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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是有限的！

• 全球能源情形：化石能源屬耗竭性資源，現今能源主要來自煤炭、石油及天然氣。

• 英國石油公司2010年統計資料顯示，以目前的開採速度估計：

• 石油尚有41年的可開採年限，

• 天然氣尚有60年，

• 煤炭的可開採年限最長為133年。

• 在自然資源有限的情形下，使得具有持續使用特性

的再生能源日漸受到重視。

• 大概五分之一的全球電力是用於照明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臺灣
2012年全面禁止使用

日本
2012年全面禁止使用

英國 - 2010年逐漸禁止使用；2011年全面時禁止使
用

歐盟 - 100W/2009年禁止使用；75W/2010年禁止使用；60W/2011年禁止使用; 2012年全面時禁
止使用

澳洲 - 2010年逐漸禁止使用；2012年全面時禁止使
用

加拿大
2010年逐漸禁止使用；2012年全面時禁止使用

南韓
2012年全面禁止使用

美國
2012至2014年逐漸全面禁止使用

中國
現在禁止生產；2017年全面禁止使用

鎢絲燈的暗淡將來



LED照明與傳統照明比較

照明技術 功耗 發光原理 優點及缺點 產品壽命

鎢絲燈泡
(白熾燈泡)

15 lm/W 燈泡通電後，鎢絲會加熱至約攝
氐2,200度以發光。

鎢絲燈泡的價格最低，但能源效益極
低，只有5%能源會轉化為光，其餘
95%能源會轉為熱力而浪費掉。

1,000 小時

慳電膽
(光管膽)

60 - 90 
lm/W

通電後，電流會刺激氬或氖氣並
激活水銀蒸氣，之後會產生等離
子和發放短波紫外線，令照明設
備內的磷質發出光線。

和鎢絲燈泡比較，慳電膽可省電約
60%，壽命亦長10至20倍，但原理
較為複雜，而令購買成本上升。此外，
慳電膽含有毒的水銀，對人類及環境
構成危險。棄置慳電膽時，需要適當
的配套，令成本進一步上升。

8,000 - 15,000 小時

LED 燈 達120 lm/W LED含有半導體零件，透過電子
轉變程序發光。

LED省電和大幅減排二氧化碳，是最
理想的綠色方案。雖然LED的價格比
其他照明產品略貴，但可省電高達
84%，而且壽命比鎢絲燈泡長達35
倍。LED亦是冷光產品，近乎不會散
發熱力，有助減低空調成本。LED亦
不含水銀等有毒物質。

達35,000 小時



當你用LED燈時，有沒有想過。。。

• 買的時候很亮，用了幾個月後，燈膽慢慢暗起來。

• 明明買的時候是暖白，6個月後變成白光。

• 射燈安裝後閃，像聖誕燈，拿回去問燈餔的老闆，他說你要買個100蚊的LED專用

火牛。

• LED射燈照的範圍很窄。

• LED燈照到面上變僵尸，食物應紅不紅，應綠不綠。

• 你買燈時問：“保養多久？”，

通常的答案是：“貨物出門恕不退換”。



好與差的LED燈具分別在哪？

• 晶片：CREE、OSRAM、NICHIA、LUMINLED。。。

• 演色數 (CRI)： 80+

• 光衰：3 萬小時不超過15%

• 色溫：能選擇 2700K/3000K/4000K/5500K 等嗎？

• 安全認證：有沒有 CE，RoHS 等？

• 背後的保養： 2年內正常使用下，有問題時一換一嗎？

• 超市關係？合作夥伴關係？純買賣？專業服務？



LED光源的特點

• 安全性：LED使用低壓電源，供電電壓一般低於36V以下，可以有效達到省電及安全目的。

• 耗能低：消耗只是鎢絲燈的20 ~ 30%、鹵鎢燈的 15%。(還有，很多人不知道的事實 - 每1W的燈光需要
0.4W的冷氣來中和)。

• 壽命長： 30,000 ~ 100,000 小時 (10-12 年)。

• 穩定性：較低的光衰減。數萬小時的使用後，良好 LED 燈的光衰不會多過10 ~ 15%。

• 最環保：沒有鎢絲、不含有毒氣體、無水銀、無 UV 光、無鉛、無有害物質。

• 眼保護 : LED照明沒有像閃燈，鎢絲燈，或光管的頻閃問題。

• 高亮度 : 讓圖像更清晰，比低亮度燈的照明的更鮮豔的顏色。

• 寬顏色溫度 : 冷白、測距從 2700K-7000K 的 RGB 的暖白色。

• 配合可再生能源 : 風力發電和太陽能

• 100%綠色節約地球技術！



360° 發光 vs 單向發光

定向LED燈的熱是通過傳導路徑散熱（無紅外線，無紫外線光束）



燈的亮度不能單靠流明指數

**CCT：Correlated Color Temperature
**CRI： Color Rendering Index



色溫是什麽？



色溫是什麽？

不同色溫會引起人們在情緒上不同的反應，光源的色溫一般分成三類：

• 暖白 : 3300K以下，暖色光與鎢絲燈光相近，紅光成分較多，給人以溫暖、
健康、舒適的感覺，適用于家庭、住宅、宿舍、賓館等場所，或溫度比較
低的地方。

• 正白：又叫中間色，色溫在3300K－5300K之間。暖白光光線柔和，使人
有愉快、舒適、安祥的感覺，適用于商店、醫院、辦公室、酒樓、餐廳等
場所。

• 冷白：又叫日光色，色溫在5300K以上，光源接近自然光，有明亮的感覺，
使人精力集中，適用于辦公室、會議室、教室、繪圖室、閱覽室、櫥窗等
場所。



好與差 CRI 的分別

不同燈的CRI

• 燈膽（石英、鎢絲）：90 ～ 100
• 光管（普通）： 60 ～ 74
• 光管（高 CRI）： 80+
• 金屬鹵化燈： 70 ～ 96
• 水銀燈： 40 ～ 50
• LED ： 65 ～ 95

CRI : Color Rendering Index



良好 LED 燈的設計

LED 燈珠： 實際上永遠不會壞的 ；在一個有
效的設計內，只有光衰的問題，但一般是幾萬
小時之後的事情

光學元件： （很少） 可以變黃，但好材料會
減少這問題得出現

驅動程式： 不停更新及改良，特別是大生產商。

散熱器：整個系統的關鍵。 如果這方面設計不好，可以破壞
所有其他元件



傳統的聚光燈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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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增加的維修成本

初期投資

LED燈裝置

低建置成本,高維修成本：
不斷增加的更換成本
(燈泡)與費用(人工)

高建置成本, 
零維修成本或費用

人工費用

燈泡成本

引人注目的財政回報



案例：射燈的投資回報分析
傳統射燈 LED射燈 節省

射燈總數 500 500 
每天使用小時 15 15 
每度電(KW)的成本 1.03 1.03 
每個燈的耗電量【燈+火牛】 (W) 55 6 49W 
每天每個燈的耗電量 (W) 825 90 735W 

一年內(365天)每個燈的總耗電量 (W) 301,125 32,850 268,275W 
一年內(365天)所有燈的總耗電量 (W) 150,562,500 16,425,000 134,137,500W 
一年的總電費 HK$155,079.38 HK$16,917.75 HK$138,161.63 

每個射燈的投資成本 HK$20.00 HK$200.00 
射燈的總成本 HK$10,000.00 HK$100,000.00 
每年更換次數 4 -

第一年
射燈總投資 HK$40,000.00 HK$100,000.00 
總電費 HK$155,079.38 HK$16,917.75 HK$138,161.63 

全年的總投資 (包含射燈成本及電費)** HK$195,079.38 HK$116,917.75 HK$138,161.63 

第二年
射燈總投資 HK$40,000.00 HK$0.00 HK$40,000.00 
總電費 HK$155,079.38 HK$16,917.75 HK$138,161.63 

全年的總投資 (包含射燈成本及電費)** HK$195,079.38 HK$16,917.75 HK$178,161.63 

第三年
射燈總投資 HK$40,000.00 HK$0.00 HK$40,000.00 
總電費 HK$155,079.38 HK$16,917.75 HK$138,161.63 

全年的總投資 (包含射燈成本及電費)** HK$195,079.38 HK$16,917.75 HK$178,161.63 

三年累積
射燈總投資 HK$120,000.00 HK$100,000.00 HK$20,000.00 
總電費 HK$465,238.13 HK$50,753.25 HK$414,484.88 
總投資 (包含射燈成本及電費)** HK$585,238.13 HK$150,753.25 HK$434,48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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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vs. CFL (光管胆) vs. Incandescent (鎢絲燈)

LED CFL Incandescent

Light bulb projected lifespan (Hours) 50,000.00 10,000.00 1,200.00 

Watts per bulb (equiv. 60 watts) 8 14 60 

Cost per bulb (HKD) $80.00 $35.00 $15.00 

KWh of electricity used per projected lifespan 400 140 72 

Cost of electricity per bulb (@ $1.00 per KWh) $400.00 $140.00 $72.00 

Bulbs needed for 50k hours of use 1 5 42 

Equivalent 50k hours bulb expense $80.00 $175.00 $630.00 

Equivalent 50k hours electricity expense $400.00 $700.00 $3,024.00 

Total cost for 50k hours $480.00 $875.00 $3,654.00 

Cost saving over 50k hours (Against Incandescent) $395.00 $3,174.00 

Frequent On/Off Cycling no effect shortens lifespan some effect

Turns on instantly yes slight delay yes

Durability durable fragile fragile

Heat Emitted low (3 btu's/hr) medium (30 btu's/hr) high (85 btu's/hr)

Sensitivity to temperature no yes some

Sensitivity to humidity no yes some

Hazardous Materials none 5 mg mercury/bulb none

Replacement frequency (over 50k hours) 1 5 40+



無綫室内感光器
Wireless Ambient Light Sensor

特點:

• 2.4GHz 無綫遙控 (單一或群組)

• 自動亮度調節 (256 Levels) 

• 電腦軟件配置預定室内亮度



無綫牆式調光器
Wireless Wall Dimmer

特點:

• 2.4GHz 無綫遙控 (單一或群組)

• 電池供電及安裝容易

• 調節亮度及色溫 (256 Levels) 

• 電腦軟件配置預定室内亮度



變色溫光管
CCT Tunable Light Tube

特點：

• 2.4GHz 無綫遙控 (單一或群組)

• 可調色溫 (3000K to 6000K)

• 可調亮度 (256 Levels) 

• 墻制 / 手機 / 電腦

**CCT: Correlated Color Temperature



無綫動能感應器
Wireless Motion Sensor

• 特點:

• 2.4GHz 無綫遙控 (單一或群組)

• 用多種科技感應 (微波 / 亮度變動等 / 紅外線)

• 電腦軟件配置預定敏感度



可見光通信技術
Visual Light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Placed in Entrance, Exit, etc. LED Luminaries with 
Build-in VLC Tx

Tag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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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案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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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設計A380飛機時，設計師了解到燃料與載荷對利潤的影

響，其中一個目標是如果能夠用較少的燃料就能增加旅客

及貨物負載以致達到更多的航班。

通過選擇 LED 照明，相應地從傳統照明需要電纜內減少

80%。

LED的低電壓要求也意味 3/4 噸重的發電機再不需要， 燃

料使用將下降高達 6¼ 噸，每次 (從悉尼飛洛杉磯，每程

飛行通常用 240 噸燃料) 或更多載7 噸的乘客或貨物。

長遠來說，其他的發電系統和空氣調節需求減少，同時，

持續的維護成本也相應地降低了。

應用實例 – A380

A380 飛過香港上空



應用行業 –農業生產

未照光組3支LED照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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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refour Singapore

FL Light box depth: 150mm

Luster Board A1 (24mm)

應用行業 –廣告版 City Square Mall (Singapore)



LED 普通照明燈具



2010 上海世博會

中國企業館

中國館 上海主題館

世博中心 國家電網館

開閉幕式項目



安裝LED燈 –之前、之後



安裝LED燈 –之前、之後



應用行業 –專科診所



應用行業 –眼鏡店



應用行業 –化妝專門店



應用行業 –寫字樓



應用行業 –珠寶店



應用行業 –餐飲業



應用行業 –酒店



應用行業 –商場



應用行業 –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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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 9811 4766 / +86 159 2076 4766

Lawrence.Tam@LTEHKG.com

mailto:Lawrence.Tam@LTEHK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