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美目前有幾項協調的照明標準，其

涵蓋範圍包括燈具、自鎮流燈 (節能

燈) 及燈座。這些協調行動所帶來的

成果，就是內含兩國相對差異的單一

標準。其成果雖值得讚許，但標準更

新程序所耗費的時間及複雜性，讓我

們質疑這是否是唯一可行的途徑。  

照明技術的飛快演變，讓標準開發團

隊面臨著一個挑戰：如何提供內含

足夠指引的文件，以杜絕安全上的

疏忽並推展一個平等的競爭平台；同

時還需保持足夠的靈活和彈性，以

免阻礙進步或限制創新。目前的程

序正在吃力地滿足後面這項需求。 

2012 年 6 月，UL 與 ULC Standards 

發表了第一項以新的聯合標準開發

程序制訂的雙國 (美國/加拿大) 標

準。這項有機發光二極體 (OLED) 面

板標準──ANSI/UL 8752 | CAN/

ULC-S8752──是由單一委員會利用 

UL 的標準合作發展計畫 (CSDS) 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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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選課程 3 「明日照明」競賽贏家

為消費者帶來更多價值 4 用 LightSmart 
增進您的生活

OLED 為雙國標準開發 
照亮了一條新的道路

作者： Mike Shulman / 首席工程師、Mark Ramlochan /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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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於 9 月 9 日至 11 日到 
Scottsdale, AZ 舉行的 ALA 
年會與我們打聲招呼



過去兩年以來，由 UL 員工及業界專家所指導的 LED 照明巡迴展已造訪

過 6 個國家，12 個城市。學員們瞭解了 LED 及固態照明 (SSL) 的全球

趨勢，獲得有關 UL 固態照明標準的最新資訊，學習到簡化認證程序的

策略，並得到其他許多方面的收穫。這套完整的課堂教學現已轉換成

一套隨選虛擬教學體驗。 

UL 虛擬 LED 照明巡迴展目前已經上線，其涵蓋主題如下：

• LED 市場趨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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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能源之星 (Energy Star)

• UL 燈具固態照明元件計劃

每個單元皆提供的技術性及功能性的內容不同。全套課程學費只要 

100 美元，單一課程僅需 25 美元。 

如果您是製造商，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需要快速而高效率地讓產品上

市，這些單元將是極為有用的工具。此外，隨著 LED 與 OLED 技術出

現，UL 將繼續透過課堂及線上教學單元，為客戶提供最新的趨勢及標

準的相關資訊 (UL 8750 LED 標準及 UL8752 OLED 標準)。

欲知更多關於 LED 照明巡迴展的詳細資訊，請聯絡 Patrick Baglien 

 (Patrick.Baglien@ul.com 或 847.664.1019) 或上網至 

ulknowledgeservices.com 查詢。

LED 照明巡迴展隨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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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erto 的信

UL 很榮幸於去

年推出我們第一

個消費者導向

的 App 應用程

式：LightSmart。

隨著 LightSmart 

不斷演進，它也

成為照明設計師

及零售商的掌上

工具。LightSmart 能拍下一張生活環

境照片並實驗各種光源，讓照明設計

師能夠展現照明在任何空間裡發揮

的動人效果。而現在，零售商可利用

該不受廠牌限制的手機應用程式展

現其照明專業，讓他們的顧客感覺收

穫良多，對即將做出的選擇也更有信

心。此外，我們對新發表的功能 

「ALA 展示間搜尋工具 (showroom 

finder)」也感到十分興奮。該功能可

幫助消費者搜尋擁有多樣化產品的

展示間，同時強調照明專業諮詢的重

要性。隨著 LightSmart 不斷演進，它

將繼續為照明產業的其他領域帶來

更多價值。祝您使用愉快！ 

敬祝  商祺

Alberto Uggetti 

副總裁暨全球照明總經理

 
作者： Patrick Baglien  / Lighting, UL Knowledge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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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com/lighting

「明日照明」競賽贏家為消費者帶來更多價值 

「明日照明」剛剛結束其連續第 10 年

的競賽活動。這項年度競賽最初於 2003 

年開辦，當時名為「全國燈具競賽」

(National Fixture Design Competition)， 

其目的是讓市場上有更多外觀出眾、

高效率的家用照明設備可供選擇。

參賽作品必須符合 ENERGY STAR® 對

家用照明設備所制訂的效能規範。最

初的競賽項目為七個室內照明設備

類別。今年，包括室內及室外照明設

備、替換用燈泡、改裝套件及照明控

制器在內，共有 28 個競賽類別。

令主辦單位 ALA、CEE 及 UL 喜出

望外的是，本屆報名產品多達 143 

件，創下歷年來最高記錄。最後，

共有 17 件產品獲選為優勝者。

評審們花了整整兩天時間根據參賽產品

安裝後及運作的狀況進行評選。評審

們為每件產品個別評分，接著進行詳

細討論，最後選出優勝作品。評分標準

既客觀也主觀，因為光線品質的認定

可包含測量及感覺兩項因素。舉例而

言，色溫和光通量可以測量，但燈具投

射出來的眩光效果或光形只能靠感覺

來判斷，而後者的優略可能因每個人的

年齡、敏感度及觀看角度而異。產品

特性在經過評分及計分之後交付討論。

產品的建議零售價格範圍及可售性是

非常重要的評選條件；若價格過高，或

產品的質感或風格不符市場需求，對

零售上架而言就不是一項聰明投資。

優勝作品應該要有明顯的吸引力、獨

一無二的外觀，並且在美學及結構上

都很討人喜歡。再者，產品必須安裝容

易，可搭配現成的控制器使用，且功能

及裝飾性均需符合應用上的需要。最

後，該 LED 燈具必須透過較低的維護

及運作成本，為消費者提供更好的價

值。通常，電力公司都會提供退費回

饋或其他優惠方案來促銷優勝產品。

今年是特別有挑戰性的一年，因為並

非全部產品都被隸屬於符合 ENERGY 

STAR® 規範的類別當中。它們都是

不折不扣的「明日」產品；也正因

為如此，這些產品超越了行之有年

的效能門檻，走在時代的前端。

若想知道哪裡可以找到今年的優勝

產品，請查閱「明日照明」年度得

獎目錄。該目錄將於 ALA 年度大會

上發送，並透過各不同管道分送至

美國及加拿大 500 多個展示間。UL 

也將得獎設計納入 LightSmartTM 

應用程式當中，供 iPad、iPhone 

及 AndroidTM 使用者參考。 

欲知歷年得獎名單以及 2013 年 

競賽報名截止時間，請參見  

www.lightingfortomorrow.org。

作者： Shari L Hunter  / P.E. 暨業務開發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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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至今仍很訝異，當我去採購住宅照明時，主流零售業者及大

賣場竟然只有為數極少的 LED 燈具可選。當然，有不少替代

燈飾及改裝套件可買，但沒有太多燈具是專為 LED 光源而設

計的。如果展示間裹足不前是因為市場需求似乎不大，那麼他

們現在應可開始從「明日照明」(Lighting for Tomorrow，簡稱 

LFT) 獲勝產品中尋找值得上架的商品。



UL 的 LightSmartTM 是一個免費應用程式，其設計理念在幫助消費者將居家照明轉

換為能源效率更佳的科技產品。該程式為 iPhone、iPad 及 AndroidTM 使用者提供

「省錢」、「查詢」、「購物」及「學習」等多項功能。省錢：比較各種替換燈

泡的長期使用成本。查詢：為您的住所找到光通量及色溫適當的燈泡。購物：到 

ALA 展示間購買新的照明設備並尋求專家建議。學習：瞭解影響傳統白熾燈泡分

階段淘汰及供貨情形的法規。請即刻至 iTunes® Store 或 Google Play 下載。更多

資訊請參見 UL.com/lighting。

次投票而審查通過。從初步審查第一

版草案到第一次投票，然後根據收到

的意見修訂後再次發表，整個程序共

歷時四個月的時間。該標準已通過美

國 ANSI 審查，並經加拿大標準委員會 

(Standards Council of Canada, SCC) 核定

為加拿大國家標準 (National Standard of 

Canada)。兩國的技術內容完全相同，

只有指明參照的元件標準及法規不同。

作為在加拿大成立 40 年並經認證的標

準開發機構 (SDO)，ULC Standards 始終

依 SCC 的要求以基於共識的原則進行運

作。第一項 ULC 標準於 1920 年代初期

誕生。許多 ULC 標準都在加拿大各項法

規中被列為參照，其涵蓋的專業領域包

括火災警報及信號系統、生命安全系統

委製、電力公司的帶電作業工具、建築

材料的消防安全測試等。ULC 於 2002 

年發表了 ULC/ORD-C924 ，首次踏入照

明產品領域，其內容與美國對螢光安全

出口標誌的規範一致。2010 年，該文

件涵蓋範圍擴充至螢光及自發光安全出

口標誌及路徑標記，升級為加拿大國家

標準 CAN/ULC-S572，其規範與對應的

美國標準 (UL 924 與 UL 1994) 調和。 

自合作 OLED 標準開發計畫後，UL 與 

ULC Standards 首度認識到雙國程序

完全協調及無縫接合的的優越性，因

此，該二機構再度合作開發懸吊式天

花板骨架低電壓設備標準。該標準將

以 UL 現有的 UL 2577「調查概要」

(Outline of Investigation) 為基礎，並

支援 Emerge Alliance 所支持的直流配

電計畫。UL / ULC 聯合技術委員會對該

文件的初步審查將於今年夏季展開，

接著於秋季投票，預計年底發表。

此一調和美國及加拿大兩國標準的單一

程序及單一委員會的做法，證明創新不

僅限於產品。事實上，它強調了一個

概念：產品創新能夠也應該得到程序

創新的同步支援。展望下一波產品開

發，UL 與 ULC Standards 將繼續尋找更

多方式，進一步提升標準開發程序。

用 LightSmartTM 增進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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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 在北美擴增 IECEE CB  
方案測試能力 
作為 IEC 核可的「照明及燈具」

(Lighting and Luminaires，簡稱 LITE) 
類認證機構實驗室 (Certified Body 
Test Laboratory，簡稱 CBTL)，UL 三
角研究園區 (Research Triangle Park，
簡稱 RTP) 現已為製造商開啟進入 

IECEE  CB 方案所有參與國家的 
市場大門。 
如有任何問題，請聯絡  
Scott Travis：Scott.Travis@ul.com。 

欲知更多資訊，請至 UL newsroom  
參閱我們的新聞稿， 
網址：UL.com/newsro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