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毋須長途跋涉：UL 很榮幸為您推

出虛擬 LED 照明巡迴展──將課

程直接送到您的電腦螢幕前。

我們渴望幫助您提升業績，並協助您

加快產品上市時間。由 UL 業界領導

者教授的六堂課程將協助您達成這

個目標。無論您是 LED 產業新手或

已有多年參與經驗，都可在虛擬 LED 

照明巡迴展中找到您需要的資訊。

課程主題包括：

•  UL 燈具固態照明元件方案

•  UL 最新動態、LED 市場走向以

及快速通過認證程序的要訣

• UL 48 廣告看板及改裝套件標準更新

• 固態照明安全最新標準

• Zhaga 介紹

• 能源效率計劃新訊及 UL  驗證服務

UL 提供方便的課程組合任您選購，

您最少可以只買 1 門課，也可以購

買全部課程。每門課收費 25 美元，

一次購買全部課程 100 美元。

請即刻報名： 

www.ul.com/ledroadshow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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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UL，我們的宗旨是與客戶合作，以確保廣告看板的製造符合品質及

安全方面的最高標準。我們知道，許多規範上的挑戰都可能導致產品

品質不一，生產週期延長，被開 VN 罰單的次數越來越多！

為此，我們規劃了 UL 廣告看板異狀通知課程 (Signs Variation Notice 

Program)，為收到「異狀通知」(VN) 的客戶提供有效實施最佳實務及

遵守製造標準所需的指導及資源。

這套課程讓被開罰單的公司能以 VN 罰款抵扣一 (1) 個由講師指導的 UL 

48 廣告看板 (UL 48 Signs) 工作坊名額，或最多三 (3) 個 UL 48 廣告看

板或 LED 廣告看板安裝基本要點 (LED Sign Construction Essentials) 線

上培訓課程名額。

請點此查看完整的課程概況及常見問題解答。欲知詳情，請聯絡您

的 FUS 業務代表或撥 UL 知識服務部 (Knowledge Services) 客服專

線：888.503.5536。 

您知道知識服務部已經在巴西地區提供服務了嗎？欲知詳情，請與 

Patricia Quartarollo 聯絡：ulknowledgeservices.br@ul.com。 

UL 公布最新的廣告看板 
異狀通知 (VN) 教學課程
為減少 VN 罰單而籌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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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erto 的信

在檢測及認證

業界，我們不

斷聽見客戶在

問：UL 多快能

完成測試？要

花多少費用？

我們了解這兩

項因素的重要

性，並已採取重大措施來提升我

們在這兩方面的成效。此外，我

們還對產品安全、能源效率、合

規程序及最新技術提供知識分享

及教育訓練，希望能透過這些方

式來提供更大價值。說到 UL 為

客戶提供更大價值，在此舉個例

子，那就是我們全新推出的 2012 

虛擬 LED  照明巡迴展。只要花

最少費用，全球各地的客戶就可

獲得最關心課題的最新知識和

消息。您有機會查看這些由備受

敬重的 UL 主管工程師 (PDE) 及

業務主管所編訂及主講的課程

單元。我們希望您將從這場 LED 

照明巡迴展中獲得豐富資訊，並

歡迎您提供寶貴意見。祝愿您

與您的家人暑期安全与愉快！

敬祝  商祺

Alberto Uggetti 

副總裁暨全球照明總經理

 
知識服務部



UL.com/lighting

全新的 UL 尖端實驗室在歐洲啟用

座落於義大利，這座全新的「光度測試及技術中心」(Photometric Testing 
and Technology Center) 結合了安全、品質、效能及尖端技術，是專為照明

業製造商及使用者而打造。

2012 年 5 月 15 日，UL 宣布全新的照明

技術安全及能源效率專用實驗室正式啟

用。該實驗室座落於義大利 Burago，

未來將作為全歐的樞紐。實驗室佔地

三千平方公尺，共有 30 名員工。

「義大利是歐洲最重要的市場之一，

有許多中小企業在此。在目前經濟危

機下，這些企業與 UL 建立了互相信賴

的關係──這樣的關係能幫助他們開

發技術先進的新產品，同時在安全、

品質及效能方面提供支援。」UL 照明

業全球副總裁暨總經理 Alberto Uggetti 

表示。「實驗室的啟用代表了經濟

危機的轉向，同時為義大利及歐洲的

企業圈提供支援。」Uggetti 說。

這間新的實驗室將提供高科技服務、能

提供 360°  固態照明技術服務的高度

專業人才，以及其他照明技術相關服

務，希望為照明業作出龐大的貢獻。該

實驗室已通過鑑定，可為燈具能源效率

提供最具公信力的國際標章鑑定方案，

包括：ENERGY STAR、Lighting Facts 與 

Zhaga，以及能幫助義大利及歐洲企業

通過美國及國際現行規範，並打開國際

市場的安全、效能檢驗及節能方案。

實驗室將為照明業整個供應鏈提供所需

支援，從電子材料經銷商到製造商、架

構工程師、設計師，甚至軟體公司，

無一不包。由於市場上對於能源效率

越來越濃厚的興趣，以及對客製化照

明產品應具備高科技能力的需求，業界

必須提出新的解決方案來回應這些需

求，同時還須以極高的安全標準來保

護環境與消費者。該實驗室將把重點

放在能滿足這些需求的技術上面，如 

LED，其平均年成長率預計高達 36% 。

Alberto Uggetti 還說：「實驗室的啟用

將鞏固 UL 在照明業及能源效率方面的

全球領導地位，將觸角伸向歐洲，成立

當地第一間該類型的中心。」此外，

他還對該實驗室將產生的影響作了以下

表示：「我們相信，這間實驗室的規

模及技術創新將在歐洲居領導地位，

為美國留下一個卓越的記號，代表我們

在新照明技術及產品品質上的前瞻性。

當各個規範系統能以合作而有效的模

式在歐盟會員國間以及私人企業與公

家機關之間運作時，貿易就能起飛，結

果將開發出更安全、更有效率以及更成

熟的產品。我們期待這座新的 UL 實驗

室將在這個結果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UL 在美國有兩座同類型實驗室，在中

國有一座，還有一座甫於印度啟用。

歐盟執委會最近為《綠皮書──照亮

未來》(The Green Book - Lighting the 

作者：Roberto Inclinati / 業務開發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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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Kyle R. Scott (美國駐米蘭 

總領事)、Giovanni Stringhini 

(Burago Molgora 市長)、Sajeev 

Jesudas (UL 驗證服務總裁)。



Date	 Thursday,	July	19,	2012
Time	 9:30	am	–	4:00	pm
Address	 7036	Snowdrift	Road	
	 Allentown,	PA,	18106

As our valued customers and friends, UL 
cordially invites you to celebrate the Grand 
Opening of our new Lighting Performance 
Test Laboratory in Allentown, PA.

The day will include a ribbon-cutting 
ceremony, keynote speakers, tour of the new 
state-of-the-art laboratory & networking 
lunch followed by an afternoon of 
informative presentations and discussions 
on global energy efficiency programs.

We look forward to welcoming you 
to Allentown on July 19, 2012. We are 
certain you will find it a worthwhile and 
memorable experience.

Register today & visit our event web page.

Yours Sincerely, 

Alberto Uggetti 
Vice President & General Manager  
HVAC, Appliances, Lighting, Components

Celebrate with us the

for Verification Services  
and Lighting Testing

UL and the UL logo are trademarks of UL LLC © 2012  BDi 05/12 120512

LTL LAB GRAND OPENING

這間尖端的實驗室經 ISO/IEC 17025 認

證，能對照明產品進行各種全球性的能

源效率方案測試，如 ENERGY STAR®、  

Lighting Facts®、DesignLights™ 

Consortium 以及 Zhaga。提供的服務

包括實驗室測試、技術顧問服務、教育

訓練課程，及我們獨立的第三人認證機

構活動。亞倫城實驗室所提供的測試範

疇包括家用照明、戶外街路及區域商用

照明、 礦業照明以及運輸照明。欲知

更多資訊以及如何登記參加開幕活動，

請上網：www.signup4.net/public/

ap.aspx?EID=VERI40E&OID=50。

UL 照明效能測試實驗室 
在美國賓州亞倫城盛大開幕

國際照明大展 iPad  

得獎者出爐 

恭喜 Lumenpulse Lighting Inc. 產

品開發執行副總裁 Yvan Hamel 得

獎！感謝您使用 UL LightSmart 

App，它為您爭取到 iPad 抽獎資

格。

欲免費下載 UL LightSmart App，

請上 iTunes Store：http://itunes.

apple.com/us/app/lightsmart/

id491362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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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您的觀點: Lumen.Insights@us.ul.com.

報名網址: www.ul.com/lumeninsights 

UL and the UL logo are trademarks of UL LLC © 2012. BDi 07/12 120610

本通訊的資訊僅供參考，不得援用為法律或其他專業意見使用。

全新的 UL 頂級實驗室在歐洲啟用  (接第 3 頁)

UL Lumen Insights @lumeninsightsUL Lumen Insights

UL 的 RTP 辦公室所主辦的第十屆「明

日照明」競賽 (Lighting for Tomorrow) 

剛剛落幕。「評審過程很熱絡，是很有

價值的學習經驗。」獲選為七位評審之

一的 UL 資深主任工程師 Randy Allison 

表示。評審團的組成相當多元，與 UL 

的 標準技術小組 (Standards Technical 

Panel) 相似，其中包括照明展示間代

表、LED 雜誌編輯、技術專家，但不

允許照明或控制器製造商參與。獲勝

者將於 9 月 11 日在亞利桑納州史考

茲谷 (Scottsdale, AZ) 舉行的 ALA 年

會中宣布。詳情請見下一期《Lumen 

Insights》中完整報導。

作者：Shari Hunter  / 業務開發經理

UL 與「明日照明」競賽

Future) 中的一段文字背書，它寫道： 

「照明在全世界佔總耗電量 19%，在 

歐盟佔 14%。新式照明技術及高生態 

效益能源的普及是我們未來的首要目 

標之一。」新的 UL 實驗室將透過高 

效率系統來檢驗產品的效能及安全性  

(高品質 LED 產品被歐盟接受的先決條 

件)，加速推動此一市場的成長。

此外，《綠皮書》也說明目前在歐洲策

略中，最需要處理的問題就是將高品質

固態照明加速推廣至通用照明產品。茲

引用這段文字如下：「該文件的目的是

協助歐洲在 2020 年達成其產業、革新及

能源效率政策的目標。多項研究預測，

至 2020 年止，固態照明產品將佔歐洲

通用照明市場的 70%。目前歐洲面臨的

挑戰在於如何移除現存障礙，徹底開發

固態照明技術的潛力，以及幫助歐洲照

明業在世界市場中維持高度競爭力。」

作者：Dave Edwards  / 驗證服務部計畫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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