m2）	

45 34900 
55 17000 
65 7000 
75 3260 
85 3260 

(10) LED平板燈具距高比≧1.2。非LED平板燈具不適用此規定。	

(11) LED平板燈具輝度實測均勻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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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LED平板燈具不適用

此規定。	



	

圖1	輝度均勻度量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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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LED燈具均須為可調光，調光範圍至少為0，10%~100%。	

檢測實驗室之測試點應包含100%光通量、50%光通量、10%光通量及

0，共四點；50%光通量測試點允許在額定光輸出測試值之50%光輸出值

的±5%範圍內，10%光通量測試點允許在額定光輸出測試值之10%光輸

出值的±10%範圍內。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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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LED燈具在額定功率(全載)時須符合閃爍指數(Flicker	index，FI):≦0.02，

閃爍百分比(Percent	Flicker，PF):≦2%。LED燈具調整至最大光輸出之

20%時，須符合閃爍指數(Flicker	index，FI):≦0.05，閃爍百分比(Percent	

Flicker，PF):≦5%。量測時參考CIE	TN	006:2016之試驗要求，進行閃爍

指數、閃爍百分比測試。	

(16) LED燈具之待機功率(含通訊模組)需≦0.5W。	

(17) 標示：	

A. LED燈具須於燈具本體標示發光效率、色溫、演色性、功率、功因、額

定光通量、光生物安全、閃爍指數、閃爍百分比及燈具智慧控制通訊

介面、待機功率等。	

B. 電源供應器需標示廠牌、型號、規格及轉換效率(%)。	

(18) 燈具尺寸長寛為600mm*600mm，厚度小於（含）12mm。	



二、 非屬「智慧高效率照明系統技術規範」之LED照明燈具：	

限用節能標章產品，並檢附能源局節能標章證書；	

若擬換裝之燈具型式無節能標章品目者，則限以發光效率達120	lm/W以上之

燈具替代，並檢附BSMI驗證登錄合格證書、TAF認可實驗室出具之發光效率

檢測合格報告。	

1. 上開證書或報告書須於投標時需檢附，所出具試驗報告須明確標示送驗

之測試結果，並需符合上述之規定，並作為規格審查之項目之一，提供

資料需使用螢光筆標示，請以便利貼或其他標籤貼於文件提醒評審委

員，以提升審查效率;未提供或資料不符合規定者將視為不合格標。	

2. 平板燈依場域性質不同須區分崁入式及吸頂式施作，需經本中心同意，

尤其吸頂式應搭配固定架施作，以求平整美觀。	

	

三、 智慧照明控制系統與其資訊及通訊設備。	
本計畫除了節能燈具達到節能功效外，同時也利用時序控制，人員感知與

晝光感知之應用在辦公區、會議室、走道區等場域以進行智能控制進一步達到

節能功效。為了降低整體工程管路配線費用，計畫場域之LED燈具其智慧控制

需採用無線之通訊介面，分別說明如下：	

(1) 系統伺服器（中央管理系統、檢附中文說明書）： 
A. 所有受補助之 LED燈具與智慧照明系統皆須全部納入能源管理監
測，能源管理監測必須能定時記錄示範場域內之照明總用電量，最

大時間間隔為 15分鐘。 
B. 提供使用者帳號與密碼可供使用者登入。 
C. 查詢功能：可依照年、月、週、日、時查詢系統用電資訊。 
D. 列印功能：本系統可產生報表供閱讀及列表功能。 
E. 操作功能：本系統內建燈具調光及燈具開關之人機操作介面。 
F. 通報功能：當系統與照明控制器失去連線時，可透過手機 LINE通
報。 

G. 人機介面可由手機、平板與個人電腦使用Web方式操作。 
H. 提供時序控制之操作介面，可設定各樓層各區域之時序。 
I. 藉由WIFI連接照明控制器，並藉由照明控制器，可即時操作燈具迴
路之亮滅及調光，燈具迴路調光完畢，燈具迴路所損耗的瓦數，需即

時顯示在本系統上。 



(2) 照明控制器（檢附中文說明書）： 
A. 內建 LCD觸控螢幕，具備 10組以上(含)迴路開關，可開關 10組以上
燈具迴路及具備 10組以上(含)情境開關，可設定及呼叫 10組記憶，
並可設定本控制器之參數。 

B. 具備WIFI之通訊介面，可與智慧手機、平板、電腦及雲端能源統計器
等通訊。 

C. 調光能力：0~100％，0％表示燈熄滅，直到 100%達到最亮。 
D. 可無線連接調光型智慧電錶實現調光及收集功率損耗功能。 
E. 可無線連接晝光感應器實現晝光照明調光功能。 
F. 可無線連接人員感應器實現人員感知控制功能。 
G. 可無線連接連動開關實現開燈及關燈的方便性。 
H. 可無線連接門窗感應器進行開燈及關燈作動。 
I. 可無線連接遙控器進行手動開、關燈及照明調光功能。 

(3) 迴路調光通訊模組 (調光型智慧電表，檢附中文說明書、工研院合格報告
書）： 
A. 內建功率損耗偵測功能及具備 1-10V調光控制介面。 
B. 內建電力開關，可透過照明控制系統關閉迴路之燈具電力。 
C. 調光型智慧電錶可安裝於牆上開關之一個迴路上。除調光該迴路之燈
具外並可無線回傳該迴路耗電功率至照明控制器。 

D. LED電源供應器與通訊模組間之介面符合「類比介面」規格，且符合
電(源)-通(訊)分離之設計。 

E. 檢附工研院綠能所出具之燈具通訊標準介面檢測合格報告。 
(4) 單燈調光通訊模組(檢附中文說明書、工研院合格報告書)： 

A. 具備 1-10V調光控制介面。 
B. 計畫場域之 LED 燈具其智慧控制宜採用有線(1-10V)及無線(WIFI)之
通訊介面。 

C. 調光通訊模組為單燈單控的模組，可以連接一盞平板燈，除調光該盞
燈具外並可無線回傳該盞耗電功率至照明控制器。 

D. LED電源供應器與通訊模組間之介面符合「類比介面」規格，且符合
電(源)-通(訊)分離之設計。 

E. 檢附工研院綠能所出具之燈具通訊標準介面檢測合格報告。 
(5) 人員感應器（檢附中文說明書）： 

A. 控制方式：內建人體紅外線感應器或雷達感應器，可將數據無線傳回照



明控制器。 
B. 內置電源供應器，使用電壓：110~220Vac。 
C. 配合LED照明平板燈具與照明控制器，可組合感測網路進行人員感測，
以調節燈光亮度，節省能源。 

D. 可設定感應點燈亮度百分比，配合環境亮度的需求。 
(6) 晝光感應器（檢附中文說明書、報告書）： 

A. 控制方式：內建照度感應器，可將照度數據無線傳輸至照明控制器。 
B. 內置電源供應器，使用電壓：110~220Vac。 
C. 配合 LED照明平板燈具與照明控制器，可組合感測網路進行環境光度
感測，以調節燈光亮度，節省能源。 

D. 需檢附實驗室驗證照度誤差報告書。 
(7) 連動開關（檢附中文說明書）： 

A. 控制方式：內建實體按鍵，可將數據無線傳輸回照明控制器。 
B. 內置電池，不需額外連接 AC電源，方便黏貼安裝於牆上。 
C. 每個實體按鍵可指定配對燈具，並可與照明控制器連動開啟或關閉燈
具。按連動開關後，其開與關的新狀態需同步更新於照明控制器上。 

(8) 遙控器（檢附中文說明書，說明書需檢附遙控器照片之按鍵圖說）： 
A. 具有四個(含)以上按鍵可分別開啟四組(含)以上迴路，連續按此按鍵可
進行 5段(含)以上亮度調光。 

B. 具有四個按鍵可分別關閉四組(含)以上迴路。具有四個(含)以上按鍵可
設定四組(含)以上迴路之 4組(含)以上記憶。 

C. 具有一個按鍵可同時開啟四組(含)以上迴路，與具有一個按鍵可同時關
閉四組(含)以上迴路。 

D. 具有一個雙色指示燈指示使用狀態，使用 4號電池方便購買。 
E. 遙控距離：無遮蔽物可遙控距離為 50公尺(含)以上。 

(9) 門窗感應器（檢附中文說明書）： 
A. 控制方式：內建門窗感應器，可將數據無線傳輸回照明控制器。 
B. 內置電池，不需額外連接 AC電源，方便黏貼安裝於牆上。 
C. 門窗感應器開啟時，可指定燈具迴路之開啟或關閉，亦可開啟照明控制
器之情境。 
門窗感應器關閉時，可指定燈具迴路之關閉或開啟，亦可開啟照明控制

器之情境。 
方便開關門窗時，直接開啟或是關閉燈具，省去找電源開關的麻煩。 



1. 上開系統規格於投標時需檢附中文說明書及報告書，所出具之說明書須符

合上述規格，並作為規格審查之項目之一，提供資料需使用螢光筆標示，

請以便利貼或其他標籤貼於文件提醒評審委員，以提升審查效率;未提供或

資料不符合規定者將視為不合格標。	

2. 該系統應具備全區及分區(含樓層、單位及獨立迴路等)控制之功能。	

3. 無論中央控制系統失效與否，所有燈具均須能透過壁面開關進行手動開、

關燈及調光功能。 

4. 控制系統相關設備依本中心實際需求確定安置地點。	
	

四、 安裝（含耗材）：1式。	
1. 燈具重新配置安裝所需之電線及相關耗材皆由得標廠商提供。	
2. 新燈具安裝後需補足輕鋼架骨架及天花板。	
3. 舊燈具置放於指定地點，回收事宜由本中心自行處理。	

	

五、 驗收量測：1式。	
驗收檢測報告須由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F)認可之CNS12112檢測實驗室出

具，且需符合 CNS12112所規定之照度數值。	

	

叁、注意事項：	

一、 履約期間：自本案履約期間自材料審查合格後，於 11月 30日內完工，得標
廠商須於該期限完成全案施作並提報竣工。	

二、 本案燈具與系統自全部完成履約經驗收合格日算起保固 5年，得標廠商同意
於本案保固期內負責維修服務之責。	

三、 廠商投標前，得事先至施工現場勘查，赴現場勘察，確實了解工作內容、控
制需求、確有燈具迴路數量及相關介面問題，詳細估算元件數量、材料用量、

工法、配置要求、安全防護等相關問題。	

四、 為利本中心請款完成，得標廠商應配合提供契約書影本、投標廠商檢附之合
格報告書影本、財物結算明細表影本、燈具配置圖及各區域裝設燈具規格及

數量一覽表（含施工前、後之照片檔）等相關資料。	

五、 本案須提供各區域施工前後及量測驗收之照片電子檔，俾利後續請款核銷作
業辦理順遂。	

六、 能源局派員實地抽查受補助對象之計畫執行及相關設備之設置利用情形時，



如本中心有協助需求，得標廠商應配合。	

七、 本案設備之功能規格尺寸與形式，承商可提同等品經審核認可後得使用於本
計劃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