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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商業部門「LED節能燈具團購活動」辦法 

    為促進我國商業部門節能減碳，經濟部商業司委託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以

下簡稱執行單位)，挑選服務業營業場所共通性燈具種類，辦理「LED 節能燈具團購

活動」(以下簡稱本活動)。為集結企業團體預計採購數量與規格，協力爭取優惠購買

方案，以降低業者汰換或使用高效率節能燈具之投資成本，特訂定 109 年度「商業部

門 LED節能燈具團購活動」辦法(以下簡稱本活動辦法)。 

一、 參與對象 

(一) 包含洽辦單位及供應商。 

(二) 本活動之洽辦單位為填寫「購置 LED 燈具需求調查表」並以 google 表單

(https://reurl.cc/QdzVgp)回傳，或以郵寄、致電等方式，表達有意願參加本

活動之業者或單位。 

(三) 本活動之供應商係依「109 年度『商業部門 LED節能燈具團購活動』特約

供應商遴選辦法」遴選通過之特約燈具廠商。 

二、 採購標的、規格及來源地區 

(一) 採購標的分為 T5 及 T8 之 LED 燈管、球型及非球型之 LED 燈泡、室內

LED 燈具等，共 3 組【甲組：LED 燈管、乙組：LED 燈泡、丙組：室內

LED燈具】，各項品名、規格及訂購數量級距詳「LED光源及室內燈具商

品項目表」(如附件一)及「LED光源及室內燈具商品項目規格」(如附件二)。 

(二) 來源地區：本國製或世界各地區(本活動允許廠商提供依法令得輸入臺灣

之大陸地區產品)。 

三、 訂購期間 

    洽辦單位(訂購後統稱訂購單位)之訂購期間為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 7 日起

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本活動所列預估採購數量僅供參考，洽辦單位若減少或

未予訂購時，供應商不得要求任何賠償。供應商應於訂購單位所訂購之商品保固

https://reurl.cc/QdzV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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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遵守本活動辦法之相關規定。 

四、 訂購方式 

(一) 訂購單位應至商業服務業節能減碳專區(https://escs.cdri.org.tw/)，填寫本活

動訂購表單 https://reurl.cc/j5M34p (電子訂購)，每一筆訂單限送同一地址。

供應商應配合辦理相關事宜。本活動不接受訂購單位以其他方式(如傳真)

通知執行單位代為向供應商訂購。 

(二) 訂購單位得於訂購前要求供應商提出其設立之售後服務站或特約維修站

之名稱、地址、連絡電話、傳真號碼，供應商所提資料經訂購單位審核同

意後始予訂購。供應商倘未於金門、連江、澎湖等地區設立售後服務站或

特約維修站，應提供其他縣市售後服務站或特約維修站派員赴金門、連江、

澎湖等地區服務或維修。 

五、 交貨安裝地點： 

(一) 本活動之 LED燈管與燈泡(即甲組與乙組)，由供應商提供指定地點讓訂購

單位自行取貨，該指定地點即為驗收地點；訂購單位如需另行交運至其他

指定地點，其運送費用由訂購單位與供應商另議。 

(二) 本活動之室內 LED燈具(即丙組)依訂購單位指定之地點交貨安裝，交貨地

點即為驗收地點。訂購單位如為山地偏遠地區1或為外島/離島地區(金門縣、

連江縣、澎湖縣、蘭嶼、小琉球及綠島)，供應商得向訂購單位酌加收運費。 

(三) 供應商須洽合格水電工辦理燈具之安裝，安裝前供應商必須依勞動部之相

關法令規定，替安裝人員辦理保險後，再依照安全作業規定進行安裝。 

(四) 供應商應對其安裝作業及方法之適當性、可靠性及安全性負完全責任。供

應商之安裝作業有發生意外事件之虞時，供應商應立即採取防範措施。發

 
1 係以新北市烏來區、宜蘭縣大同鄉、南澳鄉、桃園市復興區、新竹縣尖石鄉、五峰鄉、苗栗縣泰安鄉、臺中市和平區、

南投縣信義鄉、仁愛鄉、嘉義縣阿里山鄉、高雄市茂林區、桃源區、三民區、屏東縣三地門鄉、霧臺鄉、瑪家鄉、泰武

鄉、來義鄉、春日鄉、獅子鄉、牡丹鄉、臺東縣延平鄉、海端鄉、達仁鄉、金峰鄉、蘭嶼鄉、花蓮縣秀林鄉、萬榮鄉、

卓溪鄉等 30 個臺灣地區山地(原住民)鄉為限。 

https://escs.cdri.org.tw/
https://reurl.cc/j5M3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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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外時，供應商應立即採取搶救、復原、重建及對訂購單位與第三人之

賠償等措施。 

(五) 施工高度在 2 公尺以上時，依高架作業勞工保護措施標準，屬高架作業

者，其安裝費用得由供應商與訂購單位另議。 

六、 交貨期限與驗收： 

訂購單位利用電子表單下訂後，於下訂之次工作日起算交(取)貨期限，其期限如下： 

(一) LED燈管及燈泡(即甲組及乙組)須由訂購單位自行取貨，單一訂單之訂購

數量為 100支/顆/組(含)以下，供應商應於 15日曆天內通知訂購單位取貨，

逾 100 支/顆/組為 30 日曆天內。訂購單位接獲取貨通知後，15 日曆天內

應完成取貨。若訂購單位另與供應商協議交(取)貨者，則依雙方約定處理

之，然最後交(取)貨日應為 110 年 9 月 6 日前(含當日)完成。 

(二) LED室內燈具(即丙組)須由供應商協助配送與安裝，單一訂單之訂購數量

為 20 支/顆/組(含)以下，供應商應於 15 日曆天內交貨(外島地區為 25 日

曆天內)，逾 20 支/顆/組(不含)至 100 支/顆/組(含)為 30 日曆天內(外島地區

為 40 日曆天內)，逾 100 支/顆/組為 50 日曆天內(外島地區為 60 日曆天

內)。若訂購單位另與供應商協議交(取)貨者，則依雙方約定處理之，然最

後交(取)貨日應為 110 年 9 月 6日前(含當日)完成。 

前述之交(取)貨期限係指完成安裝、測試之時間。。 

(三) 供應商所供應之商品應與本活動所規定者相符，且為未經使用之全新品，

並應負責權利及物之瑕疵擔保責任。 

(四) 訂購單位應於所訂購之本活動商品完成安裝、測試後，即辦理驗收。驗收

結果不合格，得由訂購單位限期供應商改善、重作、退貨或換貨(以下簡稱

改正)，供應商於改正完成後應報請訂購單位複驗。供應商如未依訂購單位

所定期限內改正完成，訂購單位得限期由供應商自行負擔費用收回，視同

未交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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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供應商未能依期限交貨時，應事先以書面敘明原因向訂購單位申請延期交

貨，若訂購單位不同意延期得據以取消訂單。若供應商接到訂購單位之訂

單後，而原廠確實無法供貨時，供應商需提出原廠缺貨證明文件(載明缺貨

原因及時間)正本，並提供經訂購單位同意之同等或較高規格之替代品供

訂購單位訂購，但不得據以增加價金，否則訂購單位得據以取消訂單。 

(六) 交貨驗收時，供應商需出具下列證明文件： 

1. LED燈管、LED燈泡(即甲組與乙組)：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所核發商品

驗證登錄證書影本或 CNS證書影本。 

室內 LED燈具(即丙組)：包括照明燈具部分(含燈具本體及電子式安定

器)、光源分別檢附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所核發商品驗證登錄證書影本。 

2. 商品須為 2020 年 1 月 1 日以後製造之新品，交貨時須檢附原廠出廠

證明，若為進口貨(按「進口貨物原產地認定標準」為認定基準)，則須

另檢附海關進口報單或海關進口證明，並依市場交易習慣隨同產品提

供中文操作手冊。(註：倘燈具本體、電子式安定器、燈管及燈泡有分

別標示產地，其產地與最終貨品之產地不同，須另提原產地之證明文

件供訂購單位查核產地。) 

3. 供應商須提供訂購單位自驗收合格日起至少 1 年的免費維修改善或

換貨服務，並於交貨時檢附保固保證書。 

七、 付款辦法： 

(一) 供應商所交貨之商品經訂購單位驗收合格後，按本活動之訂單價核算總價，

訂購單位於收到供應商所出具之統一發票後，15 日內逕行支付供應商價

款。若訂購單位與供應商另有協議者，則不在此限。 

前述之付款日數，係指實際工作日，不包括例假日、特定假日及退請受款

人補正之日數。供應商可提供訂購單位其銀行帳號，供匯款使用。 

(二) 本活動商品之訂單價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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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活動 LED 燈管及 LED 燈泡(即甲組與乙組)之訂單價，包含百分之

五(5%)營業稅。 

2. 本活動室內 LED燈具(即丙組)之訂單價包含： 

(1) 配送、安裝及測試費用。標準安裝內容依供應商所提供之方案為

主，然應符合一般室內 LED燈具安裝之商業習慣。 

(2) 百分之五(5%)營業稅。 

(3) 廢棄物回收處理費。 

(4) 吊式燈具訂單價不含吊管之費用，若因安裝之需要則由訂購單位

與供應商另行議定吊管費用。 

(5) 軌道燈訂單價不含軌道與連接器之費用，若因安裝之需要則由訂

購單位與供應商另行議定軌道與連接器之費用。 

(6) 訂單價不包括舊設施拆除費用，該項費用由訂購單位與供應商另

行議定。 

八、 保固及售後服務： 

(一) 供應商所供應或完成之商品，應符合本活動辦法之規定，無減少或滅失價

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所供應之財物應為新品。本活動商品

未能充分敘述之規格應視為依據最佳商業習慣。 

(二) 保固期之起算，以驗收通過當日為保固期之首日。供應商應至少提供一年

保固期，實際期間將依執行單位公布之最終團購方案為準。 

(三) 甲組、乙組之燈管或燈泡於保固期限內，非因人為因素而產生無法點亮或

不明閃爍等光源不正常運作之情況，則由訂購單位通知供應商進行換貨服

務。換貨服務所產生之寄送或派員回收之費用，由供應商負責承擔；但若

光源不正常運作係因訂購單位使用不當所致者，則由訂購單位負責相關維

修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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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供應商應保證丙組之燈具(不含燈管、燈泡)在訂購單位驗收合格日起，於

保固期內該燈具之設計、材料、技術、品質或性能均無瑕疵。若發現有瑕

疵或不符合本活動商品規格之處，係屬重大且影響使用操作，則保固期應

依照該項瑕疵或規格不符發生之期間予以順延。在保固期間發現有瑕疵，

訂購單位應即通知供應商改正，供應商於接獲上項通知後，應即改正標的

之瑕疵，並負擔與改正有關之費用。但瑕疵係因訂購單位使用不當所致者，

不在此限；若丙組之光源，在非因人為因素下產生無法點亮或不明閃爍等

光源不正常運作之情況，則由訂購單位通知供應商進行維修改善，此發生

期間計入保固期間內，且所產生之維修改善費用，由供應商負責承擔，但

若光源不正常運作係因訂購單位使用不當所致者，則由訂購單位負責相關

維修費用。 

(五) 當本活動商品發生故障時，供商應於接獲訂購單位電話、傳真或書面通知

後次日 5個工作天內，將該標的回復正常運作，或更換功能不低於該標的

之新品。若訂購單位與供應商另有協議者，則不在此限。 

(六) 供應商應提供維修之基本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8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 30 分，例假日不在此限。 

(六) 訂購單位如為山地偏遠地區或為外島/離島地區(金門縣、連江縣、澎湖縣、

蘭嶼、小琉球及綠島)，供應商得向訂購單位協議酌加收派員到府維修或換

貨寄送之費用。 

九、 供應商已依約交貨，訂購單位無正當理由，要求解除部份或全部訂單時，供應

商因此所生之損失得向訂購單位求償，但不包括所失利益。 

十、 執行單位若依職權發現或經訂購單位告發，供應商之出貨情形、產品規格、安

裝配送情形、售後服務等有疑慮之處，經查證後其未符合本活動辦法，且申請單

位無法提出正當理由或限期改善通過或提出損害賠償者，執行單位得終止或解除

與供應商之特約關係及公告其廠商名稱，並列為拒絕往來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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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項規定或因可歸責於供應商之事由致終止或解除者，執行單位得依其所

認定之適當方式，自行或洽其他廠商完成被終止或解除之契約；其所增加之費用

及損失，由供應商負擔。 

十一、 侵權行為： 

(一) 供應商所售之商品或專利性施工方法，如涉及任何有關專利權、商標權、

著作權或其他權利等糾紛，應由供應商負責處理並承擔一切法律責任。倘

因而致執行單位及/或訂購單位損害時，並應負賠償責任。 

(二) 供應商應擔保第三人就本活動商品，對於商研院及/或訂購單位不得主張

任何權利。供應商履約，其有侵害第三人合法權益時，應由供應商負責處

理並承擔一切法律責任。 

十二、 本活動產品價格經執行單位訪查，如有高於該廠牌市場價格之情形，且製造商

或供應商無合理之理由者，供應商應就該活動商品比照市場價格降價，否則執行

單位得暫停該項產品之訂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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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LED光源及室內燈具商品項目表 

組別 組名 項次 品名 

甲 
LED 

燈管 

1 2 呎 9W(T5 燈管)【1 支以上，200 支以下(含)】 

2 2 呎 9W(T5 燈管)【201 支以上，400 支以下(含)】 

3 2 呎 9W(T5 燈管)【401 支以上，600 支以下(含)】 

4 2 呎 9W(T5 燈管)【601 支以上，800 支以下(含)】 

5 2 呎 9W(T5 燈管)【801 支以上】 

6 4 呎 18W(T5燈管)【1 支以上，200 支以下(含)】 

7 4 呎 18W(T5燈管)【201 支以上，400支以下(含)】 

8 4 呎 18W(T5燈管)【401 支以上，600支以下(含)】 

9 4 呎 18W(T5燈管)【601 支以上，800支以下(含)】 

10 4 呎 18W(T5燈管)【801 支以上】 

11 2 呎 9W(T8 燈管)【1 支以上，200 支以下(含)】 

12 2 呎 9W(T8 燈管)【201 支以上，400 支以下(含)】 

13 2 呎 9W(T8 燈管)【401 支以上，600 支以下(含)】 

14 2 呎 9W(T8 燈管)【601 支以上，800 支以下(含)】 

15 2 呎 9W(T8 燈管)【801 支以上】 

16 4 呎 18W(T8燈管)【1 支以上，200 支以下(含)】 

17 4 呎 18W(T8燈管)【201 支以上，400支以下(含)】 

18 4 呎 18W(T8燈管)【401 支以上，600支以下(含)】 

19 4 呎 18W(T8燈管)【601 支以上，800支以下(含)】 

20 4 呎 18W(T8燈管)【801 支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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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LED 

燈泡 

1 10W非球型燈泡【1 顆以上，200 顆以下(含)】 

2 10W非球型燈泡【201 顆以上，400顆以下(含)】 

3 10W非球型燈泡【401 顆以上，600顆以下(含)】 

4 10W非球型燈泡【601 顆以上，800顆以下(含)】 

5 10W非球型燈泡【801 顆以上】 

6 20W非球型燈泡【1 顆以上，200 顆以下(含)】 

7 20W非球型燈泡【201 顆以上，400顆以下(含)】 

8 20W非球型燈泡【401 顆以上，600顆以下(含)】 

9 20W非球型燈泡【601 顆以上，800顆以下(含)】 

10 20W非球型燈泡【801 顆以上】 

11 10W球泡燈【1 顆以上，200 顆以下(含)】 

12 10W球泡燈【201顆以上，400 顆以下(含)】 

13 10W球泡燈【401顆以上，600 顆以下(含)】 

14 10W球泡燈【601顆以上，800 顆以下(含)】 

15 10W球泡燈【801顆以上】 

16 16W球泡燈【1 顆以上，200 顆以下(含)】 

17 16W球泡燈【201顆以上，400 顆以下(含)】 

18 16W球泡燈【401顆以上，600 顆以下(含)】 

19 16W球泡燈【601顆以上，800 顆以下(含)】 

20 16W球泡燈【801顆以上】 

丙 

室內

LED 

燈具 

1 7W軌道式投射燈【1 組以上，200 組以下(含)】 

2 7W軌道式投射燈【201 組以上，400 組以下(含)】 

3 7W軌道式投射燈【401 組以上，600 組以下(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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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7W軌道式投射燈【601 組以上，800 組以下(含)】 

5 7W軌道式投射燈【801 組以上】 

6 11W軌道式投射燈【1 組以上，200 組以下(含)】 

7 11W軌道式投射燈【201 組以上，400組以下(含)】 

8 11W軌道式投射燈【401 組以上，600組以下(含)】 

9 11W軌道式投射燈【601 組以上，800組以下(含)】 

10 11W軌道式投射燈【801 組以上】 

11 20W軌道式投射燈【1 組以上，200 組以下(含)】 

12 20W軌道式投射燈【201 組以上，400組以下(含)】 

13 20W軌道式投射燈【401 組以上，600組以下(含)】 

14 20W軌道式投射燈【601 組以上，800組以下(含)】 

15 20W軌道式投射燈【801 組以上】 

16 21W 格柵燈(2 呎 3支 T8 燈管)【1 組以上，200組以下(含)】 

17 21W 格柵燈(2 呎 3支 T8 燈管)【201組以上，400 組以下(含)】 

18 21W 格柵燈(2 呎 3支 T8 燈管)【401組以上，600 組以下(含)】 

19 21W 格柵燈(2 呎 3支 T8 燈管)【601組以上，800 組以下(含)】 

20 21W 格柵燈(2 呎 3支 T8 燈管)【801組以上】 

21 21W 格柵燈(2 呎 3支 T8 燈管)【1 組以上，200組以下(含)】 

22 30W 格柵燈(2 呎 3支 T8 燈管)【201組以上，400 組以下(含)】 

23 30W 格柵燈(2 呎 3支 T8 燈管)【401組以上，600 組以下(含)】 

24 30W 格柵燈(2 呎 3支 T8 燈管)【601組以上，800 組以下(含)】 

25 30W 格柵燈(2 呎 3支 T8 燈管)【801組以上】 

註：本表之訂購數量，係指參加本活動之各洽辦單位提交之需求量總合，非指單一洽辦單位之訂購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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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LED光源及室內燈具商品項目規格  

甲組 LED燈管 

項次 1~5 6~10 11~15 16~20 

額定功率(W) 9W 18W 9W 18W 

光源 
LED 燈管，2 呎 T5

燈管 

LED燈管，4 呎 T5 

燈管 

LED燈管，2 呎 T8 

燈管 

LED燈管，4 呎 T8 

燈管 

色溫範圍： 

晝光(5700K~6500K) 

白光(3900K~4500K)

黃光(2800K~3150K) 

演色性

(Ra) 
≧80 ≧80 ≧80 ≧80 

發光效率 

(lm/W) 
≧100 ≧100 ≧100 ≧100 

電壓範圍 AC100~AC240 AC100~AC240 AC100~AC240 AC100~AC240 

功率因素(PF) ≧0.9 ≧0.9 ≧0.9 ≧0.9 

CNS標章 

CNS14115(EMC) 、

CNS15438(雙燈帽直

管型 LED光源-安全性

要求)及 CNS15592(光

生物安全)無風險等級

之 TAF測試合格 

CNS14115(EMC) 、

CNS15438(雙燈帽直

管型LED光源-安全性

要求)及 CNS15592(光

生物安全)無風險等級

之 TAF測試合格 

CNS14115(EMC) 、

CNS15438(雙燈帽直管

型 LED 光源-安全性要

求)及 CNS15592(光生

物安全)無風險等級之

TAF測試合格 

CNS14115(EMC) 、

CNS15438(雙燈帽直

管型LED光源-安全性

要求)及 CNS15592(光

生物安全)無風險等級

之 TAF測試合格 

保固年限 1 年(含)以上 1 年(含)以上 1 年(含)以上 1 年(含)以上 

註：其他配備以原廠市售型錄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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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LED光源及室內燈具商品項目規格 

乙組 LED燈泡 

項次 1~5 6~10 11~15 16~20 

額定功率(W) 10W 20W 10W 16W 

光源 LED非球型燈泡 LED非球型燈泡 LED球泡燈 LED球泡燈 

燈帽 E27 E27 E27 E27 

色溫範圍： 

晝光(5700K~6500K) 

白光(3900K~4500K)

黃光(2800K~3150K) 

演色性

(Ra) 
≧80 ≧80 ≧80 ≧80 

發光效率 

(lm/W) 
≧100 ≧100 ≧100 ≧100 

電壓範圍 AC100~AC240 AC100~AC240 AC100~AC240 AC100~AC240 

功率因素(PF) ≧0.9 ≧0.9 ≧0.9 ≧0.9 

配光形式 非指向型半周光分布 非指向型半周光分布 非指向型半周光分布 非指向型半周光分布 

調光 否 否 否 否 

標準檢驗局登錄合格(BSMI) 是 是 是 是 

CNS標章 

CNS14115(EMC) 、

CNS15436(安定器內藏

式 LED 燈泡-安全性要

求)、CNS15630(安定器

內藏式 LED 燈泡-性能

要求)及 CNS15592(光生

物安全 )無風險等級之

TAF測試合格 

CNS14115(EMC) 、

CNS15436(安定器內藏

式 LED 燈泡-安全性要

求)、CNS15630(安定器

內藏式 LED 燈泡-性能

要求)及 CNS15592(光

生物安全)無風險等級

之 TAF測試合格 

CNS14115(EMC) 、

CNS15436(安定器內藏

式 LED 燈泡-安全性要

求)、CNS15630(安定器

內藏式 LED 燈泡-性能

要求)及 CNS15592(光

生物安全)無風險等級

之 TAF測試合格 

CNS14115(EMC) 、

CNS15436(安定器內藏

式 LED 燈泡-安全性要

求)、CNS15630(安定器

內藏式 LED 燈泡-性能

要求)及 CNS15592(光

生物安全)無風險等級

之 TAF測試合格 

保固年限 1 年(含)以上 1 年(含)以上 1 年(含)以上 1 年(含)以上 

註：其他配備以原廠市售型錄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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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LED光源及室內燈具商品項目規格 

丙組 室內 LED燈具 

項次 1~5 6~10 11~15 

燈具型式 投射燈 投射燈 投射燈 

安裝方法 軌道式 軌道式 軌道式 

光源 LED LED LED 

額定功率(W) 7W 11W 20W 

色溫範圍： 

晝光(5700K~6500K)

白光(3900K~4500K)

黃光(2800K~3150K) 

演色性(Ra) ≧80 ≧80 ≧80 

發光效率 

(lm/W) 
≧70 ≧70 ≧70 

電壓範圍 AC100~AC240 AC100~AC240 AC100~AC240 

功率因素(PF) ≧0.9 ≧0.9 ≧0.9 

標準檢驗局登錄合格(BSMI) 是 是 是 

CNS標章 
CNS14115(EMC)、

CNS14335(燈具安全) 

CNS14115(EMC)、

CNS14335(燈具安全) 

CNS14115(EMC)、

CNS14335(燈具安全) 

燈體材質 

鐵本體(黑色、白色烤漆) 

或鋁本體(黑色、白色烤漆) 

或其他金屬材質(黑色、白色

烤漆) 

鐵本體(黑色、白色烤漆) 

或鋁本體(黑色、白色烤漆) 

或其他金屬材質(黑色、白色

烤漆) 

鐵本體(黑色、白色烤漆) 

或鋁本體(黑色、白色烤漆) 

或其他金屬材質(黑色、白色

烤漆) 

保固年限 1 年(含)以上 1 年(含)以上 1 年(含)以上 

註：其他配備以原廠市售型錄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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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LED光源及室內燈具商品項目規格 

丙組 室內 LED燈具 

項次 16~20 21~25 

燈具型式 
標準型格柵燈 

(燈具最長邊尺寸<65cm) 

標準型格柵燈 

(燈具最長邊尺寸<65cm) 

安裝方法 嵌入式(輕鋼架燈) 嵌入式(輕鋼架燈) 

光源 LED燈管，2 呎 3支 T8 燈管 LED燈管，2 呎 3支 T8 燈管 

額定功率(W) 21W 30W 

色溫範圍： 

晝光(5700K~6500K)

白光(3900K~4500K)

黃光(2800K~3150K) 

演色性

(Ra) 
≧80 ≧80 

發光效率 

(lm/W) 
≧100 ≧100 

電壓範圍 AC100~AC240 AC100~AC240 

功率因素(PF) ≧0.9 ≧0.9 

標準檢驗局登錄合格(BSMI) 是 是 

CNS標章 

CNS14115(EMC)、CNS14335(燈具安全)、

CNS15437(輕鋼架天花板、嵌入型發光二極

體燈具) 

CNS14115(EMC)、CNS14335(燈具安全)、

CNS15437(輕鋼架天花板、嵌入型發光二極體

燈具) 

外殼材質 鋁合金、鋼板或其他工程塑膠或金屬材質 鋁合金、鋼板或其他工程塑膠或金屬材質 

保固年限 1 年(含)以上 1 年(含)以上 

註：其他配備以原廠市售型錄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