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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緣起與目的：
騎乘車輛人員用眼睛防護具主要功能為保護騎士遭受粉塵、風壓及飛
來物體傷及眼睛，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於 84 年 1 月 1 日公告為應施檢驗品
目，並以逐批檢驗和驗證登錄雙軌並行方式列檢。然而，隨著國內外機車
科技產品不斷創新研發，以及新材料的使用，除了產品本身品質安全要求，
亦結合多功能導航安全帽的開發，如美國矽谷製造商 Skully 發表，一款具
有抬頭顯示功能的安全帽，其顯示器與 Android 系統搭配，可與網路連線
也可單機使用，能在護目鏡上顯示細膩的導航指示，也可與安全帽後方 180
度角攝影機連接，顯示車後狀況。因此，我國現行檢驗標準 CNS 13370「騎
乘車輛人員用眼睛防護具」是否有必要檢視制修訂的需求，本專題研究將
收集美洲、歐洲及澳洲地區採用之眼睛防護具檢驗規範，藉以探討各國對
於騎乘車輛人員用眼睛防護具的檢驗要求與 CNS 13370 差異性比較分析，
進而提出我國現行檢驗標準 CNS 13370「騎乘車輛人員用眼睛防護具」修
訂建議，以作為本局未來對於該產品檢測標準修訂之參考。
（二） 研究方法與過程：
本專題研究探討騎乘車輛人員用眼睛防護具現行標準與各國標準之差
異性，進行比較分析後，以提出現行檢驗標準 CNS 13370「騎乘車輛人員
用眼睛防護具」制修訂建議之參考。
（三） 研究發現與建議：
在標準修訂建議方面，參考國外標準，增加對於道路駕駛要求之相關
測試項目—對信號燈的辨識及光譜穿透率、光學性質平行度判定基準放寬
到 0.25△、機械性測試僅保留低溫狀態前處理且其判定基準僅保留不得產
生小於 60 度之尖銳碎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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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報告提要以 1,500 字為限，且應包括下列 3 部分：
（一）研究緣起與目的
（二）研究方法與過程
（三）研究發現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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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針對騎乘車輛人員用眼睛防護具檢驗標準，分析我國現行
檢驗標準 CNS13370 Z 2104「騎乘車輛人員用眼睛防護具」與美洲 ASTM
標準、歐洲 EN 標準及 ECE 標準、澳洲 AS 標準等國際規範之差異性，
依材料、外觀及構造、光學性質、溫度穩定性、機械強度、耐腐蝕性
及標示等檢測項目比較各國規範的嚴謹度。研究結果，在標準修訂建
議方面，參考國外標準，增加對於道路駕駛要求之相關測試項目—對
信號燈的辨識及光譜穿透率、光學性質平行度判定基準放寬到 0.25
△、機械性測試僅保留低溫狀態前處理且其判定基準僅保留不得產生
小於 60 度之尖銳碎片等。基於我國騎乘車輛人員用眼鏡防護具檢驗
標準能與國際接軌，並兼顧消費者使用的安全性考量下，期望本研究
建議能作為我國檢驗標準修訂參考。

關鍵字：騎乘車輛人員用眼睛防護具、光學性質、機械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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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及動機
隨著國內外機車科技產品不斷創新研發，以及新材料的使用，除
了產品本身品質安全要求，亦結合多功能導航安全帽的開發，如美國
矽谷製造商 Skully 發表，一款具有抬頭顯示功能的安全帽，其顯示器
與 Android 系統搭配，可與網路連線也可單機使用，能在護目鏡上顯
示細膩的導航指示，也可與安全帽後方 180 度角攝影機連接，顯示車
後狀況。然而，將 H.U.D.抬頭顯示器用在安全帽上所需面對的安規
問題，一直以來都是這類產品開發所需面臨的最大課題，即便 Skully
強調用的並非玻璃材質且不會碎裂，但這顆抬頭顯示器是否會在意外
時撞傷臉部，這都依然是在安規上極難突破的大重點。此外，國內廠
家也曾提及國內標準相較國外標準更為嚴格，為此，基於實事求是的
精神，利用本次專題研究，檢視我國現行檢驗標準 CNS 13370「騎乘
車輛人員用眼睛防護具」是否有修訂的需求，以作為本局未來對於該
產品檢測標準修訂之參考。本專題研究將收集美洲、歐洲及澳洲地區
採用之法定眼睛防護具檢驗規範，藉以探討各國對於騎乘車輛人員用
眼睛防護具的檢驗要求與 CNS 13370 差異性比較分析，進而提出我
國現行檢驗標準 CNS 13370「騎乘車輛人員用眼睛防護具」修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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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以作為本局未來對於該產品檢測標準修訂之參考。

第二節 研究方法及步驟
本研究計畫原則上係蒐集全球各地有關機車和機動腳踏車駕駛
及乘客使用防護頭盔所附加面罩之檢驗現行標準，因此本計畫之研究
方法，將以標準研讀比較為主。配合我國現行國家標準 CNS13370「騎
乘車輛人員用眼睛防護具」之實際執行現況，必須詳細比對各國標準
之內容，排除經廢止的標準，以獲得最直接最正確的資料來源。
本計畫執行之研究步驟簡述如下：
1. 文獻蒐集
利用網路及總局資料中心蒐集國際相關標準，包括美國 ASTM
標準、歐洲 EN、ECE 標準、澳洲 AS 標準以及我國 CNS 標準，蒐集
資料須確認為目前官方現行實施之版本，並選擇適用範圍須包含道路
使用之騎乘機車或機動腳踏車駕駛及乘客使用防護頭盔所附加面罩。
2. 標準研讀
研讀所蒐集到的各國標準，盡力了解各標準內容，找出標準中各
試驗項目之要求、試驗條件及試驗方法等，作為後續標準比對分析之
重要參考。
3. 分析比對
利用前一步驟所得的參考資料，進行差異分析，整理出各標準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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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的試驗項目及試驗方法、條件等，進而發現可能值得參採或參考
改進的細節，作為本研究最後結論之參考依據。
4. 檢討與建議
完成上述三個步驟後，已大略掌握相關資訊，可以著手進行標準
修訂方向之檢討與建議，可得出本研究計畫之最後結論，希望能提供
作為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往後進行標準制修訂之參考。

第三節 研究範圍
由於各國標準之制訂常有不同的適用範圍，為求本研究能進行比
較分析，將以蒐集騎乘機車、機動腳踏車甚至競賽用汽車之駕駛與乘
客，所配戴使用之眼睛防護具為範圍，包含安裝及未安裝在頭盔上，
這些標準有時會涵蓋了一般道路使用、非一般道路的運動休閒使用及
競賽使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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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國現行檢驗標準介紹

第一節 概述
我國目前實施檢驗的標準名稱為 CNS13370「騎乘車輛人員用眼
睛防護具」，適用範圍為適用於一般用機車及競賽用機車或競賽用汽
車等之騎乘人員，為防護被粉塵、風壓及飛來物體傷及眼睛，其所使
用之眼睛防護具。
本標準原係由日本標準 JIS T 8137 參考製訂，自民國 83 年公布，
民國 84 年 1 月 1 日公告實施至今，歷經 4 次修訂，最後的版本為民
國 100 年 1 月 21 日修訂公布。

第二節 試驗項目
本標準將護目鏡區分為三種型式，即護目鏡型、面甲型和頭盔
型，其中護目鏡型又分為單眼式和雙眼式二種，護目鏡型雙眼式之鏡
片部分稱作透鏡(lens)，單眼式之鏡片部分稱作眼罩(eye shield)，面甲
型和頭盔型的鏡片部分稱作面罩(face shield)，標準內文所提之護眼組
件所指即透鏡(lens)、眼罩(eye shield)及面罩(face shield)的總稱。試驗
項目共 14 項，分述如下：
1.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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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須滿足性能要求，護眼組件部分要符合外觀、光學性質、耐
熱性、強度及耐寒性等試驗，護眼組件以外部分則要求如下：
(a) 強度、彈性等應適合其用途。
(b) 與皮膚接觸部位之材料應為不得影響皮膚且能耐於消毒處理者。
(c) 金屬零件應使用耐蝕材料或施予耐蝕處理者。
(d) 塑膠質材料應為非易燃性材料。
(e) 綁帶應具有彈性且有耐久性者。
2. 構造
眼睛防護具的構造，應能滿足下列之規定：
(a) 戴用時不得有使人不舒適的感覺。
(b) 戴用方使且不容易受損。
(c) 護眼組件不得容易自鏡框上脫落。
(d) 各部位不得存有尖角或銳邊，致使戴用者可能遭受到割傷或擦傷
之虞。
(e) 各部零件能容易更換之構造。
3. 外觀
護眼組件部分，表面必須光滑、厚度均勻且不得有影響光學性質
及不得有可辨認之瑕疵如條紋、起泡、皺紋、雜物等；成品之外觀則
不得有妨礙使用上之瑕疵如裂縫、污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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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光學性質—平行度
0.16 稜鏡屈光度以下。
5. 光學性質—屈光力
(a) 無論在任何經線上，屈光力應在±0.12 屈光度。
(b) 無論在任何 2 條經線間，其屈光力之差應在 0.12 屈光度以下。
6. 光學性質—透明度
(a) 視感透過率應在 80%以上（若其視感透過率在 50%以上而未滿
80%時，須標示註明”限白天使用”)。
(b) 具第 2 層遮陽鏡片之騎乘機車用防護頭盔，若設計有可隨戴用者
切換縮回之內層隱藏式遮陽鏡片，其透明度須符合 CNS15067 之
表 1 中，濾鏡分類為 0 至 2 之光照度穿透率範圍規定。
(c) 遮陽鏡片不可取代外層之防護功能，其只能和外側鏡片同時使用。
(a) 具有第 2 層遮陽鏡片之使用，應標示(c)之規定及限白天使用，不
得使用於陰雨天及光線不足之處所如隧道、地下道…。
(d) 戴用第 2 層遮陽鏡片使用中不得產生霧氣而影響視覺。
7. 護眼組件之耐熱性
依耐熱性試驗後不得有異常。
8. 護眼組件之耐寒性
依耐寒性試驗後不得有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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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護眼組件之強度
(a) 護目鏡型(單、雙眼式)：不得有破碎、龜裂之現象。
(b) 面甲型、頭盔型：不得產生小於 60 度之尖銳碎片，且測試鋼錐不
得在試驗後因穿透而固著於面罩上，而護眼組件不得有自支持點
脫離之情形。
10. 眼鏡型之綁帶
(a) 抗拉強度:應具有 490N{50kgf}以上。
(b) 伸長率:拉斷時之伸長率應有 150%以上。
(c) 耐水性:抗拉強度之變化率應在±20%以下。
11. 金屬零件耐蝕性
金屬零件在試驗後不得有腐蝕痕跡。
12. 第 2 層遮陽鏡片之定位試驗
試驗撞擊後應能維持於原定位位置，不得出現掉落或移位現象。
13. 標示及使用說明書
於護眼組件上不礙視野之處，以不易擦滅方法標示製造廠商名稱
或其代號。包裝上應標示下列事項：
(a) 產品名稱
(b) 種類
(c) 製造廠商名稱或其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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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製造年月或其簡單代號
附上述標示事項外，並應依商品標示法相關法令之規定。
14. 使用說明書
護目鏡應隨附記載下列事項之使用說明書：
(a) 選擇之方法
(b) 使用上之注意事項
(c) 維修方法
(d) 查核要領

第三節 試驗法
本標準依上節試驗項目所採用之試驗法，說明如下：
1. 光學性質
平行度及屈光力之試驗，由自動描準器或鏡片驗度儀測定。透明
度試驗則用光電受光器調節分光感度分佈，大致能與標準比感度曲線
一致下，對標準光源作視感透過率試驗。
2. 耐熱性試驗
浸泡在 60℃熱水中 10 分鐘後取出，立即放入(4±2)℃冷水，經
10 分鐘後取出，在常溫下乾燥後檢查之。
3. 耐寒性試驗
放在(-20±2)℃低溫箱中保持 4 小時後取出，立即依強度試驗法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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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之。
4. 強度試驗
(a) 護目鏡型(單眼式)：將試片之外部表面向下，由高度 100cm 垂直
距離將直徑 36.5mm(約 200g)之鋼球向試片中央自由落下撞擊之。
(b) 護目鏡型(雙眼式)：將透鏡取下後放 置於外徑 35±1mm 內 徑
25±1mm 硬木或硬質塑膠圓筒上，以厚約 3±1mm 的橡膠墊圈固
定，將直徑約 22mm 重約 45g 之鋼珠自高 1.27m~1.30m 對準透鏡
在配載時之眼睛部位自由落下。
(c) 面甲型、頭盔型：以質量約 3kg 鋼錐尖端頂角(60±5)°，鋼錐應向
垂直試驗面衝刺，自 100cm 高度實施落下試驗。
5. 綁帶試驗
(a) 抗拉強度及伸長率：將長 200mm 試片二端 50mm 部分裝在抗拉試
驗機，以每分鐘 100mm 之速度拉緊測試，於拉斷時量測伸長量，
計算伸長率。
(b) 耐水性試驗：在長 200mm 中央向左右以 100mm 為距離作二標線，
將試片之標線距離拉至 150mm 後固定，放在(20±5)℃水中 4 小時
後取出，以該狀態下於常溫作 24 小時乾燥後解開固定，將此試片
以每分鐘 100mm 之拉緊速度拉至標線距離 150mm 時測定其抗拉
強度，並依公式求其變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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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金屬零件耐蝕試驗
將金屬零件浸泡於含有 10%之煮沸食鹽水中 15 分鐘後，立即浸
泡於常溫 10%食鹽水中 15 分鐘後取出，不必揩乾水份即擱放在常溫
下 24 小時。然後用微溫熱水將此金屬零件洗淨乾燥後以目視檢查之。
7. 第 2 層遮陽鏡片之定位試驗
以夾具將防護頭盔固定，使重心穩定且相當於所戴頭型參考平面
應與撞擊平面平行，防護頭盔之下緣(不含頤帶)與撞擊平面保持 15cm
以上，鬆開夾具，使其自由掉落，撞擊平面為混凝土或類似平面。

第四節 標準執行上的問題
由於 日本 標準 JIS T 8137 已 於 2008 年 廢止 ，而 我國 標準
CNS13370 目前仍持續適用，在執行實務上，使用壓克力材質所製成
的護目鏡，防護強度較低，無法通過強度及耐寒試驗。鏡片外層鍍膜
品質不良者，也無法通過耐熱試驗。另有業者提出我國目前標準較國
外要求更嚴格，並有建議修訂標準的意願。
對於原參考制訂之日本標準已被廢止，加上有業者提出與國外標
準相較之下有較為嚴格的情形，且一般而言國家標準皆以 5 年為改版
年限，為能與國際接軌，本次研究將參考美洲、歐洲及澳洲等地目前
現行之標準進行差異比較，以作為標準修訂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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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世界各國檢驗標準介紹
第一節 ASTM(美國標準)—F2812-12
1. 概述
「美國材料試驗協會」於西元 1988 年成立，主要制訂與市場趨
勢高度相關的文獻，其出版的高品質技術標準已使其成為世界上廣受
信賴之非營利標準制定組織之一，深受工業界及學術界所採用。
F2812-12「Goggle and Spectacle Type Eye Protectors for Selected
Motor Sports」
，此標準其適用範圍涵蓋眼睛防護，但排除頭盔型或面
甲型等裝設於頭盔之眼睛防護類型，僅適用於非一般道路使用之各類
型機動摩拖自行車或雪地機動車，主要目的在降低對於行駛中飛入的
雜物因撞擊、穿刺等造成對於眼睛及周圍皮膚產生的不適或傷害，但
僅針對眼睛附近區域提供保護，並不考慮其他如頭部、臉部及頸部的
防護，該等防護由防護頭盔之標準涵蓋。
2.試驗項目
本標準將眼睛防護具分類為眼鏡型(spectacle)和護目鏡型(goggle)
二大類，眼鏡型係使用框架或綁帶固定，但在臉部不形成緊閉之密
封；護目鏡型為用框架或綁帶固定，但在臉部形成緊閉之密封，試驗
項目共 13 項，簡要分述如下：
14

2.1.材料
材料不可刺激皮膚、不可使臉部刮傷、及不可因汗、油、防曬油
等皮膚或頭髮的油造成材料實體上的變質等。
2.2.構造
構造需符合下列要求：
(a) 頭帶在正常使用下可固定眼睛防護具的安全位置且可加以調整。
(b) 當依標準要求之方法清潔後，仍可維持所有功能性。
(c) 當執行機械性測試時，其結構應可避免零件接觸到眼睛或有脫
離、撞出等情形，且拋光和鍍膜不可有分層、脫出等現象。
2.3. 外觀
當進行光學品質測試判定檢測結果時，不可產生彎曲擦痕、表面
波紋、圓柱形光柵及異常光學變化等情形；在表面和內部損傷方面，
經判定檢測結果不可產生凹點、刮傷、氣泡、變灰色、斑點、破裂和
水漬等現象。
在沒有放大裝置的協助下，於明亮的房間內檢查鏡片，以黑色背
景為對比，使用 40 瓦全球形燈泡照射，鏡片放置於距燈源 305mm 之
位置，鏡片可能在磨損狀態下造成功能不良而被一位受良好訓練的檢
驗員以雙眼檢測出來。
2.4. 光學性質—折射容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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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視野角度測試時，在任何子午線上的折射率不可超過 0.12 屈
光度，且任二屈光度的最大絕對值差不可超過 0.12 屈光度，每一個
眼睛之間在相應的子午線上折射率不可超過 0.12 屈光度。
2.5. 光學性質—稜鏡率
不使用放大裝置，直接測試稜鏡度，其值不得超過 0.50△。
2.6. 光學性質—稜鏡偏差
瞳孔處光線聚集(base-in)時，稜鏡度不超過 0.25△；瞳孔處光線
發散(base-out)時，稜鏡度不超過 0.75△。
2.7. 光學性質—紫外線穿透率
在紫外線光譜範圍(波長 280mm~380mm)量測時，鏡片穿透率在
中心視覺區不論是否經過清潔皆須符合 ANSI Z80.3 之要求。
2.8. 光學性質—紫外線穩定性
依紫外線穩定度測試之前處理，樣品在離開前處理環境 1 小時內
應符合稜鏡偏差和紫外線穿透率等光學測試和機械性質等要求。
2.9. 光學性質—防霧性
以霧度儀測試，在中心視覺區的任意點，不論透明或有色的眼睛
防護具其前向散射光皆不應超過 3%。
2.10. 易燃性
燃燒測試時，不可點燃起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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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機械性能—耐高速衝擊
(a) 依高速衝擊測試以 45m/s 的速率，在冷(-10±2)℃、熱(50±2)℃條
件下衝擊，或以 70m/s 的速率，在標準溫度(23±2)℃條件下衝擊
時，不得產生碎片、剥離分層、破裂、框架或鏡片完全碎裂。且
眼睛防護具或其配件不得因衝擊而接觸頭型之眼睛區域。
(b) 依高速衝擊測試時，鏡片在框架內之移動不可超過 25%。
(c) 依高速衝擊測試時，不可因眼睛防護具在頭型上的移動造成不符
合機械性能之要求。
2.12.機械性能—耐高質量衝擊
(a) 依高質量衝擊測試，不得產生碎片、剥離分層、破裂、框架或鏡
片完全碎裂。但允許接觸頭型之眼睛區域。
(b) 依高質量衝擊測試時，鏡片在框架內之移動不可超過 25%。
(c) 依高質量衝擊測試時，不可因眼睛防護具在頭型上的移動造成不
符合機械性能之要求。
2.13.標示
每個眼睛防護具的框架上應註明以下永久性的標示(也可以使用
對照表以代碼表示)：製造商識別代號和眼睛防護具之型號。
在標貼上應註明如下內容，每一付眼睛防護具在市場上販賣時皆
應貼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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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依本標準要求之設計號碼和眼睛防護具型式。
(b) 適合使用的大小及使用範圍。
(c) 有關鏡框清潔和防霧時及鏡片因刮傷而須注意更換的警告事項。
(d) 如果眼睛防護具受到嚴重衝擊、毀損造成其防護等級降低而必須
更換，否則將造成對眼睛永久傷害的警告事項。

第二節 EN(歐洲標準)—BS EN 1938:2010
1.概述
EN 標準係由歐洲標準委員會(CEN)所制定，其制定的過程必須
先徵求意見和投票，即向會員國成員徵求意見並形成最終草案後， 再
由會員國成員投票，如果贊成票的權重大於或等於 71％，則批准該
草案為歐洲標準。標準編號方式為：各成員國標準的代號放在歐洲標
準編號的前面， 例如：英國標準 BS EN 71：2003、德國標準 DIN EN
71：2003。
BS EN 1938:2010「Personal eye protection-Goggles for motorcycle
and moped users」
，這份歐洲標準規範了對於所有摩拖車和機動腳踏
二用車及其乘客所使用的 goggle 型眼睛防護具之要求及測試法，對
於摩拖車和機動腳踏二用車使用時的眼睛防護，包括道路和非一般道
路的運動休閒使用，但排除針對官方比賽和競技用之 goggle 型眼睛
防護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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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試驗項目
本標準僅規範護目鏡型(goggle)之眼睛防護具，試驗項目共 14
項，分述如下：。
2.1.材料
任何材料(或材料的混合)皆可使用，藉以提供符合這份歐洲標準
的要求，在多數比例的使用者中，使用與其接觸所製成的材料不可造
成有刺激、過敏或中毒的反應。
2.2. 外觀及構造
須被設計製造成適合臉形之防護，適合穿載者臉部形狀意指與臉
部接觸之材質須為柔軟材質，且外形可以自由地被設計，另外，使用
中可能造成不舒服或傷害之尖銳邊緣或其它缺陷，則應符合視覺檢測
和安裝調整等章節。
2.3 光學性質—球面度
在 2 主子午線上之光學屈光度(D1,D2)平均值(D1+D2)/2 應不超
過±0.12D，且左右視覺點之球面度差異應小於 0.18D。
2.4 光學性質—散光度
在 2 主子午線上之光學屈光度(D1,D2)差之絕對值|D1-D2|應不超
過 0.12D。
2.5 光學性質—稜鏡度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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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方向不超過 0.25(cm/m)，水平方向稜鏡基底朝內，不超過
0.25(cm/m)，水平方向稜鏡基底朝外不超過 1.00(cm/m)。
2.6 光學性質—濾鏡分類
對於摩拖車和機動腳踏二用車使用者之 goggle 型護目鏡之目鏡
的穿透率等級有三個，這三個等級的穿透率範圍表示如下表，分類
0,1,2 之間的重疊部分不得超過±2%(絕對值)。如果供應商宣告透光度
值，則其容許值為宣告透光度值的±3%(絕對值)。
表 1 EN1938 透光度要求

2.7 光學性質—透明度
所有目鏡應有大於等於 18%的透明度要求，如果透明度小於
75%，製造商應包含下列警語：「不適合夜間或晨昏時使用」。
2.8 光學性質(一般道路使用)—信號燈辨識及視感透光度之均勻性
應滿足 EN1836 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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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光學性質—抗紫外輻射
依抗紫外輻射試驗，其最大減光係數不能超過 1cd/m2/lx(單一鏡
片)，2cd/m2/lx(多層鏡片)。
2.10 光學性質—防霧性
目鏡在經耐起霧性的測試時，須保持至少 30 秒不起霧狀態。
2.11 非光學性質—抗衝擊性
依抗衝擊測試時，須能滿足抗鋼球衝擊測試，測試時不能發生以
下情形：
(a) 破裂：如果裂紋穿過整個鏡片厚而分成二塊或多塊碎片，或是鋼
球穿透目鏡。
(b) 毀壞：如果在鋼球撞擊目鏡另一邊的白紙上出現記號。
(c) 目鏡脫離或框架破損：如果鏡架被分成二塊或多塊，或是目鏡不
再位於鏡框上的正確位置，或是未破損的目鏡從鏡框脫離。
2.12 非光學性質—抗微細粒子的表面損傷
在抗微細粒子表面損傷的測試(落砂試驗)後，目鏡的擴散光減光
係數不能超過 10cd/m2/lx。
2.13 綁帶試驗
保持固定帶應被設計成有彈性或可調整，根據製造商指示而達安
全之調整，保持固定帶在正常使用下能維持張力而不會產生斷裂或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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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變形，這項要求被描述在安裝與調整。
2.14 通風試驗
設計量測應該確保使用中是有通風的，目鏡外部量測不能顯著地
降低周圍視覺，這種視覺確認應由視覺檢測來完成，當通風孔提供開
放式的環狀空氣，排放孔不應排放含直徑 1.5mm 或更大的粒子。
2.15 標示
下列標示應永久附在產品本體，或列印在標籤上，產品的生命周
期內都將保持清楚可辨識：
(a) 這份歐洲標準的號碼和年份。
(b) 製造商的識別。
(c) 設計型號。
(d) 「不適合道路使用」之標示，如下圖所示。(非一般道路使用)

圖 1 EN1938 圖例“not suitable for road use”
2.16 對製造商的資訊
製造商至少應以目的國的一個官方語言提供以下資訊，此資訊應
在每一件護目鏡的說明書，或是鏡框、包裝、產品的標籤或附件上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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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a) 製造商名稱和地址。
(b) 歐洲標準號碼和出版日期。
(c) 型號。
(d) 使用場合：適用所有類型機車和機動腳踏二用車但排除競賽用。
(e) 若目鏡無法符合光譜穿透或信號燈推薦，依道路駕駛要求應警告

「不適於道路駕駛用」
。
(f) 使用、儲存和維護的指示。
(g) 對於清潔和消毒的指示。
(h) 使用場合的細節，保護能力和表現特徵(濾鏡編號、夜間駕駛警
告、非道路駕駛警告、瞳孔距離、目鏡可見光透過率小於 75%時
警告：
「不適合夜間或晨昏駕駛」)。
(i) 附件的適當說明及備用配件和安裝指示。
(j) 標誌的重要。
(k) 警告可能刮傷或損傷目鏡之情形。

第三節 ECE(歐洲標準)—ECE22.05
1.概述
ECE 標準係歐洲經濟委員會(Economic Commisssion of Europe)
頒佈的法規(Regulation)，包括歐盟成員國、東歐、南歐等非歐國家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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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 ECE 法規，成員國可以套用 ECE 法規，也可以延用本國法規，
因此，該法規不是強制性標準，通常 ECE 成員願意接收符合 ECE 法
規的測試報告及證書，ECE 認證的執行測試機構一般是成員國的技術
服務機構，發證單位則是成員國的政府部門，各成員國的證書有相應
的編號，例如：E1—德國、E2—法國、E3—義大利…。
「The ECE 22.05 Helmet Safety Standard」，本標準適用於不論是
否競賽用之機車和機動腳踏車駕駛和乘客用之防護頭盔及其上所附
加之面罩。
2.試驗項目
本標準針對面罩的形式，在一些必要特徵方面，實值上不會有所
不同，例如: 交易名詞或是商標或是使用材料、尺寸、製造程序、顏
色、表面處理、頭盔的附加系統等，試驗項目共 10 項，分述如下：
2.1 材料
對於面罩須有技術文件說明所使用材料、製造程序、適用性及表
面處理等，且須附對於材料的反射光度、色度等的測試報告及所使用
的材質的簡短說明。
2.2 外觀及構造
附加在頭盔上的面罩系統，應該是可移除的，應設計可由單手簡
單地將面罩移離開視覺區域，面罩在製造過程應避免有損害視覺的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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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如氣泡、刮傷…等影響視覺的部份。
2.3 光學性質—折射率(球面度、散光度、稜鏡度差異)
視覺點所允許的折射率，這些視覺點位於參考平面和距緃向平面
右和左方 32mm 處，球面度之要求：在 2 主子午線上之光學屈光度
(D1,D2)平均值(D1+D2)/2，應不超過±0.12D。散光度之要求：在 2 主
子午線上之光學屈光度(D1,D2)差之絕對值|D1-D2|應不超過 0.12D。
稜鏡度差異：直方向不超過 0.25(cm/m)，水平方向稜鏡基底朝內時不
超過 0.25(cm/m)，水平方向稜鏡基底朝外不超過 1.00(cm/m)。
2.4 光學性質—透明度
(可見光光譜 380nm~780nm)面罩應有在 D65 光源下可見光穿透
率 80%，如果面罩標示「限白天使用」即「Daytime use only」則穿透
率小於 80%大於等於 50%亦可符合，此試驗須在磨損之前測試。
2.5 光學性質—光譜穿透率
光譜範圍 500nm~650nm，依光譜穿透率量測，不能小於 0.2τ v，
光譜量測須在磨損之前。(τv 為在 D65 光源下的可見光穿透率)
2.6 光學性質—擴散光
擴散光依擴散光量測法(包括(a)(b)(c)三種方法），不能超過如下
表規定的限制，如果評估有不同的結果產生，擴散光量測的要求，評
估直徑超過 5mm 則假設為有錯誤的區域，而且一般穿透率不能脫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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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值 5%以上，量測同光學性質折射率中要求的視覺點所規定的二
處之一，屬於面罩視覺區域中的任何點。
表 2 ECE 擴散光上限值

其中，a 為依擴散光量測法(a)方法
b 為依擴散光量測法(b)方法
c 為依擴散光量測法(c)方法
2.7 光學性質—對信號燈的辨識
面罩應足夠透明，不能造成任何扭曲的情形，要抗磨損、抗衝擊、
不能造成道路行駛上標誌號誌的顏色辨識的混亂，相關的視覺商數不
能小於：
0.8

對於紅燈和黃燈的辨識

0.6

對於綠燈記號的辨識

0.4

對於藍燈記號的辨識

上述相關視覺商數的量測法須在磨耗前依光譜穿透率量測法量測。
註:當由光譜量測來計算視覺商數時，須使用本標準附錄 14 的數值，
對於每個步驟的線性內插值小於 10nm 是可被准許的。
2.8 光學性質—防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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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耐起霧的面罩測試法量測，鏡面透射不低於原先的 80%，且
20 秒內不產生霧狀，如此可稱為「抗霧」即「MIST RETARDANT」。
2.9 機械特性
依機械特性之測試條件，如果面罩破碎，不得有尖銳碎片產生，
任何小塊有小於 60 度的角被認定為尖銳碎片。
2.10 標示
每一片伴隨著防護頭盔的面罩都應附上國際語言的資訊，或是至
少一個目的地國家之語言，而且符合以下要求：
(a) 一般性保養和存放要求。
(b) 清潔方面的具體指引和使用上注意事項，這些指引將包含使用不
適當的溶劑特別是對於抗磨損等鍍膜的危險警告。
(c) 對於面罩在惡劣視覺和黑暗情況下使用的適當建議，包含如下述
的警告：標示限白天使用字樣的面罩，在黑暗或視覺不良情況下
不適合使用。
(d) 如下述等適當的警告：當與面罩的連結部份無法立即被單手由視
覺直線移除時，應列為緊急情形(如頭燈閃耀或有霧氣)。
(e) 面罩如果經證實有防霧功能則應標示出來。
(f) 指示被認為廢止的檢測項目。
(g) 應該包括在防護頭盔上標示所適用的面罩和外觀要求，這樣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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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應不同於市場上面罩所標示適用於何種防護頭盔等的資訊。

第四節 AS(澳洲標準)—AS1609
1.概述
AS 標準係由澳洲標準協會(Standards Australia)負責發展與維
護，該協會主要是由代表標準體系中各相關利害關係者或群體的會員
組成，包含政府、私有部門、貿易工業協會、消費者組織、工會、研
究組織及教育機構等。各群體間透過積極參與標準化過程，推廣標準
使用，藉以提升經濟效益。共識決和透明是澳洲標準化過程的特色，
由於廣納各界之意見，使最終發展出的標準具有公信力和說服力。
「EYE PROTECTORS FOR MOTOR CYCLISTS AND RACING
CAR DRIVERS」
，本標準規範了機車和競賽用汽車駕駛眼睛防護具之
要求，包含了材料、構造、附加物、光學性質、試驗法、標示和標章。
2.試驗項目
本標準將眼睛防護具分為面甲型面罩和護目鏡型面罩二大類，面
甲型面罩不應被設計成頭盔的整體之部分，而應設計為不需要同時使
用雙手即可輕易移除且不能為有色；而護目鏡型面罩則應被設計成符
合臉部輪廓且可由頭帶調整，頭帶的設計應可使護目鏡型面罩安裝在
頭盔的外表面，面罩在鼻子部分應為一體成形，或是可以安全地和鏡
框緊密結合，試驗項目共 14 項，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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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材料
鏡片可由任意材質製作而且符合標準的特性及光學性質要求，眼
睛防護具除鏡片以外，和皮膚接觸的部分其材料不應與汗水造成刺激
性物質，且不能使皮膚變色，所使用的材料在正常使用之溫度及條件
下，不能易於吸附水氣也不能易於損壞，所提供的頭帶和束線，應使
用耐久材料而且有最小寬度 10mm。
2.2 外觀及構造
鏡片應無任何尖銳部位在使用時可能造成不適或傷害，眼睛防護
具在使用中應確保免於受尖銳邊緣或其它可能造成不舒服或傷害的
情形，在眼睛防護具上可調整或可更換的組成應容易調整，而不需使
用特殊工具進行更換。此處所稱「特殊工具」意指不同於鏍絲起子或
扳手。鏡片應適度地無下列情形：凹陷、擦傷、變灰、水漬、氣泡、
條紋、局部色差等之可能危害，或避免鏡片使用到其它目的，或須標
註清楚，視覺檢測應在好的照明，適當背景下執行。面甲型面罩，包
含整體面罩附著在頭盔上應能維持與眼睛的相對位置，而不會造成使
用上的不舒適。
2.3 光學性質—光穿透率
未著色鏡片光穿透率應不小於 85%，有色鏡片光穿透率應不小於
50%，且符合 as1067 的顏色要求（註：面甲型鏡片在視覺區以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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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線條並不要求特別標示，但有色區域須符合上色要求和光學性
質）
。密度梯度鏡片其光穿透率不小於 50%，且要符合 as1067 的光穿
透率及顏色要求。
2.4 光學性質—鏡片折射率
鏡片折射率應符合以下要求:
(a) 單一鏡片：不論單一鏡片或是成對鏡片當中的一片，皆不能有正
或負折射率大於 0.12m-1，且任二子午線的折射率之差應不得大於
0.12m-1。
(b) 成對鏡片：對於安裝在框架上或組合而成的成對鏡片，其折射率
之差在任意子午線上不能大於 0.12m-1。
2.5 光學性質—稜鏡折射率
稜鏡折射率應符合下列規定：
(a) 單一鏡片：單獨鏡片的稜鏡折射率結果不能超過 0.25△。
(b) 成對鏡片：安裝在框架或組合而成的成對鏡片在子午線上的稜鏡
折射率之差在垂直方向不能超過 0.25△，在水平方向不能超過
1.0△，當安裝在框架上的鏡片其稜鏡折射率之差在成對鏡片的容
許誤差內，則單一的稜鏡折射率不大於 0.5△是可允許的。
註 1：當針對視線而言鏡片是傾斜時，平行度的量測值應予以介紹;
意指在上述的要求下，平行度的量測在與視線一致或接近時應該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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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結果，在視線上或環繞視線附近或眼鏡防護具的誇張曲面，屈光
特性的表現特別重要。
註 2：製造商應注意到符合在幾何中心垂直鏡片方向屈光特性的單獨
鏡片，若放置在周圍設計誇張的眼鏡框架時可能就無法滿足要求。
2.6 升高和降低溫度的穩定性
組合式的眼睛防護具應在升高和降低溫度的情形下都是穩定
的，當完成升降溫度測試時，應無物理性扭曲，即其光學性質沒有惡
化，且在被要求通過決定機械強度的方法之相關測試下，其強度不能
減弱。
2.7 機械強度
眼睛防護具結構應完整，不能有明顯的瑕疵，要能抵抗決定機械
強度的方法之堅固性測試，不應有如下所述鏡片或框架的碎片產生：
(a) 鏡片產生碎片：即鏡片從整體的厚度裂開，或產生二片或多片的
碎片、如果在鋼球撞擊鏡片表面後產生超過 5g 的重量損失或者
有鋼球穿透鏡片等情形。
(b) 鏡片脫離框架：如果鏡片破碎、產生分離或者鏡片脫落等情形。
2.8 耐腐蝕性
依決定抗腐蝕的方法測試後，眼睛防護具的金屬成分應為平滑且
以肉眼辨識不可腐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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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標示
名稱或註冊交易名或製造商的標記應標註在眼睛防護具上或以
安全標示附加其上，取得澳洲標準眼睛防護具的製造商代號，包裝或
資訊等，應確保眼睛防護具的製造商是依本標準要求而製造，應注意
貼上 as 標記係為設計等提供獨立保證，即由澳洲標準協會註冊的交
易保證，確保其監督、管制和檢測等皆由製造商在製造和品管階段依
SAA 的認證。除了上述要求的標記之外，永久標籤也應附加在眼睛
防護具上或依要求標示在包裝上，眼睛防護具的附件和可更換的鏡片
也應包含相關資訊。

第五節 小結
綜整上述各國標準，在騎乘車輛人員用眼睛防護具的標準要求
上，各有其不同的規定，但在一些主要檢測項目上，如光學性質、強
度試驗等其實大同小異，但也和其商品適用範圍不同有所關連，詳如
表 3 之各國檢驗標準對照表。
表 3 各國檢驗標準對照表
CNS13370(100.1.21)

ECE22.05

BS EN 1938:2010

ASTM(F2812-12)

AS1609—1981

適用

適用於一般用機車及

適用於不論是否競賽用之

對於所有摩拖車和機動腳踏

適用眼睛防護，但排除頭盔型或面

適用於機車和競

範圍

競賽用機車或競賽用

機車和機動腳踏車駕駛和

二用車及其乘客所使用的護

甲型等裝設於頭盔之眼睛防護類

賽用汽車等騎乘

汽車等之騎乘人員，為

乘客用之防護頭盔及其上

目鏡型眼睛防護具，包括道路

型，僅適用於非一般道路之各類型

人員眼睛防護之

防護被粉塵、風壓及飛

所附加之面罩。

和非一般道路的運動休閒使

機動摩拖自行車或雪地機動車，主

要求。

用，但不含競賽用。

要目的在降低行駛中飛入的雜物

來物體傷及眼睛，其所
使用之眼睛防護具。

等造成眼睛及周圍皮膚產生不適
或傷害，但僅對眼睛附近區域提供
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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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國檢驗標準對照表(續)
CNS13370(100.1.21)
鏡片

未要求。

材料

ECE22.05

BS EN 1938:2010

須有技術文件

依 en1836 第 4.4 節要求。

未要求。

ASTM(F2812-12)

可由任意材質製作。

AS1609—1981

說明所使用材
料、製造程序、
適用性及表面
處理等。

鏡框

強度、 彈性等 應適 合其用

須檢附材料的

所使用 的材 料不 可造 成刺

不可刺激皮膚，不可使

和皮膚接觸的部分其材料不應為與

材料

途；與皮膚接觸之材料不得

反射光度色度

激、過敏或中毒的反應。

臉部刮傷，不可因汗、

汗水造成刺激性物質，且不能使皮

影響皮膚且能耐消毒處

等測試報告，應

油、防曬油、皮膚或頭

膚變色，在正常使用之溫度及條件

理；金屬零件應使用耐蝕材

含對於所使用

髮的油造成材料實體上

下，不能易於吸附水氣也不能易於

料或施予耐蝕處理；塑膠材

材質的簡短說

的變質。

損壞；所提供的頭帶和束線應使用

料應為非易燃性材料；綁帶

明。

耐久材料且有最小寬度 10mm。

應具有彈性且有耐久性者。
構造

戴用時 不得有 使人 不舒適

眼睛防護具應

須被設 計製 造成 適合 臉形

建議正常使用下可用頭

鏡片及框架應無任何在使用時可能

的感覺且應戴用方便、不容

設計可由單手

之防護，適合穿載者臉部形

帶來固定 goggle 的安

造成不適或傷害等尖銳部位；相關

易受損，護眼組件不得容易

簡單地將面罩

狀意指 與臉 部接 觸之 材質

全位置且可加以調整；

構件應易於調整或更換。面甲型若

自鏡框上脫落，各部位不得

移離視覺區域。

須為柔軟材質；依視覺檢測

依指示清潔後，仍可維

內建於頭盔應 易於開啟 且不能 有

存有尖角或銳邊，使戴用者

及安裝調整測試，使用中不

持所有功能性；依機械

色，若未被設 計成頭盔 整體之 部

可能遭 受到割 傷或 擦傷之

可有不 舒服 或可 能造 成傷

性能測試時，應可避免

分，則應不需同時使用雙手即可輕

虞；各部零件能容易更換之

害之尖 銳的 邊緣 或其 它缺

其零件接觸到眼睛，或

易移離視覺區。護目鏡型應被設計

構造。

陷。

脫離撞出等情形且拋光

成符合臉部輪廓且可由頭帶調整，

和鍍膜不可有分層、脫

頭帶的設計應可使其安裝在頭盔的

出等現象。

外表面，在鼻子部分應為一體成形
或是可以安全地和鏡框緊密結合。

種類

護目鏡 型、面 甲型 及頭盔

未特別區分面

及型

型。

罩的種類或形

式

僅護目鏡型。

眼睛型及護目鏡型。

眼鏡型、面甲型及護目鏡型。

未規定。

式，但安裝於頭
盔上，固應屬面
甲型或頭盔型。

護眼

鏡片表面必須光滑、厚度均

鏡片在製造過

鏡片不可產生彎曲擦

鏡片應無下列情形：凹陷、擦傷、

組件

勻且不 得有影 響光 學性質

程應避免有損

痕、表面波紋、圓柱形

變色、水漬、氣泡、條紋及局部色

外觀

及不得 有可辨 認之 瑕疵如

害 視 覺 的 損

光柵及異常光學變化等

差等可能危害，另須標註清楚以避

條紋、起泡、皺紋、雜物等，

傷，如氣泡、刮

現象且不可產生如凹

免鏡片使用到其它目的。

成品外 觀不得 有妨 礙使用

傷… ..等影響視

點、刮傷、氣泡、變色、

上之瑕疵如裂縫、污髒等。

覺的部份。

目鏡

在正常 使用下 以瞳 孔位置

在面罩中心線

依 EN168 第 17 節所規定在

斑點、破裂和水漬等。
依 EN168 正常配戴頭

眼鏡型和護目鏡型(覆蓋單眼)：從

區域

位線為中心長 120mm 高

的對稱二圓，二

測試頭 型的 眼睛 表面 前方

型時的瞳孔位置為圓

邊緣往內 3mm 處；面甲型和護目

40mm 的長方形區域，護目

圓心於正確配

(250±5)mm 處的銀幕上畫

心，直徑 40mm 的圓形

鏡型(覆蓋雙眼)：在正常使用下以

鏡型雙眼式為鏡片區域。

載時水平距離

二橢圓，依規定之軸旋轉使

區域。

瞳孔位置連線為中心長 120mm 高

64mm、最小直

得雷射 光線 隨橢 圓周 圍移

徑 52mm。

動，視 野應 涵蓋 該光 線軌

50mm 的長方形區域。

跡。
成品

護目鏡 型單眼 式應 不小於

向上 7 度，向下

本標準尚未定義視野角

面甲型應包含整體面罩，最小視角

視野

95 度；護目鏡型雙眼式應不

45 度，左右各

未規定。

度。但於該標準附錄 X1

應不小於 70 度，向下視角應不小

小於 60 度；面甲型和頭盔

90 度。

說明應訂定相關角度要

於 35 度；護目鏡型和眼鏡型的最

求，正在蒐集背景資

小視角應不小於 60 度，向下視角

料。

應不小於 35 度。

型應不小於 105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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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國檢驗標準對照表(續)
CNS13370(100.1.21)

ECE22.05

BS EN 1938:2010

ASTM(F2812-12)

AS1609—1981

狀態

一般測試：常溫；耐寒

測試前應曝露在 25±5

測試前須在大氣溫度(23

測試前放置於 23±2

升高和降低溫度的穩定性測試在室

調節

測試：低溫-20℃維持 4

度和相對溼度 65±5%

± 5) ℃ 和 相 對 溼 度 (50 ±

℃和 50±5%相對溼

溫 18~25℃測試，在 60±2℃及-5

小時以上。

下至少 4 小時；機械特

20)%保存至少 4 小時，測

度下至少 48 小時；機

±2℃環境下持續 30 分鐘，取出時

性須在低溫條件負 20±

試應在移除狀態調節後在

械性能測試：低溫

間最大不能超出 5 分鐘，否則至少

2℃下存放 4~6 小時。

相同溫度下 1 小時內執

-10.0 ± 2.0 ℃ ， 高 溫

要再放回 15 分鐘，將繼續直到測

行；抗衝擊測試：50℃維

+50.0±2.0℃放置最

試結束。

持 2 小時和負 10℃維持 2

少 1 小時，須在離開

小時。

前處理環境 1 分鐘以
內測試。

光學

平行度：0.16△ 以下。

稜鏡度差異：垂直方向

稜鏡度差異: 垂直方向不

稜 鏡 率 (prismatic

稜鏡折射率：

性質

不超過 0.25(cm/m)水

超過 0.25(cm/m)水平方

power)：稜鏡度不超

單一鏡片：單獨鏡片稜鏡折射率不

( 平

平方向稜鏡基底朝內不

向稜鏡基底朝內不超過

過 0.50△ 。

能超過 0.25△ 。

行度

超過 0.25(cm/m) 水平

0.25(cm/m) 水 平 方 向 稜

稜鏡偏差(prismatic

成對鏡片：安裝在框架上或組合而

)

方向稜鏡基底朝外不超

鏡 基 底 朝 外 不 超 過

imbalance)：

成的成對鏡片不能有如下情形：

過 1.00(cm/m)。

1.00(cm/m)。

base-in(瞳孔處光線

1)在子午線上的稜鏡折射率之差在

聚集)處，稜鏡度不超

垂直方向不能超過 0.25△ 。

過 0.25△ 。

2)在子午線上的稜鏡折射率之差在

base-out(瞳孔處光

水平方向不能超過 1.0△ ，當安裝

線發散)處，稜鏡度不

在框架上的鏡片其稜鏡折射率之差

超過 0.75△

在成對鏡片的容許誤差內，則單一
的稜鏡折射率不大於 0.5△ 是可允
許的。

光學

無論在任何經線上屈光

球面度：在 2 主子午線

球面度：在 2 主子午線上

任何子午線上的折射

不論單一鏡片或是成對鏡片當中的

性質

力應在±0.12 屈光度以

上 之 光 學 屈 光 度

之光學屈光度平均值

率不可超過 0.12 屈光

一片，皆不能有：

( 屈

下。

(D1,D2)

(D1+D2)/2 應 不 超 過 ±

度。

1)正或負折射率大於 0.12m 。

光力

無論在任何 2 條經線

(D1+D2)/2 應不超過

0.12D。

散光率：屈光度的最

2) 任二 子午 線的 折射 率之 差大 於

)

間，其屈光力之差應在

±0.12D。

左右視覺點之球面度差

大絕對值差不可超過

0.12m 。

0.12 屈力度以下。

散光度：在 2 主子午線

異：小於 0.18D。

0.12 屈光度。

上 之 光 學 屈 光 度

散光度：在 2 主子午線上

(D1,D2) 差 之 絕 對 值

之光學屈光度差之絕對值

|D1-D2| 應 不 超 過

|D1-D2|應不超過 0.12D。

平

均

值

-1

-1

0.12D。
光學

未規定。

光譜穿透率：在光譜範

穿 透 率 範 圍 表 示 在

紫外線穿透率，UVA

性質

圍 500nm~650nm，對

table2 分類 0,1,2 之間的

和 UVB 鏡片穿透率在

( 光

於面罩來說不能小於

重疊部分不得超過±

中心視覺區應符合

譜穿

0.2τ v ，光譜量測須在

2%(絕對值)。如果供應商

ANSI Z80.3。

透率

磨損之前。註：τ v 為可

宣告透光度值，則其容許

)

見

值為宣告透光度值的±

光

光

譜

380nm~780nm 之 光

3%(絕對值)。

穿透率。

道 路 使 用 ： 應 滿 足

未規定。

EN1836 第 41322 節要
求。
易燃

未規定。

未規定。

未規定。

依燃燒試驗測試時，

性

不可點燃起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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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規定。

表 3 各國檢驗標準對照表(續)
CNS13370(100.1.21)

ECE22.05

光學

1)視感透過率應在 80%

可見光 光譜 (380nm~780nm) 面 罩應

透

BS EN 1938:2010

性質

以上(若其視感透過率在

有在 D65 光源下可見光穿透率 80%，如

(380~780nm)所有

為有色。透明鏡

( 透

50% 以 上 而 未 滿 80%

果面罩有如圖 2 標示”限白天使用”

目鏡應有大於等於

片：未著色鏡片

明度

時，須標示註明”限白天

即”Daytime use only”則穿透率小於

18% 的 透 明 度 要

應有光穿透率不

)

使用”)。

80%大於等於 50%亦可符合，此試驗須

求。

能小於 85%。

2)具第 2 層遮陽鏡片之騎

在磨損之前測試。

度

：

ASTM(F2812-12)
未規定。

AS1609—1981
面甲型面罩不能

如果透明度小於

著色鏡片：有色

乘機車用防護頭盔，若設

75%製造商應包含

鏡片應有光穿透

計有可隨戴用者切換縮回

下列警語:”不適合

率不小於 50%，

之內層隱藏式遮陽鏡片，

夜間或晨昏時使

符合 AS1067 的

其 透 明 度 須 符 合

用”。

顏色要求。

CNS15067 之表 1 中，濾

視感透光度之均勻

鏡分類為 0 至 2 之光照度

性 : 依 EN1836 第

穿透率範圍規定。
光學

明

未規定。

4.1.3.1 節。
對信號燈的辨識其視覺商數：

信號燈辨識:應滿足

性質

對於紅燈和黃燈的辨識不能小於 0.8。

EN1836 第 41323

( 對

對於綠燈記號的辨識不能小於 0.6。

節要求。

信號

對於藍燈記號的辨識不能小於 0.4。

未規定。

未規定。

未規定。

未規定。

未規定。

燈的
辨識
)
光學

經溫溼度處理後，依磨損測試程序，用

依抗微細粒子的表

性質

3kg 的磨料來磨樣品，經過磨損後，依

面損傷試驗，經落

( 擴

量測光擴散和光傳輸係數的方法，若依 a

砂試驗以 3kg 的磨

散光

或 c 方法量測：磨損前不得超過 0.65

料來磨樣品，目鏡

)

cd/m /lx ； 磨 損 後 不 得 超 過 5.0

抗紫

未規定。

未規定。

2

的擴散光減光係數

2

cd/m /lx；若依 b 方法量測：磨損前不

不

得超過 2.5%；磨損後不得超過 20%。

10cd/m /lx。

未規定。

能

超

過

2

依抗紫外輻射試驗

依紫外 線穩 定度 測試 前處

外輻

後，其最大減光係

理，樣品離開前處理環境 1

射

數 不 能 超 過

小時內依 6.1.5 和 6.1.6 測試

2

1cd/m /lx( 單 一 鏡

須符合 光學 和機 械性 質之

片)。

要求。
2

2cd/m /lx(multipl
e lens)。
防霧

戴用第 2 層遮陽鏡片使用

以耐起霧的面罩測試量測，鏡面透射不

耐起霧性測試時，

依 ASTM D1003 霧度計和

性

中不得產生霧氣而影響視

低於原先的 80%，且 20 秒內不產生霧

須保持至少 30 秒

透明度測試法，經清潔且有

覺。

狀。

的不起霧狀態。

色的護 目鏡 前向 散射 光在

金屬

依金屬零件耐蝕試驗，金

未規定。

未規定。

零件

屬零件不得有腐蝕痕跡。

未規定。

中心視覺區不應超過 3%。
未規定。

依決定抗腐蝕的
方法測試後，眼

耐蝕

睛防護具的金屬

性

成分應為平滑且
以肉眼辨識不可
腐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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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國檢驗標準對照表(續)
CNS13370(100.1.21)
護眼

經耐熱試驗時，不得有異常。

ECE22.05
未規定。

BS EN 1938:2010
未規定。

ASTM(F2812-12)
未規定。

AS1609—1981
依溫度變化穩定性

組件

的測試方法完成測

之耐

試時，應無物理性

熱性

扭 曲 (a) 在 折 射 率

( 升

要求情形下，其光

高和

學性質沒有惡化。

降低

(b) 在 被 要 求 通 過

溫度

決定機械強度的方

穩定

法相關測試下，其

性)

強度不能減弱。

護眼

依強度及耐寒試驗在常溫及-20±

依機械特性要

組件

2℃環境中保持 4 小時後取出測

求，即符合低溫條

未規定。

依耐高質量衝擊測試時，不
得產生碎片、剥離分層、破

之機

試，關於面甲型、頭盔型：

件 處 理 (-20 ± 2)

裂、框架或鏡片完全碎裂，

械特

1)不得產生小於 60 度之尖銳碎

℃下存放不小於

但允許 接觸 頭型 之眼 睛區

性

片。

4 小時，不超過 6

域。測試時鏡片在框架內從

( 以

2)測試鋼錐不得在試驗後因穿透

小時，試驗時如果

原本位置移動不可超過

鋼錐

而固著於面罩上。

面罩破碎，不得產

25% 且 不可 因 防護 具 在頭

衝擊

3)護眼組件不得有自支持點脫離

生小於 60 度角尖

型上的 移動 造成 不符 合機

)

之情形。

銳碎片。

護眼

依強度及耐寒試驗在常溫及-20±

未規定。

組件
之機
械特

未規定。

械性能之要求。
依抗衝擊測試試驗時，須 4 件樣

依高速衝擊測試在 45m/s

依決定機械強度的

2℃環境中保持 4 小時後取出測

品(每件樣品須為一對目鏡)狀態

冷-10.0±2.0℃、熱+50.0±

方法在 60±2℃和

試，關於護目鏡型(單、雙眼式)：

調節到 50℃2 小時和另 4 件樣

2.0℃條件下及在 70m/s 標

-5±2℃中持續 30

不得有破碎、龜裂之現象。

品調節到-10℃維持 2 小時，自

準溫度 23.0±2.0℃下，放置

分鐘後取出 2 分鐘

性

狀態移除後 30 秒內進行衝擊測

最少 1 小時，須在離開前處

內以直徑 6mm 鋼

( 以

試，不能發生如下情形：

理環境 1 分鐘以內測試，不

球 50(+2,-1)m/s

鋼球

1)破裂:如果裂紋穿過整個鏡片

得產生碎片、剥離分層、破

的速度衝擊，不得

衝

厚而分成二塊或多塊碎片或是

裂、框架或鏡片完全碎裂。

有鏡片或框架被從

擊)

鋼球穿透目鏡。

且防護 具或 其配 件不 得因

中間厚處裂開而且

2)毀壞:如果在鋼球撞擊的目鏡

衝擊而 接觸 頭型 之眼 睛區

分成二塊或更多

另一邊的白紙上出現記號。

域。測試時鏡片在框架內從

塊，且鏡片表面不

3)目鏡脫離或框架破損:如果鏡

原本位置移動不可超過

得分離出 5mg 材

架被分成二塊或多塊，或是目鏡

25% 且 不可 因 防護 具 在頭

料，鋼球不得穿透

不再位於鏡框上的正確位置，或

型上的 移動 造成 不符 合機

鏡片或框架及鏡片

是未破損的目鏡從鏡框脫離。

械性能之要求。

不得脫出框架等。

保持固定帶應被設計成有彈性

未規定。

依頭帶和束線之規

眼鏡

依綁帶之抗拉強度試驗：應具有

未規定。

型之

490N{50kgf}以上。

或可根據製造商指示而達安全

定，所提供的頭帶

綁帶

依綁帶之伸長率試驗：拉斷時之伸

之調整，保持固定帶在正常使用

和束線應使用耐久

長率應有 150%以上。

下能維持張力而不會產生斷裂

材料而且有最小寬

依綁帶之耐水性試驗：抗拉強度之

或永久變形。這項要求被描述在

度 10mm。

變化率應在±20%以下。
通風

未規定。

安裝與調整。
未規定。

設計量測應確保使用中是通風
的，目鏡外部量測不能顯著地降
低周圍視覺，這種視覺確認應由
視覺檢測要求來完成。當提供開
放式的環狀空氣，排放孔不應排
放含直徑 1.5mm 或更大的粒子

36

未規定。

未規定。

表 3 各國檢驗標準對照表(續)
CNS13370(100.1.21)
第 2

依第 2 層遮陽鏡片之定

層遮

位試驗，撞擊後應能維

陽鏡

持於原定位位置，不得

片之

出現掉落或移位現象。

ECE22.05

BS EN 1938:2010

ASTM(F2812-12)

AS1609—1981

未規定。

未規定。

未規定。

未規定。

於護眼組件上不礙視野

每一片販售的面罩

下列標示將永遠附在產品本體，或

每個眼睛防護具的

名稱或註冊交易名或製造商的

之處，以不易擦滅方法

都應附上標示說明

列印在標籤上，在產品的生命周期

框架上應註明以下

標記應標註在眼睛防護具上或

標示製造廠商名稱或其

頭盔符合性的型

內都將保持清楚可辨識：

永久性的標示(也可

以安全標示附加其上，取得澳

代號。

式。

(a)這份歐洲標準的號碼和年份。

以使用對照表以代

洲標準眼睛防護具的製造商代

具有第 2 層遮陽鏡片之

每一片伴隨著防護

(b)製造商的識別。

碼表示)：

號，包裝或資訊等，應確保眼

使用，應標示「遮陽鏡

頭盔的面罩都應附

(c)設計型號。

製造商識別代號和

睛防護具的製造商是依本標準

片不可取代外層之防護

上國際語言的資

(d)“不適合道路使用”之標示依圖

眼睛防護具之型

要求而製造，應注意貼上 as 標

功能，其只能和外側鏡

訊，或是至少一個

5 所示。

號。

記係為設計等提供獨立保證，

片同時使用。」及「限

目的地國家語言且

每一付眼睛防護具

即由澳洲標準協會註冊的交易

白天使用，不得使用於

包含以下要求:

在市場上販賣時皆

保證，確保其監督、管制和檢

陰雨天及光線不足之處

(a)一般性保養和存

應貼附在標貼註明

測等皆由製造商在製造和品管

所如隧道、地下道… 」

放要求。

如下內容：

階段依 SAA 的認證。除了上述

定位
試驗
標示

包裝上應標示下列事

(b)清潔方面的具體

以下資訊應在每一件護目鏡的說明

(a)依本標準要求之

要求的標記之外，永久標籤也

項：

指引和使用上注意

書或在鏡框、包裝、產品標籤或附

設計號碼和眼睛防

應附加在眼睛防護具上或依要

(a)

產品名稱。

事項，這些指引包

件等上標示：

護具型式。

求標示在包裝上，眼睛防護具

(b)

種類。

含使用不適當的溶

(a)製造商名稱和地址。

(b)清楚指示適合使

的附件和可更換的鏡片也應包

(c)

製造廠商名稱或

劑特別是對於抗磨

(b)歐洲標準號碼和出版日期。

用的尺寸。

含相關資訊。此外，永久標籤

其代號。

損等鍍膜的危險警

(c)型號。

(c)有關鏡框清潔和

也應附加在眼睛防護具或標示

製造年月或其簡

告。

(d)使用場合: 適用於所有類型的機

防霧時及鏡片因刮

在包裝上，附件和可更換的鏡

(c)對於面罩在惡劣

車和機動腳踏二用車但排除競賽

傷而須注意更換的

片也應包含相關資訊。標籤及

視覺和黑暗情況下

用。

警告事項。

使用說明書等要求標示文字如

應依商品標示法相關法

使用的適當建議，

(e)若目鏡無法符合光譜穿透或信號

(d)如果眼睛防護具

下：

令之規定。

包含如下述的警

燈推薦，應警告”不適於道路駕駛

受到嚴重衝擊、毀

警告：有色鏡片不適合夜間使

使用說明書要求標示：

告：標示限白天使

用”。

損造成其防護等級

用，擦傷鏡片會降低可見度，

(a)選擇之方法。

用字樣的面罩，在

(f)使用、儲存和維護的指示。

降低而必須更換，

應予以更換。面甲型和眼鏡型

(b)使用上之注意事項。

黑暗或視覺不良情

(g)對於清潔和消毒的指示。

否則將造成對眼睛

若有小區域磨損或表面擦傷則

(c)維修方法。

況下不適合使用。

(h)使用場合的細節、保護能力和表

永久傷害的警告事

在夜晚不應使用。和石油或其

(d)應有如下述等適

現特徵(濾鏡編號、夜間駕駛警告、

項。

它溶劑接觸可能損害光學特性

當的警告：當有緊

非道路駕駛警告、瞳孔距離、目鏡

和降低機械強度。標示有如下

急情形(如頭燈閃耀

可見光透過率小於 75%時警告:”不

要求：

或有霧氣)時，與面

適合夜間或晨昏駕駛”)。

(a)使用清晰的大寫字體，字寬

罩的連結部份無法

(i)附件的適當說明和備用配件及安

不小於 2.5mm 等字體要求。

立即被單手由視覺

裝指示。

(b)每一個敍述的標頭文字應獨

直線移除。

( j)標誌的重要。

立使用一行。若敍述超過一行

(e)面罩如果經證實

(k) 警告 可能 刮 傷或 損 傷目 鏡 之情

則 應 分 成 二 個 敍 述 完

有防霧功能則應標

形。

成，”warning”這個字應獨立

(d)

單代號。
附上述標示事項外，並

(d)查核要領。

示出來。

一行。

(f)應指示被認為荒

(c)標準中規定的字眼應被至少

廢的檢測項目。

5mm 寬空白和其它字、數字和
記號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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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國檢驗標準暨檢驗實務措施之探討

第一節 各國與我國眼睛防護具之檢驗標準差異性分析
1.與 ASTM 標準比較結果
ASTM 標準適用範圍為非一般道路之各類型機動摩拖自行車或
雪地機動車，主要目的為減少造成眼睛及周圍皮膚產生不適或傷害，
因此對於物理性防護等機械特性要求較高，且其適用種類僅眼鏡型及
護目鏡型，因此其目鏡測試區域限定在以瞳孔為中心的圓形區域內，
該標準在成品視野方面正在蒐集背景資料，以便制定出合適的視野角
度要求；在光學性質平行度方面，合格標準為不超過 0.50△，相較之
下，我國要求較為嚴格為 0.16△以下；可能因為非一般道路使用所以
其可見光透光度並未要求，但其紫外光透光度則要求依 ANSI Z80.3，
而我國可見光透光度則要求 50%以上，未要求紫外光透光度；在防霧
性要求上，該標準特別訂有霧度計和透明度測試法檢測其光線散射的
情形，相較之下，我國對於防霧性能未有檢測方法可供檢驗，在此方
面亦可思考我國標準 CNS13370 是否有必要建立防霧性能的檢測要
求；在易燃性方面，該標準亦訂有燃燒試驗執行易燃性測試，而我國
標準則未制訂易燃性等檢測項目；在升高和降低溫度的穩定性，我國
標準訂有耐熱試驗，該標準則未加以要求；在機械性測試方面，因該
38

標準係針對眼鏡型和護目鏡型，若與我國標準比較，則亦應比較護目
鏡型的測試，分為鋼珠衝擊和鋼錐衝擊 2 種，該標準在鋼珠衝擊測試
的前處理溫度有-10℃和 50℃放置最少 1 小時且要求在處理後 1 分鐘
內進行測試，鋼珠重量為 1 克，速度要求為 45m/s 和 70m/s，而鋼錐
衝擊測試該標準要求則在室溫下進行，鋼錐重量 500 克，撞擊高度為
1.27m，而我國標準僅有鋼珠之測試，其溫度處理要求為-20℃保存 4
小時以上及常溫下進行測試，鋼珠重量為 45 克，撞擊高度為 1.27m，
另外，該標準係就完整眼睛防護具進行測試，測試時鏡片在框架內從
原本位置移動不可超過 25%，而我國標準則將鏡片拆下後進行撞擊，
而沒有鏡片是否脫落或移動等要求，相較之下，該標準較為嚴格，不
但有高速撞擊的測試，以自由落下撞擊的重量也較我國標準為重，其
中，該標準要求在前處理後 1 分鐘內進行測試，而我國標準未規定前
處理後多久時間進行測試，在溫度變化的影響下，可能導致會有不同
的檢測結果，在此方面值得思考借鏡；在標示要求方面主要差異在
於，該標準除了廠商代號以外，也要求將眼鏡的型號永久標示在其框
架上。
2.與 EN 標準比較結果
EN 標準適用範圍係對於所有摩拖車和機動腳踏二用車及其乘客
所使用的護目鏡型眼睛防護具，包括道路和非一般道路的運動休閒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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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但不含競賽用 。在光學性質平行度方面，垂直方向不超過
0.25(cm/m)，水平方向稜鏡基底朝內不超過 0.25(cm/m)，水平方向稜
鏡基底朝外不超過 1.00(cm/m)，相較之下，我國要求較為嚴格為
0.16△以下；在可見光透光度方面，該標準要求所有目鏡應有大於等
於 18%的透明度，相較之下，我國標準則要求應大於 50%，但該標
準另外要求其透光度之均勻性，而我國標準則未予以要求，視感透光
率之均勻性係指在視覺區域內任 2 點間視感透光率之相對差值，此部
分可以思考是否其適用範圍與我國標準不同，另外在透明度要求較低
時是否須另外要求其透明度的均勻性，作為安全防護上的要求？在光
學性質的光譜穿透率、對信號燈的辨識等，該標準皆引用太陽眼鏡
en1836 標準之要求，相較之下，我國標準則未加以要求，針對此部
分，在我國太陽眼鏡標準 CNS15067 第 5.3.2 節中也屬於道路使用及
駕駛之要求，在保護行車安全的前提下，也建議將此部份列入修訂參
考。在光學性質擴散光方面，該標準依抗微細粒子的表面損傷試驗，
以 3kg 磨料經落砂試驗後，其減光係數不能超過 10cd/m2/lx，若依抗
紫外輻射試驗後，其最大減光係數不能超過 1cd/m2/lx(單一鏡片)，而
我國標準對於擴散光部份則未加以要求，由於我國目前在擴散光試驗
部分經驗尚未成熟，因此暫不建議加入標準修訂的參考；在鏡片防霧
性能方面，該標準依其耐起霧性測試時，須保持至少 30 秒的不起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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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而我國標準未建立相關檢測要求；在通風要求方面，該標準要
求一定要有通風裝置，必須符合其視覺檢測且通風孔面積也有要求，
而我國標準則宜開設通風孔，且無相關檢測要求，未強制要求設置通
風孔；在標示要求方面主要差異在於，該標準要求在產品的生命周期
內都將保持清楚可辨識的項目除了廠商代號以外，還包括標準號碼、
產品型號和「不適合道路使用」之標示。
3.與 ECE 標準比較結果
ECE 標準適用於不論是否競賽用之機車和機動腳踏車駕駛和乘
客用之防護頭盔及其上所附加之面罩，固該面罩之型式應屬面甲型或
頭盔型，其目鏡區域為面罩中心線的對稱二圓，二圓心於正確配載時
水平距離 64mm、最小直徑 52mm，而我國標準則為面罩中心線的長
方形區域 120mm×40mm。

圖 2 歐洲 ECE 標準與我國 CNS 標準目鏡區域比較
該標準在材料要求上，鏡片須檢附技術文件說明所使用材料、製
造程序、適用性及表面處理等，在鏡框材料方面，須檢附材料的反射
光度色度等測試報告，應含對於所使用材質的簡短說明，相較於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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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對於材料要求其符合測試性能，鏡片材料方面則要求提供材質證
明文件；在構造上，該標準特別要求應設計可由單手簡單地將面罩移
離視覺區域，而我國標準則未有要求，可參考加入此等要求，增加騎
士駕駛上的方便性；在光學性質平行度和屈光力方面，其要求和 EN
標準相同，可見光透過率則和我國標準相同；對於光學性質的光譜穿
透率、對信號燈的辨識、擴散光等，該標準要求與 EN 標準相類似，
鏡片防霧性能則依其檢測法須保持至少 20 秒的不起霧狀態；在機械
特性(以鋼錐衝擊)方面，前處理條件為-20℃下維持 4~6 小時，試驗時
如果面罩破碎，不得產生小於 60 度角之尖銳碎片，相較於我國標準
前處理係常溫及-20℃下維持 4 小時以上，合格判定除了不得產生小
於 60 度角之尖銳碎片以外，另要求測試鋼錐不得在試驗後因穿透而
固著於面罩上及鏡片不得有自支持點脫離的情形，我國標準較為嚴
格，依常理推論，鏡片在-20℃下進行機械性質測試較常溫更為嚴格，
應可僅保留低溫前處理，另在試驗的合格判定方面，由於護目鏡屬防
護頭盔的選擇配件，無裝配護目鏡的防護頭盔並非不得使用，因此在
機械性質的測試上，應不考慮鋼錐或鋼珠是否接觸頭型，而應注意護
目鏡片在測試過程中所產生之碎片是否有造成傷害之虞為目的，因此
在合格判定基準上建議參考 ECE 標準僅保留不得產生小於 60 度角之
尖銳碎片較為適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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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與 AS 標準比較結果
AS 標準適用於機車和競賽用汽車等騎乘人員眼睛防護之要求，
適用型式為眼鏡型、面甲型及護目鏡型，而我國標準則無眼鏡型；目
鏡區域方面，護目鏡型(覆蓋雙眼)及面甲型在正常使用下以瞳孔位置
連線為中心長 120mm 高 50mm 的長方形區域，而我國標準則為面罩
中心線的長方形區域 120×40mm。

圖 3 澳洲 AS 標準與我國 CNS 標準目鏡區域比較
在成品視野方面，該標準面甲型最小視角要求不小於 70 度，護
目鏡型和眼鏡型則要求不小於 60 度，向下視野則皆不小於 35 度，相
較於我國標準面甲型、頭盔型最小視角不小於 105 度，護目鏡型單眼
式不小於 95 度，護目鏡型雙眼式應不小於 60 度，我國標準較為嚴格，
但未規定向下視野角度，應可列為修訂參考；在使用材料方面，主要
不同在於其要求固定護目鏡型面罩的頭帶和束線須有最小寬度
10mm，此要求亦可作為我國標準修訂之參考；在前處理狀態調節方
面，該標準要求在 60±2℃及-5±2℃環境下持續 30 分鐘，取出時間最
大不能超出 5 分鐘，否則至少要再放回 15 分鐘，將繼續直到測試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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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且在溫度調節後進行光學性質折射率及機械性質的衝擊測試；相
較於我國標準則規定機械性質(強度及耐寒)試驗在溫度調節環境中
(常溫及-20℃)放置 4 小時以上再以鋼錐或鋼珠衝擊測試，耐熱試驗則
在 60℃熱水中浸泡 10 分鐘立即放入(4±2)℃冷水，經 10 分鐘後取出
觀察是否異常。關於此部分，我國標準並未規定於溫度變化後進行光
學性質試驗，且該標準機械性質係以 6mm 鋼球 50m/s 速率進行高速
衝擊測試，溫度及測試條件、測試法等皆不相同，應可列為標準修訂
時之參考。在光學性質平行度方面，該標準要求單一鏡片的稜鏡折射
率不能超過 0.25△，且特別將成對鏡片(我國標準之護目鏡型雙眼式)
的要求細分，即成對鏡片稜鏡折射率之差在垂直方向不能超過
0.25△，在水平方向不能超過 1.0△，且當成對鏡片稜鏡折射率之差
在容許範圍內，則單一鏡片的稜鏡折射率最大可放寬到 0.5△，相較
之下，我國標準較為嚴格，不論單一鏡片或成對鏡片，皆不能超過
0.16△，在此項目檢測條件中，該標準同時考量鏡片安裝在框架上配
戴使用時角度偏斜的情形；在光學性質可見光透光度方面，該標準要
求面甲型面罩不能有色，且其透光度要在 85%以上，護目鏡型則可為
有色，其透光度在 50%以上，但須符合 AS1607 關於顏色之要求，而
我國標準對於面罩(即面甲型及頭盔型)之透光度要求較為寬鬆，為透
明鏡片(80%以上)，有色鏡片(5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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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我國檢驗標準實施現況與各國標準統整分析
在檢討我國檢驗標準「騎乘車輛人員用眼睛防護具」是否過於嚴
格及超過五年標準修訂需求之際，無庸置疑，世界各國相關標準自有
值得效法之處，惟仍應考量我國之氣候環境如空氣溫溼度是否類似，
適用範圍如道路駕駛或非道路駕駛是否相同，產品種類如頭盔型、面
甲型、護目鏡型等是否一致，才能成功截長補短，接軌國際。誠如前
述，歐美許多國家氣候環境溼冷，相較於我國四季如春，在鏡片耐起
霧性能上可能有所差異，另有些標準適於雪地駕駛，耐紫外防護要求
較高，有些適用非道路駕駛以防護行駛中飛入的雜物為主，該等標準
則加強在機械性能的防護，有些標準係針對護目鏡型，屬運動休閒用
途而不適於競賽使用，該等標準其透明度可以較暗，惟我國標準騎乘
車輛人員用眼睛防護具主要類型為面甲型與頭盔型，較多適用於道路
駕駛且適於競賽用，因此在許多檢驗項目要求上可能會相對較嚴，但
仍有少數檢驗項目要求較各別標準更為寬鬆，例如，我國標準在光學
性質可見光透明度的要求較澳洲標準寬鬆。然而，為因應全球化地球
村的趨勢，接軌國際已成為企業不可抗拒的走向，標準修訂更應走在
最前線，除了加強對國內消費者的保護，更希望能協助業者走向國
際，展望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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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我國檢驗標準修訂參考及未來走向
「騎乘車輛人員用眼睛防護具」在世界各國標準中皆有規定，但
有些標準與防護頭盔結合，屬於防護頭盔的部份構件，例如：日本標
準 JIS T 8137:2015「騎乘機車用防護頭盔」及歐洲標準 ECE22.05
「Helmet Safety Standard」
，該二標準皆包含面甲型及頭盔型等裝配於
頭盔上之面罩，但未含括眼鏡型及護目鏡型等可單獨配載之眼睛防護
具 類 型 ； 相 反 地 ， 歐 洲 標 準 EN1938:2010 「 Personal eye
protection-Goggles for motorcycle and moped users 」 及 美 洲 標 準
ASTM(F2812-12) 「 Goggle and Spectacle Type Eye Protectors for
Selected Motor Sports」是針對眼鏡型及護目鏡型等類型的眼睛防護具
標準；而澳洲標準 AS1609—1981「EYE PROTECTORS FOR MOTOR
CYCLISTS AND RACING CAR DRIVERS 」 及 我 國 標 準
CNS13370(100.1.21)「騎乘車輛人員用眼睛防護具」則幾乎含蓋了所
有類型。而含蓋面甲型與頭盔型的標準皆適用於競賽，也因此機械性
質的要求較高，係使用重量較重的鋼錐進行衝擊測試，模擬遭受尖銳
物品的穿刺衝擊，且在視感透過率（可見光）方面皆要求須超過 50%；
相反地，僅針對眼鏡型及護目鏡型的標準則不適用於競賽，在機械性
質方面的要求較低，是以重量較輕的鋼珠進行高速衝擊測試，模擬小
石塊等異物的撞擊，在視感透過率方面的要求較低，另如適用於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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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動車，如 ASTM 標準，則僅要求紫外線透光率，對於可見光部份
則未規定。綜合以上討論，世界各國標準制定皆依照所需求的環境及
場合，適用範圍不同將影響檢驗項目及合格判定基準，建議參考上述
討論方向修訂之。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綜觀上述各國標準及我國標準差異分析，由於我國標準係參考日
本標準 JIS T 8137:1982 制訂。目前日本標準已廢止，惟基於保護消費
者使用安全性考量，在符合我國條件及適用範圍下，提出以下幾點作
為我國標準未來修訂參考方向：
1. 在適用範圍方面，世界各國標準若種類包含面甲型及頭盔型，即防
護範圍包含整體臉部，通常列為一般及競賽用機車及其乘客與競賽
用汽車使用，較適於要求使用在道路駕駛，建議參考歐洲 ECE 及
EN 標準，增加要求光學性質—對信號燈的辨識及光譜穿透率(波長
介於大約 500nm~650nm)等二項測試項目。
2. 在光學性質—平行度(又稱稜鏡度差異、稜鏡率、稜鏡折射率等)方
面，各國標準要求最多不能超過 0.25△，有些要求較寬鬆甚至可以
到 1.0△，而我國標準要求最大為 0.16△，較所有比較的國家標準
更為嚴格，為求與國際接軌，因此建議可以下修到 0.25△，與各國

47

標準要求相當。
3. 在機械性測試（強度、耐寒試驗）方面，因為低溫條件下鏡片材質
容易脆化，因此測試條件較常溫更為嚴格，建議參考歐洲 ECE 標
準，僅保留低溫狀態的耐寒測試而省略常溫狀態的強度測試。
4. 機械性測試（強度、耐寒試驗）的合格判定條件，我國標準針對面
甲型和頭盔型為不得產生小於 60 度之尖銳碎片、測試鋼錐不得在
試驗後因穿透而固著於面罩上、護眼組件不得有自支持點脫離之情
形相較於國外標準僅要求不得產生小於 60 度之尖銳碎片，我國標
準較為嚴格。關於後二項合格判定基準，考量眼睛防護具並非防護
頭盔必要裝配，建議刪除之，參考歐洲 ECE 標準僅保留不得產生
小於 60 度之尖銳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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