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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緣起與目的：
「正字標記」一個值得消費者信賴的商品保證，不僅象徵廠商對品牌製造
榮耀和信譽保證，還有對顧客交出高品質商品之責任。目前正字標記業務制度
面及實際執行面仍有發展空間，參酌世界各國產品自願性認證制度相關配套措
施，探討正字標記發展面臨的問題，提出建議與改善措施，期盼正字標記業務
行之久遠，幫國內廠商建立良好的品質認證制度。
本計畫擬從突破正字標記發展瓶頸的概念，透過蒐集各國驗證制度等相關
資料，瞭解其政府扮演之角色，同時分析我國自願性驗證制度現況，以歸納出
符合我國國情之調整方針與建議，爰希冀達成以下研究目的：
(1) 彙整各國自願性認證相關理論，以及整理相關標準之文獻，以增加對自願
性認證領域知識之完備。
(2) 蒐集各國自願性認證制度內容，瞭解各國政府機關在自我認證制度扮演之
角色，以確實因應國際間自願性認證制度趨勢。
(3) 進行我國自願性認證制度推動研析，並分析國內正字標記驗證制度推動現
況及主管機關正字標記制度推動做法。
(4) 從其他各國自願性認證制度的規劃，研擬正字標記推展策略。

（二） 研究方法與過程：
本研究係以國際間政府機關在廠商自願性認證制度扮演之角色探討為主
軸，並以文獻、比較、分析、調查等方式進行研究。研究過程以發現問題、設
定目的、資料蒐集及閱覽與整理為開始，而後彙整各國自願性認證制度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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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整理「實驗室」
、
「檢驗機構」
、
「產品驗證機構」
、
「管理系統驗證機構」及「人
員驗證機構」等認驗證系統，進行描述、分類與詮釋。接著蒐集我國、歐盟、
美國、日本及法國等各國自願性認證制度內容，瞭解各國政府機關在廠商自願
性認證制度扮演之角色，以確實因應國際間自願性認證制度趨勢。說明如下：
1. 文獻分析法
整理當前世界各國有關驗證制度之理論文獻、政府能力運用論述，並蒐集
分析歐盟美日等先進國家之商品驗證管理機制資料，以期對各國政府於商
品自願性驗證制度中所扮演角色取得初步認識。
2. 比較分析法
透過解析文獻瞭解我國與歐盟美日等國之制度概況後，就各國商品自願性
驗證法規、符合性評鑑程序、及後市場監督作為等方面進行比較，並探討
各國驗證制度施行之背景因素及優缺點。
3. 意見分析法
依據文獻探討及比較分析結果，以瞭解國內驗證單位、檢測認驗證機構、
產製商對我國驗證制度之觀點或其他修正意見，做為本計畫研提我國產品
自願性驗證制度精進策略之重要參考。
（三）研究發現與建議：
另進行我國正字標記制度推動研析，分析國內正字標記制度推動現況及主
管機關正字標記制度推動做法；探討影響正字標記制度之關鍵因素；進而瞭解
正字標記認證過程可能潛在相關問題及因應對策，提出適用發展正字標記的措
施，最後提出 16 項正字標記推展策略建議。總結正字標記業務兩大發展主軸：
「對內-開大門，走大路」，「對外-打開心胸與國際接軌」。建議主管機關可朝
下列之方向規劃以突破目前推展之困境：
（1）爭取政府採購規範得指定採用正字標記產品及相關優惠措施。
（2）持續加強正字標記宣導與推廣。
（3）運用符合性評鑑體系相關資源，增加驗證能量及利與國際相互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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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運用符合性評鑑體系相關資源，增加驗證能量及利與國際相互承認。
（5）調適正字標記審查管理機制，增加驗證計畫種類及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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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緣起與目的
一、研究緣起
「正字標記」是我國目前推行最悠久之自願性驗證標章，經濟部標準檢驗
局為建立國內產業標準化體系，落實國家標準的實施，依據「標準法」之授權，
於民國 40 年訂定「正字標記管理規則」
，開始實施產品品質之驗證制度「正字
標記」
，展開了台灣自願性產品驗證制度之開端，並藉由正字標記推行國家標準
（CNS）
。早期台灣產品驗證制度僅有正字標記(CNS 國家標準)，實施的目的是
為了讓消費者經由辨識正字標記簡易地購得優良產品，權益因而獲得保障。而
要通過正字標記的驗證，廠商所生產製造的產品品質必需符合我國國家標準，
且其生產製造工廠採用之品質管理系統，亦須符合標準檢驗局指定品管制度品
質保證制度，標準檢驗局每年還會不定期抽檢，以確保品質之穩定性。著眼的
效益在於(1)彰顯產品品質符合國家標準，品質管理標準符合 ISO 9000 國際品
質管理系統的要求；(2)藉由正字標記的「品質保證」，爭取顧客的信賴，提昇
企業及產品的競爭力，拓展市場；(3)消費者只要辨識正字標記，即可購得安全
可靠的優良產品，消費者權益獲得保障；(4)採購規格指定為正字標記，可保障
採購規格之妥善、週延性及驗收便利性。
「正字標記」一個值得消費者信賴的商
品保證標示，不僅象徵製造商對自家品牌製造榮耀和信譽保證，還有對顧客交
出高品質商品之責任。走過將近 70 年的時光，
「正字標記」烙印人心，是國人
不可磨滅的深層記憶。但是，隨著時代的演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管理之
所需，就其主管業務推動相關驗證標章，常見的標章有 ISO 品質認證、環保署
的綠色標章、農委會 CAS 認證、經濟部的食品 GMP 標章、衛生署的藥品 GMP 標
章、節能標章、綠建材標章及臺灣制產品 MIT 微笑標章等。各項產品自願性驗
證標章推陳出新，琳瑯滿目，製造商各就產品驗證需求做相關驗證標章，正字
7

標記已不再是製造商自願性驗證唯一需求。在各項驗證標章如雨後春筍般推出
之際，老牌老字號的「正字標記」如何重新站穩腳步，奪回昔日榮耀，值得探
討。

二、研究目的
所謂正字標記，係我國政府為推行中華民國國家標準實施之驗證制度，為
品質保證之驗証標記，證明使用本標記之商品品質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而
生產工廠之品質管理系統符合品質保證制度。揆諸世界各國針對國內市場商品
之管理手段，也有類似之驗證標記，如美國的 UL 標記、日本 JIS 標記、德國
的 GS 標記、法國 NF 標記、加拿大的 CSA 標記、英國的 BS 標記…等。正字
標記是標準檢驗局依法核准使用之產品優良品質的標記，與其他行政機關為了
推廣優良農產品、畜產品（CAS）或實施工廠良好作業規範（GMP）等特定政
策目的，以行政命令所規範者不同。由於採購法第 26 條、WTO 政府採購協定
第 6 條第 3 項之規定，及廠商申請正字標記亦非屬強制性質，任何機關目前辦
理採購，如以正字標記作為規格標示，仍應允許使用同等品。在借鏡他國產品
自願性驗證制度，重新檢討本國正字標記業務，提出革新事項，讓正字標記更
符合廠商自願性驗證需求，同時，政府應以消費者的立場考量，儘速將各種、
各類標章作有效整合，建立單一化、簡單明瞭的標章制度，讓民眾能輕易地選
擇合宜且有保障的優良產品，同時落實驗證制度，確實為與民生相關產品的品
質把關，以提升國內商品管理之品質與效率，以恢復民眾對自願性驗證產品的
信心。
在上述背景下，本研究擬達成之目標如下：
1. 歸納產品驗證制度之理論文獻，與我國正字標記發展歷程。
2. 整理歐盟、美國及日本等先進國家之產品自願性驗證管理制度（含法規面、
符合性評鑑制度及後市場監督模式）。
8

3. 探討我國商品驗證制度及目前國內驗證標章資源推展運用情形。
4. 分析當前各國商品自願性管理趨勢及後市場監督手段。
5. 根據上述研究結果提出我國自願性驗證制度建議。

1-2 研究內容與方法
一、研究內容
本研究對外著重在探討各國政府於商品自願性驗證制度所扮演之角色，以
及在國內各種自性驗證驗證標章群雄並起的情況下，正字標記驗證制度可能之
精進方向。研究內容包含：
（一）整理當前產品驗證制度之理論文獻與我國正字標記發展之歷程，並探討
在國內各式驗證標章競爭下，推動正字標記業務的策略模式。
（二）蒐集歐盟、美國及日本等先進國家之商品自願性驗證制度，包含商品管
理法規、符合性評鑑制度之設計，以及後市場監督執行體系與執行方式。
（三）探討我國商品自願性驗證管理體系，分析商品自願性驗證制度資源運用
情形。
（四）從各類參考文獻歸納研析目前國際上商品自願性驗證趨勢及後市場監督
方式。
（五）依據上述研究結果，分析我國自願性驗證制度調整可能面臨之挑戰，並
提出修正建議與具體改革措施。

二、研究方法
為達成前述研究目的，本研究將以文獻歸納法與比較分析法，作為主要研
究方法，並輔以統計分析作為相關數據參考，方法如下：
（一）文獻歸納法
本研究主要以歐盟、美國及日本等先進國家作為研究對象，透過網路搜集
9

各國商品自願性驗證管理制度、相關法令規範、驗證產品項目、市場監督
執行體系等研究資料，彙整分析各國管理制度特點。另於立法院國會報告
文書及行政院國發會研究資料查閱我國商品自願性驗證制度，並研究歷年
國內委辦研究計畫報告，以瞭解我國正字標記驗證制度可發展的模式。
（二）比較分析法
探討我國與歐盟、美國及日本等國於商品自願性驗證管理法規及市場監督
方式之差異性，同時分析當前國際上針對商品自願性驗證管理趨勢及後市
場監督手段，並從中歸納擷取可資我國借鏡之作法。
（三）意見分析法
透過我國商品自願性驗證申請態樣與世界上其他國自願性驗證制度比較，
配合政府施政推動重點及國家標準優先辦理原則，研提我國商品自願性驗
證管理制度之修正方向與具體改革建議。

1-3 本文大綱
本文內容共分為五章陳述，各章內容安排如下：第一章：緒論，闡述本文
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第二章：國內商品驗證制度現況，介紹產品驗證標記制
度，正字標記發展過程及營運現況。第三章：歐盟美日等國之產品驗證制度。
第四章：正字標記驗證制度與他國商品驗證制度之比較。第五章：正字標記驗
證制度推展策略。第六章：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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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內商品驗證制度現況

我國《標準法》第 3 條第 1 款定義「標準」為：
「經由共識程序，並經公認
機關(構)審定，提供一般且重覆使用之產品、過程或服務有關之規則、指導綱
要或特性之文件。」另一定義則為：
「經由共識制定，並經由某一公認機構核准，
提供一般且重複使用之產品、程序或服務有關之規則、指引或特性之文件。」
標準的制定須依據科學、技術及經驗的統合結果，其目的在提高社會的最佳利
益。另外，若將標準的位階定為國家標準位階，根據〈CNS 13606〉的定義，
國家標準係指「由國家標準機構所採用，可供公眾使用之標準。」其目的為制
定及推行共同一致之標準，並促進標準化，謀求改善產品、過程及服務之品質，
增進生產效率，維持生產、運銷或消費之合理化，以增進公共福祉。根據《標
準法》第 3 條第 2 款定義「驗證」為：
「由中立之第三者出具書面證明特定產品、
過程或服務能符合規定要求之程序。」而產品驗證則是以產品為驗證對象，
〈CNS
17065〉將之定義為「對產品、過程或服務之驗證，係對符合標準與其他規範性
文件所規定要求，提供保證之一種方法。」驗證的價值係對由第三者所規定要
求事項之履行，透過公正與勝任之展現，所建立之信心與信賴程度。商品製造
商藉由商品驗證，取得驗證標記，強化消費者對製造商的信心及對其產製之商
品的信賴程度。

2-1 產品驗證標記制度
產品驗證標記制度係指由第三者出具書面及標記或標章，以保證產品能符
合規定要求的程序之制度。產品驗證主要目的在建立消費者對產品符合性之信
心，經由辨識標示於產品上之專有標記(章)，產生對產品的信賴，一方面帶給
消費者使用上之保證，另一方面創造供應者進入市場之價值，藉由有限的資源
以達到最大的經濟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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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制度之推動，對於國際貿易、工業發展、社會發展、產品形象都具有
非常正面的功能。其對於(1)國際貿易方面，可發揮之功能包括厚植廠商行銷能
力、簡化貿易作業、建立廠商銷售信譽、有效解決貿易糾紛等；(2)在工業發展
方面，具有落實工業標準化、促進技術移轉、提升企業管理績效、避免技術資
源的浪費等功能；(3)就社會發展而言，則有助於落實環境保護、公共安全政策
及保護消費者；(4)在產品形象方面，建立優良商品印象，強化消費者信心，厚
植消費者的信賴程度。
從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出版之「消費者手冊」及報章雜誌資料可看出，
我國產品驗證常被政府運用作為政策推動的工具，產品驗證性質以自願性居
多，驗證推動多委由民間辦理。政府運用產品驗證制度或輔導民間團體實施產
品驗證制度，以達到提升產品安全、衛生、環保之目的，並加強公共安全的意
識，維護市場秩序，同步拓銷國際市場。為數眾多的產品驗證制度，卻常囿於
主辦單位經費或資源不充足，而無法持續其推廣強度與廣度，為消費者所認知
並指明購買者，更是稀少。事實上，我國的認證制度，除 CNS（中華民國國家
標準、正字標記）
、ISO 品質認證、農委會 CAS 認證之外，還有經濟部的食品 GMP
標章、衛生署的藥品 GMP 標章、環保署的綠色標章、…，這些商品驗證制度其
實頗有重複或各行其是的情形，這些不同認證也造成民眾對各類認證標章印象
的模糊化，失去辨識效用，間接影響廠商申請驗證意願，使原先設計之商品驗
證制度設定的功能難以發揮。

一、名詞定義
◎ 驗證（certification）
對某一項產品、過程或服務能符合規定要求，由第三者出具
書面保證之程序。
資料來源：CNS 13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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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驗證（product certification）
對產品包括過程與服務符合規定之標準與其他規範性文件，提供保證之一種
方法。
資料來源：CNS 17065。
◎ 驗證機構（certification body）
執行驗證的機構。驗證機構可以從事自己的測試與檢驗活動，或監督其他機
構代為執行此等工作。
資料來源：CNS 17065。
◎ 產品驗證機構（product certification body）
執行產品驗證系統之機構。其所採用之驗證系統包括下列各項中之一項或多
項，這些系統可能結合生產監督、或供應者品質系統監督與評鑑、或以上兩
者，如 CNS 13293 所述：
（1）型式測試或檢查。
（2）樣本測試或檢驗，其樣本來自市場，或來自供應者庫存品、或來自以
上兩者。
（3）每件產品或某特定產品之測試或檢驗，或無論其是新的產品或使用中
的產品。
（4）分批測試或檢驗。
（5）設計鑑定。
備考：參閱 CNS 13249，可找到第三者產品驗證系統的一種模式。
資料來源：CNS 17065。
◎ 認證（accreditation）
主管機構對某人或某機構給予正式認可，證明其有能力執行某特定工作之程
序。
資料來源：CNS CNS 13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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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證機構（accreditation body）
執行與管理認證系統，並授予與認證之機構。
資料來源：CNS 13606。
◎ 認證系統（accreditation system）
具有自己的程序與管理之規則以執行認證的系統。
備考：符合性評鑑機構的認證，通常是在通過評鑑後獲得，且後續將受到適
當的監督。
資料來源：CNS 13606。
◎ 符合性評鑑（conformity assessment）
直接或間接決定是否達成相關要求的任何活動。
備考：典型的符合性評鑑活動如抽樣、測試與檢驗；評估、查證與符合性與
符合性保證（供應者聲明、驗證）；登錄、認證與認可，或以上各項
之組合。
資料來源：CNS 13606。

二、國內產品驗證資源
在產品驗證制度中，產品驗證機構是執行驗證的主體，對於驗證過程中所
需的測試、檢驗或工廠品管調查等，可自行執行，亦可委外執行，或採認專業
機構的測試檢驗結果。
在國際上，有關產品驗證機構、檢驗機構或管理系統驗證機構等應符合的
條件及運作規則，有一套共通的國際認證體系架構及相關標準（參閱圖 1）可
供遵循。該等機構為證明其符合性以提升其公信力，可向認證機構尋求認證。
同樣地，認證機構應符合的條件及運作規則，也有國際標準可為依循。
目前國內因國際貿易之所需，已成立符合國際標準的認證機構財團法人全
國認證基金會(Taiwan Accreditation Foundation，簡稱 TAF）
。在其努力之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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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室認證、管理系統認證及產品驗證機構認證陸續步入正軌。

測試/校正

檢驗

人員驗證

ILAC/APLAC

產品驗證

品質管理系統
驗證/環境管
理系統驗證

符合性聲
明

國際相互承
認架構

IAF/PAC

ISO/IEC Guide 61 整合為ISO/IEC 17011
認證機構

認證機構
ISO/IEC
Guide 65
整合為
ISO/IEC
17065

ISO/IEC
Guide 62/66
整合為
ISO/IEC
17021

ISO/IEC

ISO/IEC

ISO/IEC

17025

17020

17024

測試/
校正實驗室

檢驗機構

人員驗證
機構

產品驗證
機構

QMS/EMS
驗證機構

測試標準
產品標準

檢驗標準
產品標準

人員（技
術）標準

產品標準
ISO 9001

ISO 9001
ISO 14001

物質、材料
、產品樣本

產品、工廠

技術人員
、檢查人員

產品、製程

組織的管理系
統

ISO/IEC
17050

認證

符合性評鑑機構
驗證
登錄
測試

產品標準

評鑑對象

圖 1 國際認證體系架構及相關標準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
註 1：國際實驗室認證聯盟相互承認協議(International Laboratory Accreditation
Cooperation Mutual Recognition Arrangement，ILAC)
註 2：亞太實驗室認證聯盟(Asia-Pacific Laboratory Accreditation Cooperation，APLAC)
註 3：國際認可論壇(International Accreditation Forum，IAF)
註 4：太平洋認證合作組織(Pacific Accreditation Cooperation，PAC)

三、產品認驗證機構應符合之標準
國際標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簡
稱 ISO）與國際電工委員會（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
簡稱 IEC）已針對產品驗證機構、認證產品驗證機構之認證機構必須滿足的條
件及程序發行指導文件（ISO/IEC Guide），即 ISO/IEC Guide 65 現已整合成
ISO/IEC 17065（General requirements for bodies operating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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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tification systems，執行產品驗證系統的機構之一般要求）及 ISO/IEC
17011（Conformity assessment－General requirements for accreditation
bodies accrediting conformity assessment bodies，符合性評鑑—執行符合
性評鑑機構認證的機構之一般要求）
，該等文件已成為國際相互承認的主要依據
標準。

四、產品驗證基本步驟
世界各國民俗風情不同，在不同的文化環境，不同的產品特性，不同的社
會資源下，產品驗證程序各有不同的實施程序。這些程序有四項共同的要素：
(1)要求/標準、(2)初始評估、(3)符合性鑑別及(4)後續監督。茲將此四項要素
略述如下：
(1)要求/標準：
第一要項是必須有用以評估產品符合性的要求。此要求可能定義於標準、法
規、契約、規格、規範性文件或其它被接受的形式。這些要求必須適當地反
應社會需求，同時也應是實際可行的。
(2)初始評估：
基於採購者與供應者彼此同意，要求的條文內可能會述及以何種方式來評估
與由誰來執行。測試、檢驗與其它方式等皆可為初始評估。
(3)符合性鑑別：
為了達到產品驗證的效益，必須識別那些產品已通過驗證，以及區分那些尚
未通過驗證的產品。有許多的方式可使用於上述的識別與區分，包括符合性
證書、符合性標誌與符合性敘述。嚴格管制這些識別與區分的證書、標誌與
敘述是建立產品驗證信心的重要工作。
(4)後續監督：
以監督的措施來評鑑產品持續符合要求。一般而言，這類的監督活動包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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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系統管理和市場監督，可為多個機構共同執行的組合。通常，沒有監督措
施的產品驗證，會在固定週期中重覆執行初始評估。

五、產品驗證類型
1982 年，國際標準組織(ISO)總結各國發展產品驗證所常使用的 8 種形式，
即：
(1)型式試驗：
藉由試驗一個或多個具有生產代表性的產品樣品來檢查是否符合所規定的
要求。型式試驗可提供低成本且快速的符合性保證，但無法提供持續性的保
證。
(2)型式試驗＋從市場取得樣品的後續監督：
執行型式試驗，以及自市場取得樣品來評鑑其持續性的符合性。這樣的系統
是反應產品運送過程對其符合性所帶來的衝擊。但是由於產品已經銷售至市
場上，所以對於有效預防的功能是有限的。
(3)型式試驗＋從工廠取得樣品的後續監督
執行型式試驗，以自製造地點取得樣品來評鑑其持續的符合性。這樣的系統
並不提供產品運送過程對其符合性所帶來的影響。當製造場所的數目比銷售
據點的數目少時，這種監督的成本就比市場監督的成本來得低，並且對於嚴
重的不符合現象發生時，有較大的機會在商品上市前進行處理。
(4)型式試驗＋從市場與工廠取得樣品的後續監督：
執行型式試驗，以及自市場與製造地點取得樣品來評鑑其持續的符合性。這
樣的系統一方面能反應產品運送對其符合性的衝擊，另一方面也能提供上市
前確認與解決不符合產品的機制。
(5)型式試驗＋品質系統的評估＋品質系統的監督以及從市場與工廠取得樣品
的後續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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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型式試驗與品質系統的評鑑，以品質系統以及自市場與工廠取得樣品來
評鑑其持續的符合性。這樣的系統或可根據實際的情形，將三種監督的措施
加以彈性運用，減少功能重覆的活動以降低監督所需的成本。
(6)品質系統的評鑑＋品質系統的監督：
以品質系統的評鑑作為初始評估的方式， 並仍然以其作為後續監督的方
式。在一品質系統內包含各種產品且其生產方式的管制能主控相關系列產
品，這樣的系統可能是非常有用的。
(7)批次試驗：
試驗一個或數個具統計代表性的樣品來決定其符合性。沒有品質系統或市場
與工廠取得樣品等後續的監督。這樣的系統能在產品上市前提供有效且彈性
的方式以指出不符合性的問題。然而，對持續生產的製造而言，這樣的系統
其成本可能不低。
(8)100%全數試驗：
試驗所有產品來判斷其符合性。這樣的系統之成本決定於產品的數目，而展
現出每一產品符合性的效益應是大於其所需的成本。對於試驗會造成破壞或
損傷的產品，這樣的系統則不適用。

六、產品驗證制度之功能
產品驗證標記制度所具有之功能可以由企業層面、社會層面及消費者層面
等三個構面來說明：
(一)企業層面
1、提升管理績效
驗證制度的實施，主要在要求廠商建立具有經常產製符合標準產品的能
力。要具這種能力，端賴有效管理制度的建立，包括健全公司標準化體系，
以及有效的品管制度，這些都是增進管理績效的具體方法。其次，透過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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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標誌的申請與管理，廠商所建立之品管制度可獲驗證機構專家的評估與
抽查，以評鑑是否有效並徹底實施。因此驗證制度的推動，可引導廠商，
尤其是管理制度欠佳的中小企業，建立及實施有效的管理制度，其效果則
能提升企業經營管理績效。
2、做為厚植行銷力量的利器
商品行銷決定在其需要性、品質、價格和行銷方法等幾項因素，驗證標誌
符合商品採購者及使用者的需要，造成需要的原因，最直接的方式是在政
府的法令上作規定，國外許多國家的中央或地方政府經常為確保進入所轄
領域的商品具有良好的品質或安全性能，而在其主管的法令上規定某些流
通的商品須標記驗證標誌。其次，專業採購人員、建築師以及設計工程師
也常基於品質及安全的考慮，在其採購規範或設計規範上指定具有驗證標
誌的產品。另外最終消費者在逐漸認識驗證標誌的意義之後，為了保障其
消費利益也漸以驗證標記來評鑑商品良窳，做為消費指標。
再者，由於驗證標誌有一定的知名度，故具有著名商標的廣告作用，獲得
了驗證標誌使用權，可產生品牌傘或品牌聯盟之效應，而能在短期間之內
厚植其行銷力量。
(二)社會層面
1、避免技術資源的浪費
由一個具有公信力專業機構所核發的驗證標記，能提供各界一個品質及安
全的保證，也可作為消費的諮詢和採購的參考。採購者（包括政府、大批
量採購單位、製造業者等）在進行採購的時候，可以根據某項標誌，鑑定
商品品質水準，而無需再對該產品進行驗收檢驗，因此可免去購置設備，
聘任專業檢驗人員、以及花費可觀的時間來作檢驗所導致之成本。由此可
知在某一特定區域，若能由主管單位週全規劃驗證體系，執行單位並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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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信及專業的管理，那麼在經濟活動的運作過程中，就可以避免技術資源
浪費、降低商品生產及使用的成本。
2、落實環境保護及公共安全政策
標準的制定，除了考慮產品的性能及品質之外，並兼顧大眾安全健康等因
素。因此對於產品或設備可能導致環境污染的情況，以及危害公共衛生及
安全的事項均列入標準妥加規範。這些形諸於標準的規定，透過驗證制度
的運作，可以使一些維護安全健康以及環境保護的政策更加容易推動，其
具體的方式是用法令來要求有關公共安全、工業安全、人體健康安全、以
及環境保護有關的「產品」、
「設備」、
「程序」或「方法」必須取得驗證標
誌使用權。因此驗證標誌具有落實上列社會政策的功能。
(三)消費者層面
1、具有保護消費者的功能
在生產體系中，商品的最終接受者是一般消費者。一般而言，消費者並不
具備專業知識，也不可能擁有試驗設備，因此接納產品時，難以很客觀而
有效地判斷產品之好壞；例如油漆是否有毒、電器是否安全、食品是否衛
生、用品是否衛生、用品是否耗費能源…等。但是如果在一個標準化體系
健全且驗證制度運作良好的社會裏，消費者儘可放心地將專業性及技術性
的評斷委授與驗證標誌。
因為驗證標誌可以向消費者保證某項商品已經符合標準。因此可以充當可
靠的消費諮詢。在健全的標準化體系之下，驗證標誌代表品質保證、代表
人體及財產安全的保證、代表能源使用的經濟性、代表環境的保護、代表
零組件的互換性、也代表效用金錢值最佳化。所以消費者在選購商品時，
僅僅需要在設計、顏色、以及價錢上作主觀性的考量，其餘有關技術、品
質、和安全事項儘可留給主管驗證標誌的機構來作評斷，因此驗證標記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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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消費者保護的功能。

七、商品驗證制度之性質
依據產品驗證制度之性質，可分為自願性、強制性及服務性(委託性)三種，
分述如下：
(一)自願性產品驗證制度：業者廠商依據自由意願，向驗證機構申請之產品驗
證標記。
(二)強制性產品驗證制度：業者廠商依據政府公佈之商品或服務之品目，以及
政府制訂之驗證標準接受產品驗證審查。審查合格者由政府頒予一份證明文件
及專有標記，以核准該產品之製造、進口或銷售。
(三)服務性產品驗證制度：基於買賣雙方要求，委託公正之第三者進行品質鑑
定。

八、國內實施驗證制度概況
CNS13606 對「驗證」之定義為「對某一項產品、過程或服務能符合規定要
求，由第三者出具書面保證之程序」
。目前國內政府部門實施驗證制度概況彙整
如(表 1)，民間機構實施驗證制度概況彙整如(表 2)。

表 1 國內產品驗證制度彙整表(政府部門)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驗證標章

目的說明

正字標記
(自願性)

為推行共同一致的標準，鼓勵廠商生產符合國
家標準(CNS)的產品

法定度量
衡器型式
認證及檢定

提高產業科技發展、確保市場交易公平、維護
公共安全、環境保護、醫療衛生及公務檢測量
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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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性)
商品驗證
登錄
(強制性)
自願性產品
驗證制度
(自願性)

促使商品符合安全、衛生、環保及其他技術法
規或標準，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經濟正常發
展
為縮短產品申請強制性驗證時程、提供廠商多
元化產品驗證服務、健全國內產品驗證產業、
增加消費者信任度
經濟部工業局

食品良好
作業規範
GMP
(自願性)

強化業者自主管理體制，確保加工食品品質與
衛生，保障消費者及製造業者之共同權益，進
而促進食品工業整體之健全發展

奈米標章
(自願性)

配合國家型奈米計畫的發展、保護消費者權
益、鼓勵優良廠商永續經營、提升產業國際競
爭力

台灣製產品
微笑標章
MIT
(自願性)

協助內需型、競爭力較弱、易受貿易自由化衝
擊之產業拓展內銷市場，提升消費者對台灣製
產品之認同
經濟部商業司

GSP 優良服
務作業規範
(自願性)

協助企業提升服務品質，強化商業服務業業者
自我提升能力，進而促進整體商業的健全發展
經濟部能源局

節能標章
(自願性)

為推動節約能源、鼓勵廠商生產節約能源之高
效率商品及促使消費者優先選用節能產品
經濟部水利署

省水標章
(自願性)

為推動節約用水、鼓勵廠商研製省水器材及消
費者愛用省水標章之產品
行政院衛生署

GMP 藥品優
良製造規範
(強制性)
醫療器材

為確保藥品之安全性及有效性，提升國內製藥
工業之技術及藥品品質，保障國民健康
僅核發證書

確保國人健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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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驗登記
(強制性)
含藥化粧
品查驗登記
(強制性)
健康食品
標章
(自願性)
食品藥物管
理局 TFDA
(強制性)

僅核發證書

確保國人健康安全

加強健康食品之管理與監督，維護國民健康，
並保障消費者之權益
管理用於監控疾病進程、後續追蹤治療，居家
自我健康管理常見的醫療器材

CAS 優良
農產品證
明標章
(自願性)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提昇國產農水畜林產品及其加工品的品質水準
和附加價值，以保障生產者和消費大眾共同權
益，並和進口農產品區隔，提昇國產農產品的
競爭力

鮮乳標章
(自願性)

為提升生乳品質，並促使業者確實以國產生乳
產製鮮乳，及保障消費者權益

台灣黃金
雞標章
(自願性)
海宴精緻漁
產品證明標
章
(自願性)

加強國產雞肉與進口產品之市場區隔

為提昇漁產品品質，維護生產者及消費大眾之
共同權益，並確保產品之衛生安全
行政院環保署

環保標章
(自願性)

推動可回收、低污染、省資源之環保理念，鼓
勵消費者愛用環保標章產品

能源之星
標章
(自願性)

鼓勵企業界及民眾節省能源開支，進而減少二
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
財政部國庫署

酒品認證
標章
(自願性)

提升酒品之衛生安全和品質，維護生產者、販
賣者及消費者之共同權益
內政部營建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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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新技術
新工法新設
備及新材料
認可制度
(強制性)

核發認可通
知書

為達到建築管理目的，激發產業界對於新材
料、新技術、新工法、新設備的發展，以帶動
整體建築產業的進步及提升競爭力
內政部消防署

防焰性能
認證
(強制性)
爆竹煙火認
可標示制度
(強制性)
消防機具器
材及設備認
可制度
(強制性)

防止火災擴大延燒，確保國人健康安全

核發認可通
知書

預防災害發生，維護人民生命財產，確保公共
安全

核發認可通
知書

為確保消防機具、器材及設備之產品品質，達
到設置消防安全設備之預期功能
內政部建研所
評鑑建築物、場所，其軟、硬體是否善盡防火
避難之責任與管理者之知識技能，確保災害發
生時能有最恰當的因應措施，以及災害發生後
有定額的意外保險保障
為使一般社會大眾瞭解綠建築涵義，易於識別
選購綠建築，並鼓勵建商、建築師及相關業界
投入興建綠建築
為追求舒適健康室內居住及永續地球環境，提
升國人生活品質，防止不良建材進口，加強建
材健康管制，協助國內建材產業轉型
促使我國建築自動化之技術更快速的成長與應
用，使建築物之管理更具人性化與智慧化，進
而延長建物之壽命，節省能源、節約人力，並
降低建物日後之營運費用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公共場所
防火標章
(自願性)
綠建築標章
(自願性)
綠建材標章
(自願性)
智慧建築
標章
(自願性)

電信終端
設備審驗
(強制性)
電信管制射

為健全電信發展，增進公共福利，保障通信安
全及維護使用者權益
審驗合格

維持電波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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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器材審驗
(強制性)

標式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航空器設計
製造適航驗
證
(強制性)

審驗合格
標式

保障飛航安全，健全民航制度，符合國際民用
航空標準法則，促進民用航空之發展
交通部

車輛型式安
全及品質一
致性審驗
(強制性)
車輛零組件
型式安全及
品質一致性
審驗
(強制性)

審驗合格
證書

維護道路交通安全

審驗合格
證書

維護道路交通安全

行政院勞工委員會
危險性機械
設備審驗
(強制性)
核能同級品
零組件檢證
(強制性)

審驗合格
證書

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勞工安全與健康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由於合格的核能級零組件製造商逐漸減少，核
審驗合格
能電廠持照人(以下簡稱為持照人)需要採購經
證書
檢證為核能同級品之商業級零組件，作為安全
相關系統之應用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表 2 國內產品驗證制度彙整表(民間)
驗證標章
瓦斯器材
安全標章

台灣區瓦斯器材工業同業公會
目的說明
維護公共安全及提供產品責任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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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
財團法人台灣玩具暨兒童用品研發中心
安全玩具
標章（ST）
(自願性)

保障兒童的健康與安全
財團法人鞋類暨運動休閒科技研發中心及產業公會

台灣製鞋
品標誌
(自願性)

提升產品競爭力及保障消費者權益
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

優質混凝
土驗證
(自願性)

提升國內混凝土工程之品質
台灣光觸媒產業發展協會

光觸媒標章
認證制度
(自願性)

保護消費者權益
新竹米粉商業同業公會

新竹米粉
標章
(自願性)

防止低劣仿冒品充斥，嚴重打擊新竹米粉品牌
信譽
中華民國養羊協會

羊乳標章
(自願性)

為穩定乳羊產業，推廣誠信與衛生安全羊乳
品，保障廠農與消費者權益

台灣土雞
標誌
(自願性)

中華民國養雞協會
為促進台灣土雞產業之發展，輔導台灣土雞業
者建立優良土雞品牌，並維護生產者與消費者
之共同權益
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

國產優良
黑毛猪肉
標章
(自願性)

為降低國外畜產品進口所造成之衝擊，提昇產
品價值、區隔市場，並讓消費者買的放心、吃
的安心
財團法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產業用紡
織品證明
標章

降低貿易及消費之糾紛，並達公平貿易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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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
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
機能性紡織
品驗證標章
(自願性)

協助業者行銷及拓展市場，使國內外買主及消
費者經由此驗證標章可辨明機能性紡織品
財團法人電機電子環境發展協會

中華民國電
機電子產品
檢驗認證制
度(CED)
(自願性)

在全國標準體系下，參與國家標準之制定、推
廣，繼續協調工業界制定團體標準並應用及從
事國際及國內之各類標準活動
社團法人國家生技醫療產業策進會

國家品質標
章
(自願性)
健康補助食
品認(THSFA)
(自願性)
品牌水果標章

生技醫療升級，全民健康加分
中華民國健康食品協會
中華民國健康食品協會結合了產、官、學界所
共同研擬出的一個標準認證規章，確保人民能
夠吃得更保健
國產優良品牌水果標章，代表生產安定品質安
定出貨安定最高品質保證

註：食品 GMP 認證、酒品認證標誌、光觸媒標章認證制度、健康補助食品認證及中華民國電
機電子產品檢驗認證制度之「認證」，皆為「驗證」之意。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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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上述 50 個產品驗證制度，可發現其發展具有以下之特色：
1、政府主管機關運用「產品驗證」來推動政策
在 50 個產品驗證制度中，有 36 個是政府為推動某項政策而以產品驗證作
為工具。例如早在民國 40 年即已開始實施的「正字標記」
，是經濟部標準
檢驗局為推廣我國國國家標準而實施的產品驗證制度；
「環保標章」及「能
源之星」是行政院環保署為推動環保及節能政策，參考國外作法所衍生出
的產品驗證制度；為因應我國加入 WTO，市場必須逐步開放之發展趨勢，
更有不少單位針對個別產品推動產品驗證制度，以協助國產品達到市場區
隔的目的，「台灣黃金雞標章」即屬此類型。
2、產品驗證制度以自願申請者居多
在 50 個產品驗證制度中，除了基於安全、衛生、公共安全、公眾網路接續
需要等理由，政府以強制性要求業者之產品需接受驗證外，其餘都屬自願
性質。由於強制產品需接受驗證方可於市場上銷售、流通之作法，對業者
而言，將因此而增加檢驗費用支出及延長產品上市時間，對產品流通或國
際貿易都可能造成負面影響，故在許多先進國家，已開始朝民間自律方向
推展，也就是由民間負起維護產品安全的最大責任。在此認知下，即使政
府部門經常以驗證作為政策推動工具，但通常是以自願性方式，鼓勵業者
自主性申請。

我國現階段實施之產品驗證作業主要區分為強制性與自願性兩大類，政府
在基於安全、衛生及環保等目的而對特定產品所實施的檢驗驗證即為強制性驗
證，而某些產品因業者為表彰其產品品質、信譽之目的下而採行之驗證即為自
願性驗證作業。
就我國政府所實施之產品驗證標記作業，包含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之商品檢
驗制度(即進口產品及國內市場銷售商品所實施之驗證)、優良肉品 CAS、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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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ST 標誌、優良食品 GMP、環保標章、節能標章、省水標章、CNS Mark 正字
標記制度、CED 產品驗證標誌、TGAS 標記、商品合格標識、優良藥品 GMP、電
信終端設備審驗標記等產品驗證標記制度。於前述之產品驗證制度中，經濟部
標準檢驗局主管之商品檢驗制度及交通部電信總局主管之電信終端設備審驗標
記屬強制性外，其餘均為自願性驗證範圍。我國政府所採取之強制性驗證標準，
原則上若 CNS(國家標準)已有規定，即以 CNS 為驗證標準，未規定者則採取如
ISO、IEC 等國際標準或由各主管機關依產品類別另行制定之標準來執行檢驗。

2-2 正字標記發展緣起及目前營運現況

一、 正字標記發展緣起

正字標記驗證制度係為推行我國國家標準（CNS），自民國 40 年起實施的
產品驗證制度，主要藉由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核發之正字標記，以彰顯其產品品
質符合國家標準，且其生產製造工廠採用之品質管理系統，亦符合國際規範之
品質保證制度；使生產廠商藉正字標記之信譽，爭取顧客信賴以拓展市場；消
費者亦可經由辨識正字標記簡易地購得合宜的優良產品，權益因此獲得保障。
正字標記驗證制度發展歷程如表 3。推行國家標準實施正字標記驗證的依據：
(一)依標準法第 10 條規定，標準檢驗局為推行國家標準或廠商申請，經審查委
員會審議，選定國家標準項目，實施正字標記驗證業務。
(二)依標準法第 11 條規定，標準檢驗局對選定之國家標準項目，得依廠商之申
請實施正字標記驗證；經驗證合於驗證條件及程序者，得核准其使用正字
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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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正字標記驗證制度發展歷程
認識正字標記
日期

重要紀事說明

民國 20 年 12 月

由前實業部設立工業標準委員會，因囿於局勢，工作未能順
利開展，由全國度量衡局兼辦標準業務。

民國 32 年 12 月

經濟部工業標準委員會恢復設置。

民國 33 年 6 月

公布第一批國家標準，如：CNS 1 等比標準數、CNS 2 標準
直徑、CNS 3 工程製圖、CNS 4 限界與配合。

民國 35 年

公布「標準法」。

民國 36 年

合併工業標準委員會與全國度量衡局，成立經濟部中央標準
局，負責執行我國標準化工作，並公布「國家標準制定辦
法」。

民國 40 年

發布「正字標記管理規則」，正字標記圖式 ㊣。

民國 77 年

修正「正字標記管理規則」，使用正字標記新圖式。

民國 81 年

修正「正字標記管理規則」，增列產品應國外市場需要之正
字標記圖式。

民國 84 年

修正「正字標記管理規則」，調整品管評鑑制度改採 CNS
12680（ISO 9000）系列品質保證制度。

民國 85 年

修正「國家標準制定辦法」。

民國 86 年

修正「標準法」。

民國 87 年

修正「國家標準制定辦法」發布「標準法施行細則」
修正「正字標記管理規則」，統一機關名稱用語，並因應加
入 WTO 進行國際化調適。

民國 88 年 1 月

組織改制，標準業務歸併「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民國 89 年

修正「正字標記管理規則」，因應 WTO 符合國民待遇原則，
刪除適用國外之正字標記圖式發布「正字標記規費收費準
則」。

民國 90 年

1. 發布「申請正字標記作業規範」，明確規範驗證模式、作
業程序及相關程序之時效。
2. 開放國外廠商申請正字標記。

民國 91 年

修正「正字標記規費收費準則」，明定臨場監督費之規定及
修正正字標記產品檢驗項目及收費明細表。

民國 92 年

修正「正字標記管理規則」，納入認可品質管理驗證機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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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正字標記
日期

重要紀事說明
試驗室之規定 。

民國 93 年

修正「正字標記管理規則」，刪除國家標準 CNS 12682 驗證
規定，明定國外申請者得委任國內代理人規定。

民國 94 年

修正「國家標準制定辦法」，「中國國家標準」名稱修正為
「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民國 96 年

1. 修正「國家標準制定辦法」，增加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提
供或編擬國家標準草案之規定。
2. 修正「正字標記管理規則」
，納入第三者驗證機構之規定。

民國 97 年

修正「正字標記管理規則」，修正廠址遷移作法。

民國 98 年

修正「申請正字標記作業規範」，有關正字標記廠商廠址遷
移問題，由重新申請改採換證方式辦理。

民國 101 年

修正「正字標記規費收費準則」，將換證費用調整為新臺幣
五百元。

民國 102 年

修正「申請正字標記作業規範」，新增正字標記廠商產品最
近連續五年無不合格檢驗紀錄者，得為二年執行一次之作
法。

民國 103 年

修正「正字標記管理規則」，刪除現行條文「複核」機制，
簡化現行之檢驗程序。

民國 106 年

1. 修正「標準化獎勵辦法」，因應實務需求調整獎勵作業辦
理頻率規定，並暫停辦。
2. 修正「正字標記品質管理驗證機構認可作業要點」。

民國 107 年

1. 修正「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國家標準審查委員暨國家標準技
術委員遴聘作業要點」，新增遴聘委員條件及解聘規定。
2. 修正「正字標記規費收費準則」，增訂正字標記認可品質
管理驗證機構相關規費之計收。
（資料來源：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http://www.cnsmark.tw/company/news_detail.asp?UI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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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字標記目前營運現況
(一)正字標記產品驗證制度
1、正字標記之定義、目的及功能
(1)定義：正字標記驗證制度係我國為推行國家標準，自民國 40 年起實
施之產品驗證制度。
(2)目的：彰顯產品品質符合我國國家標準，且其生產製造工廠採行之品
質管理，符合國際規範之品質保證制度。
(3)功能：生產廠商爭取顧客信賴以拓展市場，消費者購得合宜的優良產品， 權
益獲得保障。
2、正字標記圖式及標示法
(1)正字標記圖式：
由我國國家標準(Chinese National Standards)之英文簡稱「CNS」及
中文符號「㊣」組成，標示如圖 2 所示：

圖 2 正字標記圖式
（2）圖式之稱呼：
‧中文－CNS 正字標記
‧英文－CNS Mark
（3）標示法(圖 3)
廠商使用正字標記應依下列規定標示：
‧將正字標記圖式，連同證書字號，標示於正字標記產品之顯著部位。
‧證書字號並應標示於圖式正下方最近位置，二者形成一體之視覺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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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產品上無法標示時，應在其包裝或容器上標示；其為散裝者，應於
送貨單上標示。

圖 3 正字標記標示
3、正字標記核准要件
正字標記驗證制度係自願採行性質，以生產製造工廠為申請對象，凡經合法
設置的國內外製造商，其產製的產品符合國家標準者，均可申請使用正字標
記；惟經銷商、貿易商或代理商因本身並無生產製造工廠，未納入受理申請
使用正字標記之對象。准予使用正字標記之要件如下：
(1)工廠品質管理經評鑑取得國家標準 CNS12681(ISO 9001)品質管理系
統之認可登錄。
(2)產品經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或其受託機關(構)、認可機構，依 CNS 規
定實施檢驗，符合國家標準。
4、正字標記品目
(1)正字標記品目公告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依職權或廠商申請，選定國家標準項目，報經國家
標準審查委員會審議後，得公告為正字標記品目。
(2)公告為正字標記品目之審查基準
1 產品已制定有國家標準(CNS)者。
○
2 產品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且本局或經本局認可之檢驗機構，具執行
○
國家標準規定檢驗項目之設備與能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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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與公共利益有關之產品。
b. 已經由法規立法規範與公共安全、社會福利、環保、人體健康
有關之產品（如防火門、防護目鏡、機車用防護頭盔、太陽能
熱水器等）。
c. 經由獲准使用正字標記可提供消費者有關生產廠商之可信賴度
及維持品質能力認可證明者。
5、正字標記管理
管理的目標主要在於確認工廠具有穩定生產製造符合國家標準產品的能
力，包括下列事項：
(1)工廠品管追查
不定期實施工廠品管追查，每年至少應實施一次。
(2)產品檢驗
不定期在市場採購樣品，或向廠商抽樣，實施產品檢驗每年至少應實
施一次，最近連續五年無不合格檢驗紀錄者，得為二年執行一次。
(3)停止生產報備
生產製造工廠停止正字標記產品時，應於停止之次日起三個月內，報
備其停止原因及期限。
(4)配合國家標準修訂改正
國家標準經修訂或廢止後適用其他國家標準者，生產製造之廠商，於
六個月內，依照修訂或新適用之國家標準改正之。

(二)正字標記歷年推行狀況
我國為建立國內標準化體系，落實國家標準實施，自民國 40 年起即實施正
字標記驗證制度，以提升國內產業技術水準及產品品質。惟近年來，國內
強調品質理念之驗證標記紛紛崛起，並受政府採購未能直接指定正字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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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無檢驗優惠措施等影響，加上因國內產業結構轉型，部分廠商隨產
業供應鏈體系外移之影響，使整體申請正字標記之意願逐漸式微，正字標
記歷年推行狀況，詳如表 4 及圖 4。
表 4 民國 93 年至民國 108 年正字標記推行狀況表
年別
項別

93
年

94
年

95
年

96
年

97
年

98
年

廠商
638 620 626 622 616 637
(家)
產品
1980 1957 1939 1904 1897 1947
(件)
註：108 年度數據統計至 108 年 9 月

99
年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630

647

650

669

691

685

690

683

674

672

1930

1974

1980

2021

2064

2091

2085

2073

2002

1992

（資料來源：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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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民國 93 年至民國 108 年正字標記推行狀況圖

統計數據再往前推，民國 77 年至民國 92 年，正字標記推行狀況如表 5 及
圖 5 所示。由表 4 和表 5、圖 4 及圖 5 兩份數據比較，可以看出在民國 84 年前
正字標記申請廠商及申請件數是逐年增加，民國 84 年來到最高峰，當年(民國
84 年)申請廠商 973 家，申請件數 2,929 件，之後逐年下滑。此一具口碑、優
秀且歷史悠久之正字標記驗證制度，正面臨申請廠商數目及產品證書數逐漸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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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民國 77 年至民國 92 年正字標記歷年推行狀況表
年別
項別

廠商
(家)
產品
(件)

77
年

78
年

79
年

80
年

81
年

82
年

83
年

84
年

85
年

86
年

87
年

88
年

89
年

90
年

91
年

92
年

756

797

845

876

892

923

940

973

916

879

811

732

725

688

665

633

2608

2634

2767

2815

2832

2884

2886

2929

2464

2379

2298

2191

2215

2099

2059

1993

（資料來源：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圖 5 民國 77 年至民國 92 年正字標記歷年推行狀況圖

滑之狀況，截至民國 108 年 10 月底止，經核准使用正字標記廠商有 672 家，正
字標記產品有 1,992 件，開放正字標記產品項目數有 725 種，正字標記品目類
別計有：(1)土木工程及建築類、(2)機械工程類、(3)電機及電子工程類、(4)
機動車及航太工程類、(5)軌道工程類、(6)造船工程類、(7)鐵金屬冶煉類、(8)
非鐵金屬冶煉類、(9)化學工業類、(10)紡織工業類、(11)礦業類、(12)農業食
品類、(13)木業類、(14)紙業類、(15)陶業類、(16)日常用品類、(17)衛生及
醫療器材類、(18)工業安全、包裝、一般及其他類等 18 項，各類別申請廠商家
數及產品申請件數，詳如表 6 及圖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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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正字標記各類別申請廠商家數及產品件數
正字標記管理產品類別
工廠家數(家)
總計
672
土木工程及建築
193
機械工程
61
電機及電子工程
140
機動車及航太工程
8
軌道工程
0
造船工程
0
鐵金屬冶煉
68
非鐵金屬冶煉
3
化學工業
98
紡織工業
1
礦業
0
農業食品
0
木業
1
紙業
33
陶業
92
日常用品
28
衛生及醫療器材
7
工業安全、包裝、一般及其他
28

產品件數(件)
1,992
495
132
335
13
0
0
184
4
340
1
0
0
1
73
306
44
7
57

資料來源：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圖 6 正字標記各類別申請廠商家數及產品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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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正字標記驗證制度遇到的瓶頸
目前國內除正字標記產品驗證標記外，其餘主要與品質管理相關之驗證標
記(章)有：商品驗證登錄、台灣製產品微笑標章 MIT、優良肉品 CAS、玩具安
全 ST 標誌、優良食品 GMP、環保標章、節能標章、CED 產品驗證標誌、TGAS
標記、電信終端設備審驗標記等。各行政機關就其管轄的業務範疇，及民營機
構團體就其成立宗旨，亦推行各式各樣品質保證或產品驗證之標章，詳見表 1
及表 2，各標記(章)分別具有各自強調之訴求，產品領域亦頗為明確各具特色，
使得正字標記驗證制度面臨嚴苛之競爭。廠商為強調自家產品符合各項驗證制
度的要求，需做多項驗證標章申請，廠商負擔成本增加，造成國家、社會資源
的浪費，同時多項驗證標章未能深入介紹，亦使消費者在購買商品時不知何種
標記才是符合其真正需要者。
綜觀，正字標記驗證制度目前所面臨之推展困境如下：
(一)推廣面
1、未能有效提升消費者信賴度
國內目前登記有案的工廠近九萬三千家，其中核准使用正字標記之工廠僅
672 家，正字標記產品 1,992 種，適用 CNS 標準數量為 725 種，相對於現有
國家標準 12,263 種，顯然微不足道。另因受政府經費預算減縮影響，無法
有效藉助宣導效果以提振正字標記專業品質形象及公信力，致無法建立消費
者對正字標記的信賴度及提升採用正字標記產品的意願，導致廠商自行提出
正字標記驗證的意願亦相對降低。
2、消費者對正字標記認知不足，未能提升廠商申請意願
一般消費者日常接觸的商品以消費性的產品居多，正字標記消費性產品數量
相對較少，以致一般消費者對正字標記之認知不足，未能優先指定選購正字
標記產品。另早期於政府絕對公權力時期，政府單位辦理採購，採購規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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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指明採用正字標記產品，惟近年來由於社會已呈多元化，政府施政對各方
權利益均需顧及，已無法再直接指定使用正字標記產品，逐漸造成廠商申請
正字標記之意願低落，另現行政府採購各項檢驗措施亦無優惠，造成廠商欠
缺申請正字標記之誘因。
(二)制度面
1、驗證能量受限，未能有效擴大正字標記使用範圍
現行正字標記產品檢測，除部分油漆塗料類等產品係委託民間專業認證機構
執行測試外，產品檢測工作主要仍僅由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負責實施，因受限
政府經費預算緊縮影響，無法有效增購或維護檢驗設備，致正字標記產品檢
驗能量受限；且因國內認證/驗證資源逐步成熟，如何運用與整合國內各認
證/驗證資源，擴大使用正字標記驗證範圍，乃是正字標記未來面臨之重要
課題。
2、產品品目以工業性產品為主，未能滿足使用需求
早期政府推行正字標記係以促進工業標準化為目的，現行正字標記品目約有
三分之二是工業半成品、公共工程土木建築材料或機電設備等類別，而消費
性商品類別之比例相對較低，故未能完全滿足廠商使用正字標記之需求；且
因正字標記消費性產品數量少，一般消費者亦無法經由辨識正字標記簡易地
購得合宜的優良產品。
3、正字標記屬自願性驗證制度，對廠商無強制約束力
由於商品驗證錄是標準檢驗局檢驗制度的主軸，為改革舊有檢驗制度並保障
消費者權益，且致力於使商品檢驗制度得以現代化及國際化成為本局重要改
革議題，於是「商品驗證登錄辦法」就此孕育而生。標準檢驗局自民國 88
年 7 月 28 日發佈實施「商品驗證登錄辦法」以來，商品驗證登錄已成為廠
商製造銷售商品登錄驗證的主軸，且該項驗證制度屬於強制性，廠商製造銷
售應施檢驗商品必須具有商品驗證登錄後方可進入市場販售；相對於正字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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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驗證制度屬於廠商自願性驗證，對於商品進入消費市場販售，無強制檢驗
的效力，以致製造商在成本考量的情形下，申請正字標記驗證的意願降低。
4、性質相同的驗證制度崛起，分散廠商申請正字標記意願
國內各種驗證標記如食品 GMP、CAS、ISO 9000 等紛紛崛起，由於該等標
誌與正字標記強調品質理念之性質相近，導致廠商可有多重選擇方式，因而
分散廠商申請正字標記之意願。

因此為突破目前推展正字標記所面臨之困境，進而尋求重要關鍵因素以收
立竿見影之效果，對於目前面臨其他驗證標記之競爭下，參酌歐美日本等國推
行驗證制度的經驗，探討如何突破目前推展困境之重要關鍵因素，以加強企業
界與消費者之清晰且明確印象，不致與國內其它驗證標記混淆，實有進行研究
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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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歐盟美日等國之產品驗證制度

世界上各國政府為確保其國民安全與健康、提昇產品品質、進而加強其企
業競爭力，經常要求特定產品必須達到一定標準，始能上市銷售；各國政府甚
至會要求，該產品實際上是否符合所定標準，必須先行經過相關權責主管機關
或其所指定之驗證機構之驗證，並於產品行銷時必須附有此等驗證完成標記，
始能行銷。揆諸世界各國針對國內市場商品之管理手段，歐盟美日等先進國家
採「事後監督」
，由廠商自行針對商品進行符合性評鑑、確保商品符合相關標準
要求，主管機關透過各種後市場監督手段，以落實商品安全管理。本章將以歐
盟、美國及日本作為標的對象，分別探討該國商品管理法規架構、符合性評鑑
制度、市場監督管理模式及商品驗證制度，並分析各國政府於商品管理各階段
擔任之角色。
首先，要先確認以下兩個名詞「認證」及「驗證」
，不管是國內或國外，由
中立之第三者出具書面證明特定產品、過程或服務能符合規定要求之程序，都
稱為「認證」
，如食品 GMP 認證、酒品認證標誌、光觸媒標章認證制度、健
康補助食品認證及中華民國電機電子產品檢驗認證制度之「認證」
，皆為「驗證」
之意。

3-1 歐盟之產品驗證制度
歐盟關於商品安全之主要規範基礎，為水平適用於所有產品之「一般消費
商品安全指令」(General Product Safety Directive, GPSD）
，並加上二個商品個別
指令，分別為「新方案指令」(New Approach Directives）與「新法規架構」(New
Legislative Framework, NLF)，以及歐盟執委會之程序決定(Comitology Decisions)
及成員國轉化此類指令之國內規定。其次尚包含歐盟標準以及 GPSD 指令指引
手冊等各種強制性及無約束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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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規架構」就部門別商品所採行的技術調和及標準化，為創造歐洲單
一市場的基石，有助於鼓勵競爭及創新。
「新法規架構」自 2008 年修訂採行所
謂內部市場商品套案(Internal Market Goods Package)，要求成員國應規劃、公開
及實施市場監督計畫，並加強查核從第三國輸入歐盟商品之符合性。該項市場
新法規架構預計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把原有新方案有限的部門別商
品指令擴大到幾乎所有商品指令。
「Comitology Decisions」乃歐洲共同體條約明文規定，賦予執委會執行
立法之相關權限。實際上，每項立法工具皆詳細載明授予執委會的執法範疇。
例如歐盟執委會決定 Decision 1999/815 禁止玩具及育兒設備含有 6 種鄰苯二
甲酸(phthalates, 一種作為塑膠軟化劑的物質)，Decision 2006/502/EC 可抛棄式
打火機要有兒童保護裝置(CR, Child-Resistance)及禁止新奇打火機(novelty
lighter)上市銷售，Decision 2008/329/EC 磁鐵玩具應有警告標示。

一、 商品管理法規架構

在歐盟技術法規體系中，多數產品的技術立法係以指令（Directives）發布。
指令是對歐盟各成員國具有約束力的共同體法律，發布後一般會給成員國一定
期限將指令內容轉化為國內法，成員國須修訂或廢除與指令有悖的國內法律。
因歐盟由眾多成員國所組成，為調和內部技術性規範差異並保持商品自由流
通，其商品管理體系曾歷經幾次重大變動（如圖 7 所示）
。
以現行歐盟商品安全管理體系而言，主要係以「一般商品安全指令（General
Product Safety Directive, GPSD）」為其管理基礎，針對部分涉及安全之商品，另
依「新方法指令（New Approach Directives）」強制其通過安全認證並加貼 CE
標識後始能進入市場。2008 年頒布的「新法規架構（New legislative Framework,
NLF）」，更進一步強化市場商品管理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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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歐盟商品管理法令體系變遷過程（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一）一般商品安全指令（General Product Safety Directive, GPSD）
對於歐盟市場上所有流通之消費性商品，除了特定商品（例如由「新方法
指令」規範之產品，如圖 8 所示）因另於個別產品指令有相關規定外，原則上
均適用一般商品安全指令（GPSD）。商品產製者或進口商有義務確保其產品符
合一般的安全要求，產品的安全標準認定係以「歐洲標準」為主，如產品尚無
調合之歐洲標準，則依各成員國自訂之自願性國家標準，如無國家標準，則依
「歐盟執委會所提供的產品安全評估準則、個別部門產品安全準則等，依當時
科技與技術發展程度，以及消費者合理可期待之安全性加以判斷」。
GPSD 同時提供歐盟各國市場監督原則性之規範，以歐盟成員國主管機關
而言，有依照該指令擬定各國商品管理法令、透過「非食物類商品快速通報警
示制度（RAPEX 系統）」向執委會通報不安全商品、資訊揭露及回收召回商品
等義務。以商品產製者、進口商或經銷商而言，應確保產品安全、必要時應採
取預防性措施，並負有不安全產品通報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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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圖 8 歐盟消費性商品之法規適用範圍（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表 7 新方法指令適用之產品類別
指令名稱
簡易壓力容器指令 Simple Pressure-vessels
機械指令 Machinery
可移植醫療器材指令
Medical devices : active implantable
個人防護設備指令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燃氣器具指令 Gas Appliances
電磁相容指令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玩具指令 Toys safety
低電壓指令 Low Voltage
建築產品指令 Construction Products
娛樂用船隻指令 Recreational Craft
醫療器材指令 Medical Devices
鍋爐指令 hot water boilers
升降設備指令 Lifts
無線通信設備指令
Radio and telecommunications terminal equipment
壓力容器指令 Pressure Equipment
診斷用醫療器材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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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編號(現行)
2014/29/EU
2006/42/EC
90/385/EEC
89/686/EEC
2009/142/EC
2014/30/EU
2009/48/EC
2014/35/EU
89/106/EC
2013/53/EU
93/42/EEC
92/42/EEC
2014/33/EU
2014/53/EU
2014/68/EU
98/79/EC

Medical devices : in vitro diagnostic
防爆指令 Equipment for explosive atmospheres
爆破器材指令 Explosives for civil uses
非自動計量器指令
Non-automatic weighing instruments
計量器指令 Measuring instruments
載人用纜車設備指令 Cableway installations
RoHS 有害物質指令
能源產品指令 Energy-related Products
煙火.爆破裝置指令 Pyrotechnic articles
包裝材料及包裝廢棄物指令
Packaging and packaging waste
化妝品指令 Cosmetics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94/9/EC
2014/28/EU
2014/31/EU
2014/32/EU
2000/9/EC
2011/65/EU
2009/65/EC
2013/29/EU
94/62/EC
(EC) 1223/2009

（二）新方法指令（New Approach Directives，即 CE 標誌制度）
CE 標誌（CE Marking）制度是適用於歐盟國家的強制性商品檢驗制度。
歐盟於 1985 年所制定的新方法指令（New Approach Directives），改變了舊方
法指令（Old Approach Directives）中法規內容過於繁瑣的做法，僅對產品規
範基本的安全要求，技術細節則由歐洲標準化組織制定統一標準（如 ISO/IEC
17000 系列之標準）
。該指令根據產品領域別，分別制訂了低電壓設備指令、
簡易壓力容器指令、玩具指令、電磁相容性指令等，作為產品驗證制度之依
據。凡為指令規範之商品，須符合指令規定之「基本要求」，並使用 CE 標記
才得以在歐盟地區流通。
新方法指令中所規範之產品皆須符合指令規定之基本安全要求，而 CE 標
記之取得採製造業者符合性聲明方式，業者須依照指令中指定之符合性評鑑
程序評鑑產品之符合性，風險等級低之產品可由業者自行評鑑，風險等級較
高之產品，須藉由第三方驗證機構 (Notified Body) 進行符合性評鑑。產品經
證明符合相關指令之規定後，業者須發行符合聲明書(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內容載明產品製造者名稱、所在地、產品說明、符合性之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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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和標準）及聲明書署名。商品須貼附 CE 標誌後始能進入歐盟市場，業者
須保留產品技術檔案，以供主管機關查核。歐盟 CE 標誌取得程序如圖 9 所示。

圖 9 歐盟 CE 標誌取得程序
（資料來源：http://instrktiv.com/en/declaration-of-conformity/）

目前新方法指令適用之產品類別如表 7 所示，單一產品可能涉及多項指令的
要求。以電子熱水器為例，適用燃氣器具指令（GAD）（須經第三方驗證）
、低
電壓指令（LVD）（不需第三方驗證）、電磁相容性指令（EMC）（不需第三方
驗證）和鍋爐能效指令（BED）
，商品必須符合全部相關指令的規定後，才能使
用 CE 標誌。

歐盟 CE 標記在產品上市前與上市後階段進一步的介紹。
1、產品上市前階段
(1)CE 標記制度在產品上市前階段，係由製造者自行執行產品安全檢驗。各
類產品應符合「基本要求」
、適用之符合性評鑑模式、符合性評鑑程序、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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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檔案、CE 標記等皆於歐盟公布的個別指令中有明確的記載。
(2)凡流通於歐盟市場中，為新方法指令所規範之產品皆須使用 CE 標記，以
示該產品符合指令之「基本要求」
，而 CE 標記之使用須經符合性評鑑。業
者首先須決定適用之指令，其後根據指令規定選擇符合性評鑑模式，用以
評鑑其產品是否符合指令中規定之「基本要求」。產品如何符合「基本要
求」
，業者可選擇根據歐洲調和標準設計製造，或自行從技術方法上尋求符
合「基本要求」之對策。
(3)在符合性評鑑之執行方面，原則上風險性低之產品，將由業者自行評鑑即
可，隨著風險性的遞增，認可驗證機構介入之程度則逐漸加深。符合性評
鑑結果若證明產品符合指令之「基本要求」
，業者則可發行符合聲明書。符
合聲明書內容必須包括製造業名稱、所在地、產品說明、符合性之指令（調
和標準）及聲明書署名。製造業者在製作符合聲明書之際，需準備技術檔
案，以備當局查核。其中需記載產品之設計及製造方法及為符合必須要求
事項所採取之手段等。產品亦須使用 CE 標記，以表產品之符合性，也唯
有使用標記之產品，方可以於歐盟地區流通。

2、產品上市後階段
(1)如前所述，歐盟 CE 標記制度之驗證是採取符合性聲明方式，也就是業者
自行依照指令要求評鑑產品之符合性，並於評鑑後聲明其產品符合「基本
要求」
，同時使用 CE 標記以為識別，但此一方式，卻也可能讓部分投機業
者有機可乘，或不符合要求之產品流入市場，危及消費者之安全。因此 CE
標記制度強調主管機關須於產品上市後階段加強執行市場監督措施。執行
市場尚具有監督認可驗證機構之運作、調和標準之品質及指令適當性等目
的。
(2)有關市場監督之執行，歐盟並未建立一套共通的執行架構，因此各國之執
行方法不盡相同。但原則上市場監督需在獨立及無歧視的原則下進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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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可驗證機構應被排除於市場監督活動之列，以避免利益衝突。至於如何
執行市場監督，一般較常採取之作法為檢查符合性聲明、EC 型式試驗證
書、製造業者品質管理系統驗證證書及製造業者技術檔案等文件等。

歐盟之 CE 標記制度一方面實施業者符合性聲明，由業者負起評鑑產品符
合性之責，另一方面則制訂產品責任法，賦予製造業者等生產及銷售安全產品
之義務，使 CE 標記制度之實施更為週延。
產品責任制度係以「瑕疵責任」代替「過失責任」
，亦即受害者只要證明產
品事故是因產品具有瑕疵而起，即可課以製造業者相關責任，因此該法之實施
將對業者形成非生產安全性產品不可之壓力，且大幅提昇了對消費者之保護。
歐盟各國整合為單一市場之後，
「新方法指令」成為各會員國實施強制性驗
證之共同規範。為使「新方法指令」能落實執行，歐盟強調各國應以市場監督
為手段，查核產品是否符合指令規定之要求，引導不符合產品符合法令規定，
必要時得採取懲罰措施。市場監督最終目的在確保市場陳列之商品不危及個人
安全及健康，以維護公平競爭之環境。不過歐盟在市場監督方面提供了原則性
之規範，至於如何執行，則屬於各國的權限。

（三）新法規架構（New Legislative Framework, NLF）
歐盟於 1985 年公布的新方法指令（New Approach Directives）
，雖簡化法規
面的規定、消除過去歐盟各成員國因技術法規造成的貿易壁壘，並確立了產品
標準與技術規範之運用方式，卻也造成了成員國之間管制面與產品符合性的問
題。故歷經 5 年的制度檢討，歐盟於 2008 年公布的新法規架構（New legislative
Framework, NLF）
，由 Regulation (EC) No 765/2008、Decision No 768/2008/EC、
Regulation (EC) 764/2008所組成，針對市場監督及符合性評鑑作出更細節的規
範，內容包含：
1、 商品認證、市場監督等規定（Regulation (EC) 765/2008）。
48

2、各種技術工具之定義、設計標準、符合性評鑑程序、防衛機制、企業經營者
之責任及商品追蹤性等規定（Decision 768/2008）。
3、規範歐盟成員國之產品合法進入其他歐盟國家的技術法規應用程序
（Regulation (EC) 764/2008）。

二、 符合性評鑑制度

由歐盟新方法指令規定應強制辦理檢驗並標示CE標誌之產品品目，依據產
品風險等級高低，其符合性評鑑方式之嚴謹程度亦不同，大致可區分為兩類：
1、由製造/進口商自我宣告其產品符合歐盟相關指令規定之安全要求。
2、由歐盟指定認可機構（Notified Body）核發及確認產品之符合安全規定目前
歐盟符合性評鑑制度共有以下8種基本模式（如表8所示）
，並依據基本模式
的不同組合，衍生出其它若干種不同的模式：

表8 歐盟符合性評鑑模式整理
項次
Module A

Module B

Module C

認可驗證機構責任
製造商責任
（Notified Body）
製程內部控制
✽執行測試或不定期 ✽準備技術文件
Internal
採樣測試 (可略
✽附加 CE 標示
Production
過)
✽附加認可驗證機構之識別
Control
符號(可略過)
✽起草書面符合聲明書
EC 型式試驗
✽審查技術文件以確 ✽向認可驗證機構申請型式
EC
定樣本符合技術文
試驗
type-examination
件
✽製造商須提供姓名及地
✽是否採用相關標準
址，若由授權代標申請，
✽是否符合適用標準
則需另外提出授權代表之
✽必要時，對樣本執
姓名及地址
行測試
✽未向任何認可機構提出申
✽接受 EC 型式試驗
請之書面聲明
證明書
✽樣本(type)
(EC-examination)
✽技術文件
符合型式聲明
✽就產品之特定項目 ✽附加 CE 標示
Conformity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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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製造商自我
宣告合格

第三方驗證

製造商自我

項次
type

Module D

Module E

製程品質保證
Production QA

認可驗證機構責任
（Notified Body）
做試驗
✽不定期抽驗產品
✽評估其品質系統是
否符合 ISO 9002
✽不定期稽核(EC
surveillance)

產品品質保證
✽評估其品質系統是
Production
否符合 ISO 9003
quality assurance ✽不定期稽核(EC
surveillance)

Module F

產品證明
Product
verification

Module G

單元證明
Unit verification

Module H

完全品質保證
Full quality
assurance

製造商責任
✽附加認可驗證機構之識別
符號
✽起草書面符合聲明書
✽申請品質系統評鑑
✽產品識別相關資料
✽品質系統文件
✽合格型式之技術文件及 EC
型式試驗證明書影本
✽附加 CE 標示
✽附加認可驗證機構之識別
符號
✽起草書面符合聲明書
✽申請品質系統評鑑
✽產品識別相關資料
✽品質系統文件
✽合格型式之技術文件及 EC
型式試驗證明書影本
✽附加 CE 標示
✽附加認可驗證機構之識別
符號
✽起草書面符合聲明書
✽附加 CE 標示
✽附加認可驗證機構之識別
符號
✽起草書面符合聲明書

✽以下列兩種方式對
產品進行測試：
1.對每一項產品做個
別測試，並核發符合
證書
2.統計證明，並核發
符合證明書
✽檢查各別產品是否 ✽提出技術文件
符合指令第五條所 ✽附加 CE 標示
列之標準，並核發 ✽附加認可驗證機構之識別
符合證明書
符號
✽起草書面符合聲明書
✽不定期稽核(EC
✽申請品質系統評鑑
surveillance)
✽產品識別相關資料
✽品質系統文件
✽附加 CE 標示
✽附加認可驗證機構之識別
符號
✽起草書面符合聲明書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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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宣告合格

製造商自我
宣告合格
需施行品管
系統（ISO
9002）

製造商自我
宣告合格
需施行品管
系統（ISO
9003）

第三方驗證

第三方驗證

製造商自我
宣告合格
需施行品管
系統（ISO
9001）

一般而言，並非製造商可以隨意選取以上任何一種模式來對其產品進行 CE
認證。歐盟的產品指令允許某些類別中風險等級較低的產品之製造商選擇以模
式 A 進行 CE 認證，依據產品風險等級不同，第三方認可驗證機構（Notified
Body）介入之程度亦不同。風險較高的產品必須通過第三方認證機構介入，製
造商必須選擇模式 A 以外的其它模式，或者模式 A 外加其它模式來達到 CE 認
證。例如歐盟在適用於機械類符合性評鑑方面，對於非危險性機械設備採用模
式 A，對危險性機械設備則採用模式 B+模式 C。下表(表 9)則為標準檢驗局與
歐盟符合性評鑑模式之對應。
表 9 標準檢驗局與歐盟符合性評鑑模式比較
標準檢驗局符合性評鑑模式

歐盟符合性評鑑模式

自行管制模式(模式一)

製程內部控制 (Module A)

型式試驗模式(模式二)

EC 型式試驗 (Module B)

符合型式聲明模式(模式三)

符合型式聲明 (Module C)

完全品質管理制度模式(模式四)

完全品質保證 (Module H)

製程品質管理制度模式(模式五)

製程品質保證 (Module D)

產品品質管理制度模式(模式六)

產品品質保證 (Module E)

工廠檢查模式(模式七)

N/A

（資料來源：PMC 技術通報第 169 期）

三、 市場監督管理模式

（一）法規概述
歐盟市場監督的立法依據有二：
（1）一般商品安全指令（The General Product
Safety Directive，GPSD）（Directive 2001/95/EC）及（2）新法規架構（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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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Framework, NLF）（Regulation (EC) 765/2008、Decision
768/2008/EC）
。一般商品安全指令（GPSD）適用所有流通於歐盟市場之商品，
產製商或進口商有責任確保其產品之安全性，各成員國必須任命或建立一個機
構來負責市場監督活動，並對執行市場監督之工具措施等有較詳細的規定。
因一般商品安全指令（GPSD）係一般通用指令，不適用於其他另有特殊安
全規範之產品（即新方案指令所規範的產品）
。現行歐盟各成員國在執行新方案
指令規範商品之市場監督，主要係依據 2008 年公布之新法規架構（New
legislative Framework, NLF）
，並參酌「一般產品安全」指令（GPSD）之相關規
範，相關法規適用情形如下表（表 10）所示：

表 10 歐盟後市場管理相關法規適用情
一般消費商品
有歐洲調合標準 須符合
1. 新法規架構（NLF）
2. 一般商品安全指令
（GPSD）
3. 歐盟調和標準規定
無歐洲調合標準 適用一般商品安全指令
（GPSD）

非消費商品(工業產品)
須符合
1. 新法規架構（NLF）
2. 歐盟調和標準規定

歐盟無一制性市場查核
標準（各成員國自訂查
核標準）

（資料來源：http://slideplayer.com/slide/3931024/）

新法規架構明確規範產品供應鏈中所有經濟營運者(economic operators)之
責任，包括製造者、授權代理商、經銷商及進口商，負有協助主管機關進行市
場監督活動之義務。原則上市場監督應由政府單位執行，且需在獨立及無歧視
的原則下進行，惟執行機關得將技術性的工作委外由無利益衝突的機構執行。
惟符合性驗證機構（Notified bodies）應被排除於市場監督活動之列，以避免利
益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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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架構同時規範歐盟各成員國主管機關應採取適當之市場監督措施，
例如執行書面查核、實地查核或抽驗查核、對不安全商品進行統計及風險評估、
不安全商品訊息揭露之義務等，具體執行措施包含檢查（檢查符合性聲明、EC
型式試驗證書、製造業者品質管理系統驗證證書及製造業者技術檔案等文件）、
召回、回收下架、禁止或限制商品上市等，以保證生產者和經營者履行義務，
並在出現問題時採取有效處罰措施。

（二）市場監督執行措施
有關市場監督之執行，歐盟並無共通的執行架構，歐盟指令僅提供市場監
督的原則規範，實際執行面仍屬各成員國之權責。依據歐盟指令，各成員國必
須建制市場監督執行機關（market surveillance authorities）
，惟執行機關不僅限
於一個，可以分由幾個不同部門負責不同領域，或由地方機關負責。以法國為
例，新法規架構（NLF）有關市場監督之執行以法國競爭、消費和反欺詐總局
（the General Directorate for Competition Policy, Consumer Affairs and Fraud
Control, DGCCRF）為主責單位、法國海關關稅與增值稅總局（the General
Directorate of Customs and Excise, DGDDI）負責非歐盟國家商品之監督管理，
另特定商品（如升降器材、量測儀器等）以該商品主管機關負責市場監督。
就各國市場監督執行面而言，成員國須將年度市場監督執行計畫提報歐盟
執委會，內容詳細記載各類別商品之市場監督主管機關、年度管理策略及實施
措施。各成員國例行性市場監督措施如商品查核（檢查符合性聲明、技術文件
等資料）
、抽測檢驗、召回、回收下架、銷毀等，執行成果及統計資料文件亦須
提報歐委會並公布於歐盟網站。
為更有效將市場監督原則於各成員國層級實踐，歐盟進一步執行「市場監
督聯合行動計畫（Enhancing Market Surveillance through Best Practices in Europe,
EMARS）」，由 PROSAFE 統籌領導聯合行動。PROSAFE 係一非營利組織，專
為歐盟及其他歐洲經濟區成員國的市場監督機關所設，歐盟的市場監督行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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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係委託 PROSAFE 作為主管機關與執行機關，包括：商品檢測、風險評估、
市場監督、建置市場監督管理知識庫（Knowledge Base）
、專業知識的交流與制
定市場監督的最佳實踐方法（Best Practice Techniques In Market Surveillance）
等。市場聯合行動要求各成員國市場監督機關相互評估，以持續改善市場監督
成效。

（三）商品安全預警系統（Rapid Alert System for Non-Food Product, RAPEX）
RAPEX 系統自 2004 年實施，是歐盟根據一般商品安全指令（The General
Product Safety Directive，GPSD）（Directive 2001/95/EC）所建立的一套非食品
類消費品快速預警系統，成立目的係確保歐洲消費者能買到安全的產品，亦為
歐盟成員國市場監督機構及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交流及快速通
報危險商品的資訊整合平台。除 RAPEX 系統外，其他尚有食品和飼料預警系
統（RASFF）以及醫療器械和藥品等專門系統，乃歐盟為有效實施消費者保護
政策所建立之快速通報系統。
為維持 RAPEX 系統運行，各成員國均設有 RAPEX 聯絡點，負責將國內市
場可能對消費者健康、安全或環境產生風險之產品詳細信息通報歐盟委員會，
由歐盟委員會驗證訊息後，經 RAPEX 系統通報其他成員國，以便共同採取有
效措施防止或限制該類產品市場銷售，並將結果回報歐盟委員會。這些措施可
由成員國主管部門採取，也可由生產商或銷售商自願採取。常用的措施包括：
禁止/限制銷售、撤出市場、消費者告知或產品召回等。以 2016 年為例，共計
2,044 筆通報案件（如圖 10 所示）
，前五大通報產品種類分別為：玩具、汽車、
紡織品、電器產品設備、嬰幼兒用品（如圖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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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RAPEX 系統歷年通報及回報資料統計（資料來源：
https://ec.europa.eu/consumers/consumers_safety/safety_products/rapex/alerts/repository/content/p
ages/rapex/reports/index_en.htm）

圖 11 2016 年 RAPEX 通報前 5 大常見產品類別統計（資料來源：
https://ec.europa.eu/consumers/consumers_safety/safety_products/rapex/alerts/repository/content/p
ages/rapex/reports/index_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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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市場監督訊息與通報系統（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 for Market
Surveillance, ICSMS）

ICSMS 系統係歐盟執委會架構下之跨國市場監督合作平台，資料庫可分公
開資訊與非公開資訊。其中公開資訊是提供消費者及產製者使用，可查詢市場
監督機關、危險產品、業者回收處理、警告或其他措施等資訊，亦可透過系統
通報高風險商品。非公開資訊需要有帳號密碼權限，僅提供歐盟執委會、成員
國市場監督機關及海關使用，內容包含產品資訊、檢測結果，以及已採取之官
方措施。透過該系統使市場監督執行機關能迅速交換資訊，避免同一產品同時
被不同主管機關檢查，造成行政資源的浪費。RAPEX 系統及 ICSMS 系統比較
分析如表 11。
表 11 RAPEX 系統及 ICSMS 系統比較分析
RAPEX 系統
產品適用範圍 包含所有消費性商品
(食品、藥品及醫療器械
除外，另有專責通報系
統)
通報資料來源 透過各成員國市場監
督機關通報

ICSMS 系統
不限於消費品，機器設備亦
適用

海關、製造/進口商、經銷
商、消費者或市場監督機關
均可進行通報
系統啟動要件 僅限於商品具有立
不限於危險商品，亦可查詢
即、直接且嚴重風險層 各成員國抽驗檢測報告、後
級，強調行動的時效性 續官方處理措施等資訊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四、歐盟「一般產品安全指令」(GPSD)重點分析

「一般產品安全指令」實施目的在確保市場產品安全性。適用範圍以消費
性產品為主，包括新的及二手消費性產品，至於歐盟特定法令如「新方法指令」
規範之產品則排除其外。由於「一般產品安全指令」是歐盟會員國市場監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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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法令，該指令適用於一般消費性產品，而 CE 標誌適用於特定產品，歐盟
之「一般產品安全指令」適用屬性與本國正字標記產品適用範圍較接近，因此
本節先針對其簡要內容重點加以分析整理。

(一)基本架構
歐盟關於一般消費商品的主要規範架構建立於前述之 GPSD 指令。該指令
規定商品製造人有義務確保其於歐盟境內所生產、銷售的商品具備一般的
安全性。GPSD 指令適用於所有的消費商品，惟某些商品則因受特別法之
規範而在特定的範圍內不適用，例如玩具、電子設備以及化妝品等，即分
別受到不同產品別指令之拘束。
歐盟 GPSD 指令對於主管機關與商品製造人的責任，在消費商品上市前後
各有不同的安排（參見表 12）。商品製造人須針對商品進行符合性評估及
風險評估，確保商品符合所有歐盟指令的要求；而主管機關則須對於即將
上市或已在市面上銷售的商品，進行所謂的「落實程度評估」（ Compliance
Assessment）（包括風險評估）。

表 12 歐盟主管機關與商品製造人於消費商品上市前後之責任分配
市場監督機構（主管
機關）

製造商

產品上市前

符合性評估（含風險評估）
-產品上市後
落實程度評估（含風 符合性評估（生產控管與後
險評估）
續矯正措施）
資 料 來 源 ：PROSAFE, Best Practice Techniques in Market Surveillance
(http://www.emars.eu/uploads/EMARS_Best_Practice_Book.pdf).
(二)商品安全之判斷依據
GPSD 指令指明產品安全標準的認定依據，原則上應以「歐洲標準」為認
定依據；如該產品安全標準尚未制定「歐洲標準」
，則依歐盟成員國按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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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所制定的國家標準，商品一旦符合該自願性國家標準，即推定該商品具
有安全性；又如果不存在國家標準，則應依「自其他相關歐洲標準轉化的
自願性國家標準、市場所在地成員國起草制定的標準、執委會所提供產品
安全評估準則、個別部門產品安全準則、當時科學與技術發展的程度，以
及消費者合理可期待的安全性」
，加以判斷。不過 GPSD 指令規定，一旦
主管機關認定某產品屬於危險商品，即使係通過安全性的符合性評估之產
品，仍不影響成員國主管機關，就其所認為的危險商品採取合理措施，包
括產品流通的限制、下架或召回。

(三)商品製造人與經銷商之責任
GPSD 指令規定「商品製造人」
，對於消費者與成員國主管機關分別負有兩
大義務，其（1）商品製造人對於消費者應提供消費者相關的風險評估資訊
義務，並應確保流通於市場上的產品安全義務（依產品危險程度自行採取
適合的矯正措施，如產品標示、警示、下架或召回）；其（2）商品製造人
對於成員國主管機關，負有通報危險商品之義務，以及配合成員國主管機
關措施之義務。GPSD 指令對於「經銷商」（distributors）則要求，其應盡
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義務；且應採取措施以協助商品製造人確保商品之安全
性，同時其亦有通報危險商品之義務，與配合主管機關措施以預防商品危
害人體健康安全之義務。
所謂「商品製造人」
（producers）
，依據 GPSD 指令之定義，包括於歐盟境
內成立之製造商（manufacturer），或在商品上附加姓名、商標或其他標誌
而以商品製造商自居者，或維修產品之人均屬之；若製造商不在歐盟境內
設立，則以製造商在歐盟境內之代表人（the manufacturer’s representative）
為商品製造人，倘製造商於歐盟境內無代表人時，則該商品進口商視為商
品製造人；另外，在產品供應鏈中之專業人員，其從事業務對於商品安全
性具有影響力者，亦屬商品製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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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歐盟各成員國之義務
歐盟各成員國應確保流通產品的安全性，且有權就危險產品採取任何適當
的措施，並且有透過「非食物類商品快速通報警示制度」
（RAPEX 系統）
向歐盟執委會通報之義務。成員國與歐盟執委會皆有義務將相關產品風險
的資訊向大眾揭露。對於成員國主管機關認為對產品負有矯正措施之相對
人，應提供其正當法律程序的保障，例如矯正附理由後向相對人通知、提
供事前或事後的陳述意見機會，給予司法審查的救濟機會等。最後，成員
國有立法的義務，以執行歐盟指令的要求。

(五)「一般產品安全指令」與個別產品指令之關係
「一般產品安全指令」要求陳列於市場之產品皆須安全，並設定了產品須
符合一般性安全之要求。歐盟另有一些產品別指令，其對法令規範之產品
也設定有須符合之基本安全需求。2002 年修正之「一般產品安全指令」在
產品安全要求部分並不適用屬於產品別指令規範範圍之產品，但除此之外
的其他規定，如要求生產者及經銷業者通報不安全產品、權責機關回收危
險性產品之規定等，則適用於所有消費性產品，除非產品別指令中已有相
關規定。

(六)「產品」定義方面
將「產品」定義涵蓋至服務提供者提供給消費者使用之產品；以及初始之
設計係提供給受過專業訓練者使用，但其後轉移給未受過訓練的消費者使
用之產品。

(七)產品安全性評估方面
以歐盟層級之標準做為安全評估標準，產品若符合該等標準，將被假定為
符合「一般產品安全指令」中規定安全性要求。標準屬自願性質，生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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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選擇以此證明其產品之符合性，亦可利用其他方法來證明。在評估產品
安全性時，亦須考慮到產品安裝部分之安全要求。

(八)生產者義務
生產者義務包括有以下三點：
1、回收義務－要求生產者於必要時應從消費者處回收不安全之產品。其亦
賦予執行權責機關命令回收，必要時實施回收之權力，以作為最後手段。
2、風險管理－原指令中規定生產者有義務採取行動來喚起注意，並處理源
自於產品之安全性風險及通知消費者相關訊息。而新修正之指令中尚包
括生產者可採取之風險管理措施一覽表。
3、申訴記錄－將「生產者有義務調查產品申訴案」之規定擴大為「必要時
保持申訴記錄，並要求經銷業者持續通報此類申訴監視結果」
。

(九)經銷業者義務
經銷業者須保持適當之記錄，以協助在安全問題事件上追蹤產品來源。

(十)生產者與經銷業者通報不安全產品及合作處理之義務
要求生產者與經銷業者在意識到產品不安全時，應向權責機關通報不安全
產品，並與權責機關合作處理衍生之風險。

(十一)懲罰/預先警告原則
要求違反規定時之懲罰有效、考慮比例原則及具勸阻效果。
要求權責機關採取執行行動時應考慮預先警告原則。

(十二)向權責機關申訴
要求權責機關保證消費者及其他有興趣之團體有機會提出產品安全相關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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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並應對此加以監督控制及追蹤該等申訴案。

(十三)出口禁令
賦予執委會可採取行動處理不安全產品，並禁止產品出口到歐盟區域外，
除非其獲得執委會同意。

(十四)資訊之有效性
賦予大眾接近會員國及歐盟有安全性風險之資訊的權利，特別是產品定
義、風險本質及採取措施等資訊。惟若資訊涉及專業機密則不對外揭露，
除非基於保護消費者健康與安全之需要。

3-2 美國之產品驗證制度
一、 商品管理法規架構

美國針對消費性商品之管理，主要法規依據為 1972 年制定之「消費性商品
安全法（Consumer Product Safety Improvement Act, CPSA）」
，該法第 3 條對消費
商品（consumer product）之定義，係指「為以下目的生產或銷售之商品或其零
組件：(1).出售給消費者，用於長期或臨時房屋或住所、學校、娛樂場所或其
他地點；(2).供前述地點的消費者個人使用、消費或享用」
，幾乎涉及所有直接
提供給家庭、學校和娛樂場所使用的產品，具有相當廣泛性。美國消費性商品
安全法（CPSA）之管轄架構，如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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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 CPSA 管轄，另
有專法管理之商品

*非管制商品

CPSA 管轄範圍
*管制商品

(unregulated product)

(regulated product)

-廠商可採自願性標準

-聯邦層級訂有強制標
準及法規(ex:FHSA、
PPPA、RSA)
-須完成 GCC 驗證

未符合且具風險者負
召回義務

*兒童產品
-訂有強制安全標準
-須送交 CPSC 認證之
第三方實驗室
-須完成 CPC 驗證

圖 12 美國消費性商品安全法（CPSA）之管轄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排除航空器、輪船、汽車、輪胎、軍火、酒類與煙草、食品、藥品與化妝
品、殺蟲劑及醫療器械等另有專法管轄之商品，目前美國消費品安全委員會
（Consumer Product Safety Commission，以下簡稱 CPSC）管轄之消費商品多達
15,000 多種，其中 250 種屬於管制商品（regulated product）
，訂有強制性法規如
聯邦危險物品法案（FHSA）
、危險物品包裝法案（PPPA）等，對商品的重金屬
含量、毒害物質、包裝及標籤等進行規範。對於其他非管制之消費性商品，廠
商可採用自願性標準，例如美國材料試驗協會（ASTM）、美國國家標準協會
（ANSI）或保險商試驗所（UL）等機構制訂的標準。消費性商品如不符合強
制性標準法規或自願性安全標準，且存在潛在危害時，廠商負有產品召回之義
務。
另為提升消費商品安全性，2008 年美國通過「消費品安全促進法案（Product
Safety Improvement Act, CPSIA）」，除修正消費性商品安全法（CPSA）部分條
文，並對兒童玩具及兒童產品監管政策與法規進行大幅度的調整。新修正案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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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規範兒童產品的鉛含量及追蹤標示規定，並將自願性標準 ASTM F-963 轉化
為強制性標準，在全美建立統一的強制性國家標準，使兒童産品有更完整的產
品標準與檢測等規範。
CPSC 依據最新的《2008 消費品安全改進法》
（CPSIA）等法案發起召回、
糾正措施等規範性活動，參與非強制性安全法規標準的制定，警示公眾消費品
的危害並宣傳相應的安全措施。

二、 符合性評鑑制度

美國商品符合性評鑑制度因聯邦政府與地方政府各自有管轄權限，相關法
令較為分散複雜。在聯邦層級，一般消費商品之安全領域係以「消費性商品安
全法（CPSA）」為基本法規，由美國消費品安全委員會（Consumer Product Safety
Commission, CPSC）作為主管機關。另有關商品電磁相容性之規範，係由美國
聯邦通信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制定技術規範及
上市前之產品認證許可程序。
至於電氣安全檢測制度可區分為職業安全與家用電器兩部分，分別由聯邦
政府勞工部職業安全及健康管理局（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OSHA）及消費品安全委員會（CPSC）管理，各州政府有權制
定電氣安全法規。職業用電工產品需強制通過 NRTL 驗證，至於一般電器產品
安全則屬於各州政府之管轄權限，是否強制驗證依各州電氣安全法規範內容而
定。美國符合性評鑑制度概況如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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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美國符合性評鑑制度概況（含聯邦及州政府層級）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一）一般消費商品驗證制度
依據消費性商品安全法（CPSA）
，由美國消費品安全委員會（CPSC）管轄
之15,000多種消費商品可分為管制商品（regulated products）及非管制商品
（non-regulated products）兩大類，在上市前階段並未採行產品許可制度，僅要
求產品進口商或供應商必須確保管制產品符合相關法規安全規定或強制性標
準。自2008年消費品安全促進法（CPSIA）實施後，原屬管制商品類別之一般
消費商品再進一步區分為兒童商品（children’s product）以及非兒童商品
（non-children’s product）
，前者適用「兒童商品驗證（Children's Product Certificate,
CPC）」驗證程序，而後者則適用「一般符合性驗證（General Conformity Certificate,
GCC）」驗證程序，內容包含：
1、一般符合性驗證（GCC）
一般符合性驗證程序（GCC）適用於兒童商品以外之管制商品，商品之製造
商或進口商必須根據商品檢測結果或是執行合理檢測程序之結果，簽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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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C 產品符合性證書」
，聲明其商品符合美國法規之安全規定或強制性標
準。聲明書並應載明商品相關資訊（含商品適用之 CPSA 規定、禁令、標準
及檢測實驗室資訊等）及製造商或進口商資訊。另進口商品應每批隨附 GCC
證書，供 CPSC 和海關要求審查時查驗，並得以電子檔型式遞交。
2、兒童產品驗證（CPC）
依據消費品安全促進法（CPSIA），兒童商品訂有強制性安全標準，針對鉛
含量及重金屬殘留均有嚴格規定。商品之製造商或進口商必須在上市前將產
品送交 CPSC 認證之第三方實驗室進行檢測，並簽具「CPC 產品符合性證
書」應載明商品相關資訊（含商品適用之 CPSA 規定、禁令、標準及檢測實
驗室資訊等）及製造商或進口商資訊，以確保其商品符合安全標準。CPC
證書所引用之測試報告必須每三年定期送交 CPSC 認證實驗室複測，以確認
產品之符合性。

原則上，CPC 驗證程序不需事先送主管機關 CPSC 審核，但商品之製造商
或進口商必須備置 CPC 證書以供 CPSC 和海關查驗之用，且廠商有義務將 CPC
證書於商品銷售時一併提供給經銷商或零售商。

（二）電氣安全檢測驗證制度（NRTL）
美國電器用品安全驗證制度可分為職業電工設備與家用電器兩部分，職業
用電工產品屬於強制驗證，由聯邦政府勞工部職業安全及健康管理局（OSHA）
主管，各州須訂定強制性安全標準並據以執行。產品須經國家認證實驗室
（Nationally Recognized Testing Laboratory, NRTL）指定之驗證機構測試通過、
登記於該機構之合格產品清單並標示合格標章後，方可上市銷售、使用與安裝。
至於一般家用電器之電氣安全規範屬州政府管轄權限，由各州政府自行訂
定電氣安全法規，並決定是否須強制通過 NRTL 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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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磁相容性驗證制度（FCC）
FCC（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於 1934
年由建立，是美國政府的一個獨立機構，直接對國會負責。FCC 通過控制無線
電廣播、電視、電信、衛星和電纜來協調國內和國際的通信。涉及美國 50 多個
州、哥倫比亞以及美國所屬地區，為確保與生命財產有關的無線電和電線通信
產品的安全性，FCC 的工程技術部（Office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負責
委員會的技術支援，同時負責設備認可方面的事務。FCC 委員會調查和研究產
品安全性的各個階段以找出解決問題的最好方法，同時 FCC 也包括無線電裝
置、航空器的檢測等等。
FCC 產品許可程序主要適用於無線射頻裝置及工業科學醫療設備，FCC 管
理進口和使用無線電頻率裝置，包括電腦、傳真機、電子裝置、無線電接收和
傳輸設備、無線電遙控玩具、電話、個人電腦以及其他可能傷害人身安全的產
品。凡進入美國市場的電子類產品，例如影音產品、IT 資訊產品、通訊產品等，
必須通過由政府授權的實驗室根據 FCC 技術標準來進行的檢測和批准。根據美
國聯邦通訊法規相關部分(CFR 47 部分)中規定，凡進入美國的電子類產品都需
要進行電磁兼容認證（一些有關條款特別規定的產品除外）
，其中比較常見的認
證方式有三種：Certification、DoC、Verification。依據商品的風險等級，FCC
驗證程序之管制強度可分為以下 3 種：
1、自我驗證程序(Verification)
屬低管制強度，由製造商或進口商自行確認產品符合相關技術規範、並標示
FCC 標章後即可上市。廠商可選擇自行檢測或交由測試實驗室檢測。
2、符合性聲明程序(DoC)
屬中管制強度，製造商或進口商需將商品送「國家自願性實驗室認證體系
（NVLAP）」、
「美國實驗室認證協會（A2LA）」或其他經 FCC 認可之實驗
室測試通過、並標示 FCC 標章後始能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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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驗證許可程序(Certification)
屬高管制強度，製造商或進口商除需將商品送 FCC 認可之實驗室測試通
過、並需向 FCC 或電信驗證機構（Telecommunications Certification Body,
TCB）申請產品驗證許可，經審核通過後核發驗證許可書以及 FCC 產品編
號（FCC ID number）。

美國 FCC 電磁相容認證產品類別及驗證模式彙整如下表(表 13)。

表 13 美國 FCC 電磁相容認證之符合性評鑑
自我驗證
(Verifica
tion)

符合性聲
明
(DOC)

認證證書
(Certific
ation)

主要針對產品
驗證模式
1. 影音產品、有線電 1. 製造商或進口商確保其產品在 FCC 認
話、家電等
可的實驗室進行符合 FCC 規定的檢
2. Part 18 非消費者
測，以符合 FCC 技術法規
工、科、醫設備
2. 保留產品技術資料與測試報告，FCC
可要求提供產品測試報告
1. 個人電腦及週邊
1. 製造商或進口商在 FCC 認可檢測機構
設備、部分接收設
進行測試，以確保商品符合 FCC 技術
備
法規
2. Part 15 電視機界 2. 保留產品技術資料與測試報告
面設備等
3. 產品通過測試後簽署符合性聲明書，
3. Part 18 消費者
廠商即可在產品上標示 FCC 標誌，銷
工、科、醫設備
售美國市場
1. 低電壓發射器、安 1. 製造商或進口商在 FCC 認可檢測機構
全警報系統
進行測試，取得測試報告後
2. Part 15 無線電設 2. 將產品技術資料，包括︰電路圖、方
備
塊圖與使用手冊等，與測試報告一起
3. Part 18 消費者工
送到 FCC 認可之驗證機構(TCB)
科醫療設備、接收 3. FCC TCB 驗證頒發證書，授權一個
器等
FCC ID 號碼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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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CC 電磁相容認證標誌如圖 14。

圖 14 美國 FCC 電磁相容認證標誌

三、符合性評鑑機構
有關美國符合性評鑑機構及其權責，彙整如表 14。
表 14 美國符合性評鑑機構
主管機關

權責
通訊與資訊商品電磁相容檢驗法規
主管機關
提升計量、標準和技術
標準化與符合性評鑑活動認證組織
答覆各界諮詢、提報 WTO 將擬定
之法規、符合性評估措施等
消費性商品之電機電子商品
工作場所之電機電子商品
提供實驗室認證、檢驗機構認證
針對通訊與資訊商品電磁相容
(EMC)之驗證機構認證

聯邦通訊傳播委員會(FC)
美國國家標準技術協會(NIST)
美國國家標準組織(ANSI)
標準與驗證資訊國家中心(NCSCI)

消費者產品安全委員會(CPSC)
職業安全衛生局(OSHA)
國家實驗室認證協會(A2LA)
國家自願性符合性評鑑系統
(NVCASE)
國家志願性實驗室認證計劃
NIST 之實驗室認證計劃
(NVLAP)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四、美國產品認證
(一)美國 UL 認證
UL 是美國保險商試驗所（Underwriter Laboratories Inc.）的簡寫。UL
安全試驗所是美國最有權威的，也是世界上從事安全試驗和鑑定的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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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機構。它是一個獨立的、非營利的、為公共安全做試驗的專業機構。
其主要從事產品的安全認證和經營安全證明業務。UL 認證在美國屬於非
強制性認證，主要是產品安全性能方面的檢測和認證，其認證範圍不包含
產品的 EMC（電磁相容）特性。UL 認證是自願性的，但產品想要在美國
市場上獲得消費者認可就必須做，美國人比較認準 UL 認證。
針對 UL 不同的服務種類，UL 標誌可以分為三類，(1)LISTED 列名
標誌、(2)Classified 分類認證標誌及(3)Recognize 部件認證標誌。UL 的服
務不僅依據美國 UL 標準，也依據加拿大標準（cUL）。由此，UL 標誌也
分為用於 UL 產品和 cUL 產品以及兩者滿足這三種。UL 標誌右下方的
「us」
表示適用於美國，左下方的「c」表示適用於加拿大，同時具有「us」和「c」
則在兩個國家都適用。

1、UL-LISTED 列名標誌
UL 列名標誌是最常用的 UL 標誌。 如果產品貼有這一標誌，即表明 UL
認定該產品的代表性樣品符合 UL 的安全要求。這些要求主要以 UL 自
己公布的安全標準為基礎。這一類型的標誌常見於以下類別的產品：電
器、電腦設備、計算機設備、暖爐及暖氣設備、保險絲、電子控制儀、
電源板、煙霧及一氧化碳警報器、滅火器、自動防火噴淋系統、救生衣
及救生圈、防彈玻璃及其他數千種產品。
UL 列名標誌出現在終端產品以及適於工廠和現場安裝的完整零部件
上。所有帶有 UL 列名標誌的產品都在 UL 跟蹤檢驗服務項目之列，以
驗證帶有 UL 列名標誌的終端產品和零部件在製造過程中持續符合 UL
安全要求。
UL LISTED 列名標誌如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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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UL-LISTED 列名標誌

UL 列名標誌有三種：（1）一種僅用於美國，
（2）一種僅用於加拿大，
（3）一種在美國和加拿大通用。C-UL 標誌適用於在加拿大市場上銷
售的產品，帶有這類標誌的產品均已按照加拿大的安全要求進行評估，
而加拿大的安全要求可能與美國的安全要求有所不同。帶有這個標誌的
常見產品包括家電與電腦設備、自動販賣機、家用防盜警報系統、照明
燈具及其他多種產品。 C-UL-US 標誌是可供選擇的，它表明產品同時
符合加拿大和美國的要求。 UL 鼓勵同時在兩國獲得產品認證的製造
商採用這種新的組合標誌，但製造商可以選擇繼續延用針對美國或加拿
大的單獨標誌。
產品上的 UL 列名標誌一般包含四個必需元素：
（1）圓形標誌中的 UL 字樣﹔
（2）「Listed」字樣﹔
（3）產品名稱或公司名稱/檔案編號﹔
（4）版本/序列號或字母數字的控制編號。

2、UL-Classified 分類認證標誌
此標誌出現在已經過 UL 評估的產品上，但這種評估僅針對產品代表
性樣品的特定屬性、有限的危險性或特定條件下的適用性而進行。 UL
分級的產品通常分成建築材料和工業設備兩大類。 UL 分級的設備類
產品範例包括潛水服、防火門、消防員防護裝備及工業貨車。
與 UL 列名標誌一樣，UL 分級標誌也有三種：
（1）一種僅用於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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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種僅用於加拿大，
（3）一種在美國和加拿大通用。 C-UL 分級
標誌用於在加拿大市場上銷售的產品。帶有這類標誌的產品均已按照加
拿大標準對特定危險性或屬性進行了評估。C-UL-US 分級標誌是可供
選擇的，它表示產品同時符合加拿大和美國的要求。 UL 鼓勵同時在
兩國評估其 UL 分級產品的製造商採用這種新的組合標誌，但製造商
可以選擇繼續延用單獨針對美國或加拿大的 UL 分級標誌。
Classified 分類認證標誌如圖 16。

圖 16 UL-Classified 分類認證標誌

在分級服務中，UL 確認製造商已證明其有能力生產符合 UL 要求的
產品，這些要求涉及以下一個或多個方面：
（1）特定危險，如傷亡、火災等﹔
（2）特定條件下的性能﹔
（3）符合監管規範﹔
（4）符合特定標準，如國際標準
（5）其他由 UL 確定的條件。

所有帶有 UL 分級標誌的產品都在 UL 跟蹤檢驗服務項目之列，以驗
證帶有 UL 分級標誌的產品在製造過程中持續符合 UL 安全要求。
產品上的 UL 分級標誌一般包含四個必需元素：
（1）圓形標誌中的 UL 字樣﹔
（2）「Classified」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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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產品名稱或公司名稱/檔案編號﹔
（4）版本/序列號或字母數字的控制編號。

3、UL-Recognize 部件認證標誌
UL-Recognize 部件認證標誌如圖 17。
普通消費者很少會看到這些標誌，因為它們專用在零部件上，而該零部
件是較大產品或系統的一部分。這些零部件可能是性能受到限制，或自
身不能直接構成完整產品。零部件認可標誌的運用範圍不勝枚舉，包括
某些開關、電源、印刷線路板、某些種類的工業控制設備和其他數千種
產品。

圖 17 UL-Recognize 部件認證標誌

和 UL 列名及分級標誌一樣，UL 認可零部件標誌也有三種：
（1） 一
種僅用於美國，
（2）一種僅用於加拿大，
（3）一種在美國和加拿大通用。
C-UR 標誌適用於僅在加拿大市場使用的零部件，帶有此類標誌的零部
件均已按照加拿大標準進行評估。C-UL-US 零部件認可標誌是可供選
擇的，它表示產品同時符合加拿大和美國的要求。 UL 鼓勵同時在兩
國評估其 UL 認可零部件的製造商採用這種新的組合標誌，但製造商
可以選擇繼續延用單獨針對美國或加拿大的 UL 認可零部件標誌。
UL 認可零部件項目涵蓋的產品將安裝於其他裝置、系統和終端產品。
這些零部件將在工廠進行安裝，而不能在現場安裝，而且這些組件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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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性能，會限制其使用。對裝有 UL 認可零部件的完整產品或系統
進行評估時，可簡化終端產品評估流程。
UL 零部件評估流程可能包含結構檢測和測試。 UL 測試報告中會註
明可接受性條件，對零部件用於終端產品的適用性予以指導說明。此信
息還可在 UL 的在線認證目錄和 UL iQTM 參數資料庫中查找。
所有帶有 UL 認可零部件標誌的產品都在 UL 跟蹤檢驗服務項目之
列，以確認其持續符合 UL 要求。

(二)美國 ETL 認證
ETL 是美國電子測試實驗室(Electrical Testing Laboratories)的簡稱。ETL 試
驗室是由美國發明家愛迪生在 1896 年一手創立的，在美國及世界享有極高
的聲譽。同 UL、CSA 一樣，ETL 可根據 UL 標準或美國國家標準測試核發
ETL 認證標誌，也可同時按照 UL 標準或美國國家標準和 CSA 標準或加拿
大標準測試核發複合認證標誌。
在美國大多數地區，電氣產品的批准是強制的。任何電氣、機械或機電產品
只要帶有 ETL 標誌就表明此產品已經達到經普遍認可的美國及加拿大產品
安全標準的最低要求，ETL 標誌表示產品已經通過美國 NRTL 及或加拿大
SCC 的認可測試，而且也代表著生產工廠同意接收嚴格的定期檢查，以保
證產品品質的一致性，可以銷往美國和加拿大兩國市場。
ETL 在發證前需要進行工廠檢查，之後每個季度還會進行不定時的跟進工
廠檢查，費用除了工廠檢查費外還需按季度繳納證書牌照費用。如有需要，
檢查人員可目擊產品的重新測試或取樣後在實驗室測試。領有許可證者必須
與 ETL 簽署一項法定契約(服務協定)，它清楚地規定了製造廠商的責任以及
連續 ETL 列名和 ETL 標誌的使用的條件。
ETL 也要求其生產場地已經過檢驗，並且申請人同意此後對其工廠進行定
期的跟蹤檢驗，以確保產品始終符合此要求。ETL 標誌更表示生產商的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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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符合了一定範圍的標準要求，並通過學習定期跟進的工廠審查以保證持
續一致性。
ETL 認證和 UL 認證具有同樣的北美市場准入效力，但 ETL 認證的費用比
UL 認證低的多，一般只有 UL 認證的一半，而且 ETL 認證的產品檢測可以
通過 CB 測試報告轉，可以節省許多的檢測費用。ETL 認證時間也比 UL 認
證要短的多，特殊情況下，ETL 可以先發證，再進行工廠審查，以節省寶貴
的時間。
ETL 出現已超過 100 年。ETL 這 3 個字母是 1896 年發明家愛迪生先生創立
的電器測試實驗室（Electrical Testing Labs）的簡稱。ETL 代表著創新、有
影響力、獨立公開的產品測試及豐富的經驗。
ETL 認證是美國認證機構 ETL，針對銷往美國市場產品的認證服務；UL 認
證則是美國認證機構 UL，針對銷往美國市場產品的認證服務。ETL 認證與
UL 認證主要都是依據美國的 UL 標準進行認證測試，差別只在一個是由 ETL
認證機構執行測試與認證，一個是由 UL 認證機構執行測試與認證。ETL 認
證標誌如圖 18。

圖 18 ETL 認證標誌

ETL Listed 標誌證明產品符合北美的安全標準，美國 50 州的主管機關
(Authorities Having Jurisdiction)、加拿大和零售商皆接受 ETL Listed
標誌作為產品安全的證明。製造商選擇 ETL 因為它提供了市場的競爭優
勢，而今天的 ETL 標誌已成為零售商販售數百萬商品的產品特色。
直至 2013 年取得 ETL 證書有兩種方式，(1)一種是通過 CB 測試報告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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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直接申請，申請 ETL 認證實需檢附的文件，如下:
1.申請表；
2.CB 測試證書複印件(直接申請不需要)；
3.CB 測試報告複印件(直接申請不需要)；
4.樣品；
5.其它有關的測試結果及產品數據，如:產品手冊、照片、元器件清單等等。
(如通過 CB 報告轉，則需進行差異測試)

(三)美國 FDA 認證
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簡稱 FDA）
，隸屬於美
國衛生教育福利部，FDA 創立於 1906 年是一家科學管理機構，它的職責是
確保美國本國生產或進口的食品、化妝品、藥物、生物制劑、醫療設備和放
射產品的安全。FDA 是美國歷史最悠久的保護消費者為主要職能的聯邦機
構之一，該機構與每一位美國公民的生活都息息相關，換句話說它是保護美
國公民福祉為主。
在國際上 FDA 被公認為是世界上最大及最嚴格的食品與藥物管理機構，也
是許多國家都通過尋求和接受 FDA 的幫助來促進並監控其本國產品的安
全。
FDA 是一個執法機構，而不是服務機構。FDA 作為聯邦執法機構，不可以
從事這種既當裁判，又當運動員的事。FDA 只會對服務性的檢測實驗室的
GMP 質量進行認證，合格的發與證書，但不會向公眾「指定」
，或推薦特定
的廠家，因為這與美國社會公平競爭的原則相違背。
FDA 不是要發認證證書，而是要註冊登記。向美國出口的食品，在到達美
國港口前 24 小時，必須事先向 FDA 通報登記，否則將被拒絕入境，並在入
境港口予以扣留。FDA 認證標誌如圖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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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FDA 認證標誌如

FDA 主管：食品、藥品（包括獸藥）
、醫療器械、食品添加劑、化妝品、動
物食品及藥品、酒精含量低於 7％的葡萄酒飲料以及電子產品的監督檢驗；
產品在使用或消費過程中產生的離子、非離子輻射影響人類健康和安全項目
的測試、檢驗和發證。根據規定，上述產品必須經過 FDA 檢驗證明安全後，
方可在市場上銷售，FDA 對該產品的認證是符合美國條款及聯邦法規的真
實有效文件，被 FDA 認證的產品可以在美國生產並在美國及世界各地自由
銷售。
FDA 有權對生產廠家進行視察、有權對違法者提出起訴。根據監管的不同
產品範圍，可分為以下幾個主要監管機構︰
1、食品安全和實用營養中心(CFSAN)：
該中心是工作量最大的部門，它負責除了美國農業部管轄的肉類、家禽
及蛋類以外的全美國的食品安全。食品安全和營養中心致力於減少食源
性疾病，促進食品安全。
2、藥品評估和研究中心(CDER)：
該中心旨在確保處方藥和非處方藥的安全和有效，在新藥上市前對其進
行評估，並監督市場上銷售的藥品以確保產品滿足不斷更新的最高標
準。同時，該中心還監管電視、廣播以及出版物上的藥品的廣告的真實
性。嚴格監管藥品，提供給消費者準確安全的信息。
3、設備安全和放射線保護健康中心(CDRH)：
該中心在確保新上市的醫療器械的安全和有效。這些產品都是與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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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息相關的，因而該中心同時還監管全國範圍內的售後服務等。對於一些
像微波爐、電視機、移動電話等能產生放射線的產品，該中心也確定了一
些相應的安全標準。
4、生物制品評估和研究中心(CBER)：
該中心監管那些能夠預防和治療疾病的生物制品，因此比化學綜合性藥物
更加復雜，它包括對血液、血漿、疫苗等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進行科學研究。
5、獸用藥品中心(CVM)：
該中心監管動物的食品及藥品，以確保這些產品在維持生命，減輕痛苦等
方面的實用性、安全性和有效性。
6、毒理學研究中心（NCTR）
是 FDA 的國際公認的研究中心，具有關鍵作用的使命。NCTR 研究人員
在合夥關係下與其它地方 FDA 單位與其他政府機構、學術界和業界提供
創新的技術方法和重要的科學訓練與技術專長。NCTR 獨特的科學知識是
主要支持 FDA 產品監管的作用。
7、煙草產品中心(CTP)
該中心為煙草產品的監督，實施家庭吸煙預防與煙草管制法。一些機構的
職責包括根據法律制定的性能標準，煙草新產品申請上市前審查和修改，
需要新的警告標籤，並建立和實施廣告和促銷的限制。

美國 FDA 定義醫療器材依其危害程度分為三級管制，以確保其安全性與功
效性。採取三級制度依危險程度輕至重為第一級至第三級，等級越高所需遵守
的標準與查驗項目越嚴苛。

1、第一級（ClassⅠ）器材
此類器材均不用於維護病人生命，不致於危害病人的健康。
2、第二級（ClassⅡ）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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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級係經「使用標準(Performance Standards)」設立以配合管理，才能達到維
繫器材安全性及功效性之器材屬於此類。
3、第三級（ClassⅢ）器材
絕大部分是為維繫或繼續維繫病人的生命與健康者。

一般而言，屬於第一或第二級之器材，申請資料較為簡化且需時也較短(即
510(k))。而第三級器材，必需經過極嚴格之試驗及極長之審核程序，才能被批
准上市。

(四)美國 ASTM 認證
美國材料與試驗協會(American Society for Testing and Materials，ASTM)是美
國最老、最大的非盈利性的標準學術團體之一。雖然 ASTM 標準是非官方
學術團體制定的標準，但由於其質量高，適應性好，從而贏得了美國工業界
的官方信賴，不僅被美國各工業界紛紛採用，而且被美國國防部和聯邦政府
各部門機構採用。
目前有 105817 個單位參加 ASTM 標準制定工作，主要任務是制定材料、產
品、系統及服務等領域的特性和性能標準，試驗方法和程式標準，促進有關
知識發展和推廣。
ASTM 標準包含以下六種類型：(1)標準試驗方法、(2)標準規範、(3)標準
慣例、(4)標準術語、(5)標準指南及(6)標準分類。
ASTM 標準包含以下 15 部分組成：(1)鋼鐵產品、(2)有色金屬產品、(3)金
屬試驗方法及分析程式、(4)建築、(5)石油產品/潤滑油和礦物燃料、(6)
油漆/相關塗料和芳香劑、(7)紡織品、(8)塑膠、(9)橡膠、(10)電絕緣和電
子學、(11)水和環境技術、(12)核能/太陽能和地熱能、(13)醫用設備和醫
療服務、(14)一般方法和測試設備及(15)通用產品/化工特殊製品和終端使
用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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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消費品安全協會(CPSC)於 2008 年透過美國消費品安全改進法案
(CPSIA)，為製造商、經銷商，零售商及入口商對消費品負上重大的監管責
任，特別是玩具及兒童的產品。玩具及兒童的產品進入美國前，必需符合
CPSIA 訂立的產品安全要求，被 CPSC 認可的實驗室進行測試和獲得兒童產
品證書(CPC)或通用產品證書(GPC)，證明是符合相關的聯邦法例和強制性的
安全標準，並且在可行的情況下，在產品和包裝，貼上永久可追蹤性的資料。
ASTM F963 是由美國商務部國家標準局主持制定的美國玩具檢測標準，目前
最新版本號為 ASTM F963-11，並已於 2012 年 6 月 12 日成為強制標準。

(五)美國能源之星認證
能源之星計劃於 1992 年由美國國家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EPA）所啟動，是針對節約能源的消費產品之國際標準及計劃，這
項計劃在 90 年代於美國發起，目的是降低能源消耗及減少發電廠所排放的
溫室效應氣體。此計劃並不具強迫性，自發配合此計劃的廠商可以在其合格
產品上貼上能源之星的標籤。
最早配合此計劃的產品主要是電腦等資訊電器，之後逐漸延伸到電機、辦公
室設備、照明、家電等等。後來還擴展到建築的領域，美國國家環境保護署
於 1996 年起積極推動能源之星建築物計劃，由環保署協助自願參與業者評
估其建築物能源使用狀況（包括照明、空調、辦公室設備等）
、規劃該建築
物之能源效率改善行動計畫以及後續追蹤作業，所以在一些導入環保新概念
的住家或工商大樓中也可發現能源之星的標誌。
能源之星目前是由美國能源部(Department of Energy)和環境保護署 (EPA)
共同贊助。能源之星正和全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密切合作，以期相互協調效
率標準。除美國之外，加拿大、日本、台灣、澳洲、紐西蘭和歐盟均有參與
美國環保署推動的能源之星計劃，並自 2001 年起每年一度召開國際能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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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計劃會議。
適用產品包括以下 9 個類別：(1)家電，(2)建築產品，(3)商業食品服務設
備，(4)電子產品，(5)熱水器，(6)加熱和冷卻，(7)燈具，(8)辦公用品及
(9)其他。
驗證申請流程：
1. 提供 Energy Star 美國能源之星驗證資訊及申請表；
2. 樣品能效預先評估是否滿足 Energy Star 美國能源之星要求；
3. 提交樣品及產品資料；
4. 樣品進實驗室測試實際測試；
5. 提交報告，透過 Energy Star 美國能源之星認可發證單位 CB (Certified
Body) 登錄；
6. 審核通過，能源之星發函，取得 Energy Star 美國能源之星資格。
驗證單位：
1.美國國家環境保護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EPA）；
2.國內被授權為第三方驗證機構。
驗證費用：
依據 2011 年起採行之能源之星申請審查流程，目前能源之星標章不收取標
章使用費，申請使用能源之星相關之費用僅包括(1)實驗室收取之產品檢測
費用，與(2)認可驗證團體(CB)收取之驗證費用。
能源之星認證標誌如圖 20。

圖 20 能源之星認證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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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者可獲得效益：
1. 能源之星標誌是美國甚至全世界中最為人所熟悉的能效標誌之一。
2. 消費者認為貼有能源之星標誌的產品，最能代表市場中最具能源效益產
品之一。
3. 該計畫在消費性電子產品、辦公設備、家電製品和外接電源供應器的節
能規格方面，是全球可見度最高的認證計畫之一。
4. 在美國，聯邦政府機關的採購必須選用符合「能源之星」或是「FEMP
（Federal Energy Management Program）」所指定的產品。
5. 家庭或是企業如果採用符合「能源之星」的產品，將有機會能夠獲得補
貼或是減稅。

(六)美國 CSA 國際認證
CSA 國際認證機構（CSA International）成立於 1919 年，是北美地區最著
名的產品認證機構之一。經 CSA 認證的產品廣受美國及加拿大買家（包括：
Sears Roebuck，Wal-Mart，JC Penny，Home Depot 等）認可。全球眾多一
流的生產企業（包括：IBM、西門子、蘋果電腦、明基電通、三菱電機等）
都以 CSA 作為打開北美市場的夥伴。CSA 認證標誌如圖 21。

圖 21 CSA 認證標誌

在美國，所有的認證機構都必須獲得美國職業安全健康管理局（OSHA）的授
權和認可。CSA 國際認證協會在美國現有的 5 個實驗室都已獲得 OSHA 授權，
成為國家認可實驗室（NRTL），這表示 CSA 國際認證協會可以根據美國和加
81

拿大兩國的標準對產品進行測試和認證。同時 CSA 國際認證協會的認證也
得到各聯邦、州、省和地方政府的認可。
CSA 認證標誌證明產品已經通過測試，並符合美國的現行標準，包括以下機
構制定的標準：
‧ 美國保險商實驗所（UL）
‧ 美國國家標準化組織（ANSI）
‧ 加拿大標準協會（CSA）
‧ 美國機械工程師協會（ASME）
‧ 美國材料實驗協會（ASTM）
‧ 美國安全醫師協會（ASSE）
‧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

3-3 日本之產品驗證制度
一、 商品管理法規架構

日本自 1999 年起實施商品檢驗制度改革，大幅放寬商品於前市場之管制強
度、加強商品後市場管理，驗證制度改採第三方驗證或業者自行確認方式，並
運用民間資源執行驗證和檢驗工作。日本政府商品驗證制度目的在於保護人或
動物之生命與健康、消費者權益及環境之保護，其商品驗證的業務在於確認商
品是否符合相關規定之技術標準，並以驗證方式來確認其符合性。
商品驗證制度之執行單位，主要係由經濟產業省、厚生勞動省、總務省與
環境省等單位執行商品驗證業務，負責之相關內容如下：
1、經濟產業省：依據「消費生活用製品安全法」
、
「電氣用品安全法」
、
「瓦斯事
業法」
、
「液化石油氣安全維護及交易合理化相關法律」等與製品安全相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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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進行相關產品之驗證管理，而其驗證商品領域涵蓋消費生活用品、電氣
用品、液化石油器具及瓦斯器具、纖維製品、合成樹脂與雜貨工業品等。
2、厚生勞動省：依據「藥事法」
、
「食品衛生法」實施藥品及食品驗證；對產業
機械等則是依據「勞動安全衛生法」實施驗證。
3、總務省：依據「電波法」、
「電信通信事業法」及「消防法」
，對其所管轄之
通訊器材與消防設備實施驗證。
4、環境省：依據「環境影響評價法」，對於與環境有關之商品實施驗證。

而商品需符合之技術標準，分別由商品驗證業務之主管機關為之，並以政
令、省令或規則公布。而相關產品相關技術之制訂及推動單位，主要為經濟產
業省獨立行政法人製品評價技術基盤機構認證中心。
日本商品驗證業務行政體系如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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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日本商品驗證業務行政體系

日本商品驗證業務行政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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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日本一般消費商品之主管機關為經濟產業省（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METI）
，依據「產品安全四法」規範消費商品
安全，分別為：
1、「消費生活用製品安全法（Consumer Product Safety Law）」
2、「電氣用品安全法（Electrical Appliance and Material Safety Law）」
3、
「安全及優良交易之液化石油氣法（Law Concerning the Securing of Safety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Transaction of Liquefied Petroleum Gas）」
4、「天然氣事業法（Gas Utility Industry Law ）」
其中「消費生活用製品安全法」屬一般法，除另有專法管制之商品外，
一般消費性商品均為該法管制對象；其他三法屬特別法，規範對象分別為
電氣用品、液化石油氣用品及天然氣用品。此四法於法規架構及商品驗證
方式具有高度相似性，對商品於上市前應符合之安全規範、驗證制度及後
市場監督方式均有所規範，基本上無太大差異。

二、 符合性評鑑制度

根據 ISO/CASCO 規劃之符合性評鑑架構，產品驗證機構、檢驗機構、
實驗室等，皆需依據 ISO 所規範的資格條件或認證程序，由認證機構審查
其是否具備執行符合性評鑑之能力。以政府實施之驗證制度為例，政府指
定的產品驗證或檢驗業務的「代行機構」，皆須由主管機關根據 ISO 所規
範的資格條件或認證程序來確認其是否具備符合性評鑑之能力，因此主管
機關在此扮演者認證機構之角色。
除上述「經濟產業省、厚生勞動省、總務省及環境省」之外，日本政
府管理之認證制度還包括「計量法校正事業者登錄制度」
、
「計量法特定計
量證明事業者認證制度」及「實驗室認證體系」等。日本之認證體系如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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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日本之認證體系
日本實驗室認證制度

特定計量證明事業者認證制度

度量衡器校正機構認證制度

（Japan National Laboratory

（Specified Measurment Laboratory

（Japan Calibration Service

Accreditation，簡稱 JNLA）

Accreditation Program）

System，簡稱 JCSS）

實施時間

1997 年

1997 年

1993 年 11 月

認證機構

獨立行政法人製品評價技術基盤

獨立行政法人製品評價技術基盤機

獨立行政法人製品評價技術基盤機

機構認證中心(IA Japan)

構認證中心(IA Japan)

構認證中心(IA Japan)

2004 年修正之工業標準化法（JIS

計量法

計量法

特殊度量衡器校正機構

度量衡器校正機構

項

目

法源依據

法）
執行日本工業標準（JIS）符合性
認證對象

測試之實驗室，但 JIS 標記制度實
施品目除外

認證技術領域 金屬材料、纖維製品、供水相關器 檢定空氣、水及土壤中戴奧辛含量之 長度、溫度、質量、光、放射線、電、
具、化學品、電機製品、建築材料、專用器具等
電磁波之衰減量及電磁波之電力密
生活用品、放射線相關用品等 10

度、標準物質、壓力、力等 24 個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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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領域
認證標準

域
ISO/IEC 17025

ISO/IEC 17011、ISO/IEC 17025

ISO/IEC 17011、ISO/IEC 17025

資料來源：我國商品檢驗制度改革之探討(台灣經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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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般消費商品
「消費生活用製品安全法」實施目的在防範消費性產品對消費者之潛在危
險。所謂消費生活用製品係指提供一般消費者生活所需之用品，但是排除「船
舶安全法」、
「品衛生法」
、「消防法」、
「毒物及劇物取締辦法」、
「道路運送車輛
法」、
「高壓瓦斯保安法」
、「武器製造法」、
「藥事法」等法所規範的範圍。為達
到防範消費性產品傷及一般消費者，該法一方面規定特別有安全之虞的產品須
經過驗證方可上市；一方面將加強市場監督，監控市面上之驗證商品及未列入
驗證之列之消費性商品。而產品上市前階段之安全確保，將由民間負起大部分
責任；產品上市後階段則由政府加強監督，希以重罰來提升效果。
本法將一般消費商品區分為「指定品目」及「非指定品目」
，指定品目係由
日本經產省指定公告，又分為「特定製品」及「特別特定製品」
，均屬於強制性
驗證項目；非指定品目雖然無強制性驗證的規定，日本現在已不作邊境管制，
不過業者在製品流通後仍須負擔商品安全之責任。此外，非指定品目則是一般
消費者生活用之製品，政府雖未事先查驗，但是日本民間驗證機構推有產品保
險制度（如 SG、ST 標誌），廣為民眾的信賴。
在產品上市前階段，政府強制要求產品風險較高者須經驗證，產品風險較
高之產品，在「消費生活用製品安全法」將被規列為「特定製品」
。特別製品指
從結構、材質、使用狀況等方面，對消費者生命或身體有危害之虞的產品，是
根據其事故發生狀況、檢驗結果、試買測試結果、產品普及狀況、製造業者之
規模與發展狀況、民間自主性規範狀況與安全裝置普及狀態及國外管制狀況等
因素而定。
「特定製品」中，其製造或進口業者之品質確保能力尚不足以確保產品安
全性者，將被列為「特別特定製品」。
「特定製品」是由政府訂定驗證標準，業
者自行查核其符合性，而「特別特定製品」則須由政府指定之第三者符合性評
鑑機構執行符合性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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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日本消費商品符合性評鑑制度及檢驗標識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經日本經產省（METI）公告為指定品目之產品，廠商負有強制驗證義務，
製造商或進口商必須確保商品符合相關省令所指定之安全標準。另外，經產省
（METI）依據商品風險程度，將指定品目之商品進一步區分為特定製品及特別
特定製品。特別特定製品係屬具備高度風險性之商品，需施以第三方強制驗證，
由政府指定之第三方符合性評鑑機構辦理符合性評鑑以確保產品安全性；特定
製品並不要求第三方驗證，由製造商或進口商確認商品符合相關省令所指定之
安全標準，備妥測試報告及標示圓形 PSC 產品合格標章即可。
產品上市後，各主管機關為監督市售商品之技術符合性，將實施工廠或商
店現場檢查及產品抽驗。此外，經濟產業省亦結合「製品評價技術中心、地方
消費生活中心、日本消費者協會及民間檢驗機構」等，形成商品檢驗網路；同
時實施商品試買測試、事故原因測試、申訴案件測試及商品比較測試等，以強
化對消費者之保護。
對於不符合法令規定之產品，主管機關必要時將要求業者提出報告、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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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命其改善、回收產品、禁止其使用標記、罰款或監禁等。

（二）電機電子類商品
根據「電氣用品安全法」
，日本電機電子產品之強制性檢測驗證制度為 PSE
（Product Safety of Electrical Appliance & Materials）驗證制度，該制度包含電磁
相容性和電氣安全兩部分之檢測驗證要求。2001 年 4 月 1 日，「電氣用品安全
法」（簡稱「電安法」或 DENAN 法）取代原「電氣用品取締法」，要求管制產
品加貼 PSE 標誌，並且加強了對進口商的懲罰措施。「電安法」通過規範電氣
用品的生產銷售等環節，引入第三方認證制度，來防止由電氣用品引起的危險
的發生。日本經濟產業省（METI）負責「電氣用品安全法」的實施及管理。現
經日本經產省（METI）公告適用「電氣用品安全法」之商品共計有 498 種，並
區分為特定電氣用品和非特定電氣用品兩大類。
「電氣用品安全法」將 498 種產品分為 A、B 兩大類，採用不同的管理要
求。A 類為特定產品，共 165 種，為可能有危險的或導致傷害的產品；B 類為
非特定產品，共 333 種。無論特定產品還是非特定產品，它們大致可分為電線
電纜、熔斷器、配線器具、電流限制器、變壓器和鎮流器、電熱器具、電動機
械器具、使用光源的器具、電子器具、交流電器具 10 大類。
屬於風險等級較高的特定電氣用品共計有 165 項產品，其產品驗證標示為
菱形 PSE 標誌，製造商或進口商必須向政府指定之第三方驗證機構辦理產品符
合性評鑑及工廠檢查以確認產品符合技術基準，取得驗證合格證書並貼附菱形
PSE 標誌後產品始能進入日本市場。屬於安全風險較低之非特定電氣用品共計
有 333 項產品，其產品驗證標示為圓形 PSE 標誌，於上市銷售前無需實施第三
方驗證，僅需由製造商或進口商進行廠內測試或委託實驗室檢測，確保產品符
合國家公告之技術標準，並備置相關技術文件、附貼圓形 PSE 標誌後，即可進
入日本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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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用品安全法」下 PSE 認證依據的技術標準有兩套：(1)一套是日本
本土標準，稱為「第 1 項」標準；(2)一套是引用 IEC 標準並加上日本國家差
異的標準，也稱為「J 標準」
（2009 年 9 月 11 日更新）或「第 2 項」標準。METI
在認可第三方認證機構的認證範圍時，會在授權認證的產品旁註明使用的是「第
1 項」還是「第 2 項」標準。
日本「電氣用品安全法」將電氣用品分為「特定電氣用品」和「非特定電
氣用品」
。498 種產品進入日本市場必須通過安全認證。其中，165 種 A 類產品
應取得菱形的 PSE 標誌，333 種 B 類產品應取得圓形 PSE 標誌。

（三）液化石油氣用品
依據「液化石油氣法」規定，經日本經產省（METI）公告之液化石油氣用
品列屬強制性驗證，且 METI 依據商品風險程度將所公告之品目再區分為特定
液化石油氣用品以及非特定液化石油氣用品。屬於風險程度較高的特定液化石
油氣用品，製造商或進口商除應確保產品符合相關安全標準外，必須由政府指
定之第三方符合性評鑑機構辦理商品測試；至於非特定液化石油氣用品，因風
險程度相對較低，僅要求製造商或進口商確保商品符合相關安全標準、備妥測
試報告及標示圓形 PSLPG 產品合格標章即可，毋須第三方機構之符合性評鑑程
序。

（四）天然氣用品
依據「天然氣事業法」之規定，經日本經產省（METI）公告之天然氣用品
列屬強制性驗證，且 METI 依據商品風險程度將所公告之品目再區分為特定天
然氣用品以及非特定天然氣用品。特定天然氣用品屬於風險程度較高的產品類
別，商品必須通過政府指定之第三方符合性評鑑機構之符合性評鑑；至於非特
定天然氣用品僅要求製造商或進口商確保商品符合相關安全標準、備妥測試報
告及標示圓形 PSTG 產品合格標章即可，毋須第三方機構之符合性評鑑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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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市場監督管理模式
日本經濟產業省對於商品安全之管理重點，可分為前市場檢驗管制、後市
場監督管理及商品事故通報，前者著重於保障商品安全、預防商品事故發生，
後者著重在防止事故傷害擴大。
在商品後市場監督部分，日本自 1999 年實施商品驗證制度改革後，驗證制
度改採第三方驗證或業者自行確認，商品管制重心逐漸移向後市場管理，由政
府加強市場監督，並結合民間單位辦理商品購樣測試，以強化對消費者之保護。
對於不符合法令規定之產品，主管機關得要求業者提出報告、回收或改正商品、
撤銷商品合格標誌、罰款或監禁等，以重罰來提升市場監督效果。
日本的消費商品主管機關為經濟產業省（METI）商務情報政策局製品安全
課，負責管理市售商品安全，而市場監督實際執行單位則為獨立行政法人產品
評價技術基盤機構（NITE）
，主要透過「建立事故資訊蒐集體系」
、
「現場檢查」
及「購樣測試」等方式進行後市場監督工作。

（一）建立事故資訊蒐集體系
經濟產業省獨立行政法人製品評價技術基盤機構（NITE）受日本經濟產業
省（METI）之授權命令，負責執行商品事故資訊之蒐集、辦理檢測及事故調查
與判定事故原因，經產省則依據 NITE 之檢測及調查結果，進行消費者端資訊
揭露、後續產品召回等矯正措施，防止未來產品事故再次發生。
另外，NITE 亦建置「事故資訊蒐集體系」，負責蒐集消費品事故資訊，蒐
集管道相當多元，同時商品製造商或進口商具有商品事故或產品危害缺陷之通
報義務，應即時向主管機關提出回報。而事故資訊及事故調查鑑定結果將會提
供給經產省，作為採取必要措施或召回、回收之行政處分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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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日本經產省產品安全政策體系
（資料來源：我國市場監督及回收機制之研究）

（二）現場檢查（On-site inspection）
在經濟產業省（METI）授權命令下，NITE 得對製造商及進口商執行現場
檢查，實地進入辦公室、工廠、商業場所、倉庫等，檢查產品及相關紀錄、文
件或詢問調查，檢視廠商是否依據產品安全相關法執行適當的安全方法。

（三）購樣檢測（Sample Test）
NITE 為獨立行政法人，不具備公權力，其購樣檢測之商品範圍包涵自我宣
告之商品與強制性檢驗商品。若產品經 NITE 購樣檢測不符合標準，其檢測結
果將直接通知經濟產業省（METI），經產省通常會公布產品檢測結果，並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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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認證機關」開會檢討原因，同時可能附帶有暫時停止販售、矯正或其他
必要處分。如產品可能危及消費者生命或造成其身體傷害，日本政府可發出「危
害防止命令」或「緊急命令」，要求產品回收、修理或停止出貨等。
日本 1999 年起所實施之商品驗證制度改革，主要考量為日本業者在技術開
發及品管體制的建立上已頗具績效，在產品安全性的能力也有顯著性的提升，
且產品瑕疵而引起的事故件數處於低水準，再加上民間驗證及檢驗機構技術能
力已達一定水準，並累積相當執行經驗，因此防範產品發生事故之責任可由政
府與民間共同來分擔。
就此次法令修正內容來看，其重點有三，即「放寬產品流通前之管制」
、
「加
強產品流通後之管理」及「運用民間資源執行驗證和檢驗工作」。
1、放寬產品流通前之管制：
法令修正前，日本強制性領域之驗證多依照產品危險性、影響範圍等因素採
取政府驗證或業者自行確認之驗證方式。修正後驗證制度將改採第三者驗證
或業者自行確認方式，將大幅提昇業者自行確認之比例。
以「消費者生活用製品安全法」為例，2001 年法令修正前規定應經驗證之
商品有 6 項，其中「第一種特定製品」2 項，須由政府驗證；「第二種特定
製品」4 項，由業者自行確認。2001 年法令修正後規定應經驗證之商品減為
嬰兒床、登山繩索、家庭用壓力鍋、安全帽等 4 項，稱為「特定製品」。其
中嬰兒床以及後來新增的攜帶式雷射應用裝置被指定為「特別特定製品」，
依規定需至認可之檢驗機構接受「符合性評鑑」
（第三者驗證）
，其他之「特
定製品」則由業者自行確認即可。
2、加強產品流通後之管理
產品流通前階段放寬後，將加強對產品流通後階段之管理，例如強制業者回
收不符合規定之產品、提高罰金、重課法人罰鍰等，以收嚇阻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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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運用民間資源執行驗證及檢驗工作
受各主管機關委託之檢查及檢驗業務的「指定代行機構」
，法令修正前需為
公益法人，法令修正後將不再限於為公益法人的身份。只要「指定代行機構」
或「第三者驗證機構」能保證評鑑的公正及中立性，且經過製品評價技術中
心依據 Guide 65 的認證核可，民間企業亦可申請執行業務。
四、日本其他自願性認證
(一) S-Mark 自願性認證
日本 S-Mark 標誌是自願性的產品安全標誌，主要是依據調和日本差異性測
試的 IEC 標準。S-Mark 標誌首先是由日本兩個半官方機構-日本財團法人電
氣安全環境研究所 (Japan Electrical Safety & Environment Technology
Laboratories，JET) 及日本品保協會 (Japan Quality Assurance
Association，JQA) 推出。目前由日本電機與電子器具及零件安全認證指導
委員會(Steering Council of Safety Certification for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Appliances and Parts of Japan, SCEA)主導，成員包括超過
50 家的政府機構、製造商、進口商、零售商和消費者等。
S-Mark 標誌的規範同樣符合 EMC 要求。此外，規定第一次的工廠檢驗及年
度的工廠檢驗的執行皆是必要的條件。
S-Mark 標誌適用於所有電子電器產品，範圍涵蓋 PSE 的認證範圍。推薦 B
類產品及不在 PSE 認證範圍內的產品申請。雖然是自願性認證，但目前越來
越多的廠商青睞並採用 S-Mark 以獲得市場競爭優勢，有點類似德國 GS。S
標誌同樣涵蓋安規和電磁相容。JET 和 JQA 目前都可以進行 S-Mark 的認證
工作，其標誌分別為 S-JET Mark 和 S-JQA Mark。
申請 S-Mark 強化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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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擁有 S-Mark 標誌的產品將提升零售商和消費者對產品的信心，取得市場
競爭力。
2、可利用第三方認證機構去證實產品符合 DENAN 規範或遵循自我宣告的 PSE
標誌。
3、在 S-Mark 標誌的認證過程，您可要求 UL 增加評估並提供額外報告，以
檢測產品是否遵從日本 eco 標誌認可。
4、您可利用 S 標誌的認證要素要求產品製造商，協助他們節省時間並增加
產品被核可的機會。
S-Mark 標誌如圖 25。

圖 25 S-Mark 標誌
(二) VCCI 自願性認證
VCCI 認證是日本的電磁相容認證標誌，由日本電磁干擾控制委員會
(Voluntary Control Council for Interference byInformation Technology
Equipment) 管理，成立於 1985 年 12 月，以當時 CISPR 22 標準為藍本，做
為該協會的基本產品驗證標準。而 VCCI 的成立主要是得力於日本下列四大
工業協會與日本政府所合力推動而成的：(1) JEIDA（Japan Electronic Industr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2) EIAJ（Electronic Industries Association of
Japan）
、(3) JBMIA（Japan Business Machine and Information System Industries
Association）及(4) CIAJ（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network Association
of Japan）。VCCI 產品認證是非強制性的，但是在日本銷售的信息技術產
品，一般會被要求進行 VCCI 認證。製造商首先應申請成為 VCCI 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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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才可以使用 VCCI 標誌。為了獲得 VCCI 的認可，所提供的 EMI 測
試報告必須由 VCCI 註冊認可的測試機構簽發。日本目前沒有抗擾度方面
的標準。VCCI 認證標誌如圖 26。

圖 26 VCCI 認證標誌

(三) 無線電信法 (日本 TELEC)認證
Telecom Engineering Center 是日本無線電設備符合性驗證的主要的註冊驗
證機構。電信法規定，指定的無線電設備型號核准（即技術法規的合格驗
證）
。驗證是強制性的，驗證機構為 MIC 指定的無線電設備範圍由註冊機構
批准。電信工程技術中心是日本無線電設備符合註冊驗證機構驗證。
TELEC 認證包括「測試認證（Test Certification）」與「型式認證（Type
Certification）
」。

1、測試認證（Test Certification）
針對每一個設備單元進行驗證（測試）
，證書也是針對每一個測試合格的
設備單元發給，因此該認證只對每一個經過了驗證的設備單元有效。
2、型式認證（Type Certification）
是指對相同設計和製造的設備樣品進行文件審查及樣品驗證，針對已符合
的無線設備頒發型式認證證書，但如果更改該無線設備的內部電路設計或
製造方法/程序，設備將需要以新的型式重新申請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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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對於電信終端設備的符合性認證分兩種情況：
(1)普通電話裝置，只要按電信事業法要求進行 JATE 認證。
(2)無線的終端設備，除了需按電信事業法要求進行 JATE 認證外，還需按
無線電法要求進行 TELEC 認證。
日本 TELEC 認證標誌如圖 27。

圖 27 日本 TELEC 認證標誌

3-4 其他各國之產品驗證制度
世界各國依國家法律、社會風情訂定產品驗證制度，其他各國產品驗證制
度簡述整理如表 16。

國家
亞洲
新加
坡

認證標誌

(強制性)

韓國

(強制性)

韓國

(強制性)

表 16 其他各國產品驗證制度
管理制度
1. 新加坡 PSB 全名為新加坡生產力及標準委員會，為貿
易及工業部所指定的法定機構，掌管相關法規，要求所
有註冊的管制產品須別印上 PSB 標誌。
2. 一張 PSB 證書只能放一個廠牌型號，不接受變異型號。
1. 韓國 KC 認證包含安規+EMC 標準規範，韓國安規標準
是基於 IEC 標準。
2. 韓國的電氣產品 EMI 要求等同於 CISPR 標準，EMS 要
求等同於 EN 標準。
1. 韓國電氣產品強制安全認證制度，EK-Mark 是由韓國商
業工業和能源部根據韓國電器安全法規，自 2000 年 7
月開始授權 KETI KTL，ERI 開展的產品認證制度。
2. 該認證系統被新的 EK-Mark 認證系統 KTL、KETI、
ESAK 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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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

柬埔
寨

(強制性)

馬來
西亞

(自願性)

中國
大陸

(強制性)

中國
大陸

(自願性)

泰國

3. 韓國的產品法規與歐洲相似。
1. 越南資訊通訊部針對資訊產品類的電磁干擾與通訊產
品，實施強制相關的 TCVN/TCN 標準規範。
2. 電磁干擾部份可以以自我宣告方式提出申請，最後經由
資訊部認可，產品即可於市場銷售。
1. 標準管理局在柬埔寨對出口到該國的管制產品，實施所
謂的產品認證系統，主要用於義務教育和非義務教育階
段 2 主要類別的標準。
2. 控制範圍的產品:包括化學品、電子電器、食品。2006
年，柬埔寨衛生部，工業和能源部，國家商務部聯合下
發化工、食品、電器及電子產品強制性認證要求。
1. SIRIM 是馬來西亞唯一一家認證的機構。任何的工廠
或者公司都可以向 SIRIM 提出申請，依照產品認證體
系下公認的標準進行審核及獲得認可。
2. 這些認證是自願性的，但是在很多情況下，因應政府管
理的要求會要求強制性認證
1. 中國強制性產品認證，又名為中國強制認證 CCC
( China Compulsory Certification，簡稱 3C 認證)，是由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
（AQSIQ）及中國國家認證認可監督管理委員會
（CNCA）根據《強制性產品認證管理規定》制定，由
CNCA 執行。
2. 目前適用的產品有 132 項，產品必須取得 CCC 認證證
書，並標示 CCC 的標誌，才可在中國出貨、進口及販
賣。
1. CQC 標誌認證是中國質量認證中心開展的自願性產品
認證業務之一，以加 CQC 標誌的方式表明產品符合相
關的質量、安全、性能、電磁相容等認證要求。
2. 認證範圍涉及機械設備、電力設備、電器、電子產品、
紡織品、建材等 500 多種產品。
3. CQC 標誌認證重點關注安全、電磁相容、性能、有害
物質限量（RoHS）等直接反映產品質量和影響消費者
人身和財產安全的指標，旨在維護消費者利益，促進提
高產品質量，增強國內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1. 泰國工業標準協會(TISI)是工業部下屬的一個國家標準
組織，TISI 有權根據已制定的泰國標準對產品進行認
證。
2. 泰國政府要求對 10 個行業的 60 種產品進行強制性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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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性)

印度

1.

2.
(自願性)

以色
列

3.

1.
2.
(強制性)

俄羅
斯

3.
1.

(自願性)

伊朗

2.

1.
2.
3.
(強制性)

印尼

1.
2.
(強制性)

證，包括：衣業、建築材料、消費品、電器及附件、PVC
管材、醫療設備、LPG 氣體容器、表面塗料及車輪。
ISI 標誌在印度及其鄰國是優質產品的象徵。而相當一
部分印度標準與國際標準化組織 ISO 標準、國際電工委
員會 IEC 標準一致，因此冠以 IS/ISO、IS/IEC 雙重標
誌。
印度消費者事務及公共分配部下屬的印度標準局（BIS）
是印度標準及認證事務的主管部門。
凡是進口屬於印度標準局 109 種強制進口認證產品範
圍內的產品，外國生產商或印度進口商必須首先向印度
標準局申請進口產品認證證書，海關依據認證證書對進
口貨物放行。
SII 全名為 The standards lnstitution of lsrael，指以色列標
準協會。
凡是出口到以色列的電子、電器產品都必須取得 SII 認
證。
以色列是 IEECEE-CB 成員國，所以他們可以接受其
IECEE-CB 成員國核發的 CB 報告
俄聯邦國家海關委員會頒布「進入俄聯邦海關領土需出
具強制認證的商品清單」
，按照俄羅斯法律，這些商品
只有獲得俄羅斯國家標準計量委員會頒發的國家標準
合格證書（帶有 PCT 標誌的 GOST 證書）
，才能進入俄
羅斯市場。
強制認證的產品範圍:主要包含電子產品類、食品類、
化妝品類、傢俱類、玩具類等，皆都屬於強制認證範圍
內。
根據 ISI 標準制定標準化，編制法律。
伊朗的貨物進口，ISIRI 要求企業向第三方機構出具相
對應的 VOC 證書。
強制標準認證中的產品，在取得合格認政證之後，必須
還要有一份 ISIRI 出具的合格證書 COC，以利取得伊朗
海關的永久性入關許可，進而進入市場。
BSN(國家標準局)為印度尼西亞一個主要責任的政府部
門，印度尼西亞 SIN 認證為強制性認證。
有關電子電器設備的強制性標準分為自願性與強制性
兩種，大部份的電子電氣產品不列入強制認證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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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
其
(自願性)

美洲
加拿
大

(強制性)

加拿
大

(強制性)

墨西
哥

(強制性)

阿根
廷

(自願性)

巴西

(強制性)

1. 土耳其標準學會(TSE)認證中心是土耳其國家認可權力
機構。
2. 對其國內及進口的工業電器設備產品進行品質監督，但
不是強制要求。
1. 加拿大標準協會(Canadian Standards Association ,CSA)
所制訂的標準不僅經加拿大官方採用成為國家標準，
CSA 也代表加拿大參與國際標準機構共同制訂國際標
準。
2. CSA 是加拿大最大的安全認證機構，它能對機械、建
材、電器、電腦設備等方面的的產品提供安全認證。
1. NRCan 全名是 Natural Resources Canada，係指加拿大自
然資源部，是一個在該領域科學和技術，以及國內和國
際政策的發展的領導者。
2. 加拿大自然資源部提供最新資訊：水能，生物質能，風
能，太陽能，海洋和地熱能源，提供環境效益和經濟效
益，即是加拿大的能源效率要求。
1. NOM 為墨西哥官方標準之西班牙文的簡稱，為強制性
安全標誌，用來表示產品符合 NOM 標準。
2. NOM 無需做 EMC 測試，且 IEC 標準不適用，只依據
墨西哥國內製訂的 NOM 標準。
3. 不論是在墨西哥當地製造的商品或是進口的産品，均須
符合相關的 NOM 標準及産品標註規定。
4. 電壓超過 24V (交流電&直流電)的電子電器產品都屬於
強制性認證產品範圍。不接受變異型號。
1. 為保障公眾安全使用電器，阿根廷要求上市銷售的電氣
產品必須滿足相應的安規要求。
2. 阿根廷於 1998 年 2 月 16 日頒布決議，開始建立強制認
證體系以使在阿根廷市場上銷售的電氣產品滿足最低
安全要求。
3. IRAM 可接受多數 NCB 出具的涵蓋阿根廷國家差異的
CB 報告，電源線的插頭應有 IRAM 或阿根廷 S-Mark
認證。
1. INMETRO 是巴西的國家認可機構（Accreditation
Body），負責制定巴西國家標準。
2. 強制性產品，如: 插頭、插座、電器設備。
3. 自願性產品，包括家用電器、消費類電子(音視頻產
品)、照明燈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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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倫
比亞

(自願性)

歐洲
歐洲

(自願性)

歐洲

(自願性)

德國

(自願性)

4. 巴西的產品標準大部分以 IEC 標準為基礎，凡符合巴西
標準要求的產品，才能進入巴西市場。
1. 哥倫比亞協會的技術標準和認證是一個非營利性的私
人哥倫比亞組織，負責監督遵守國家標準和國際標準，
是一個開放性的組織，成員來自哥倫比亞政府。
2. ICONTEC 認證機構，負責公司和個人從事生產或開發
的產品和工業流程的認證。
3. ICONTEC 是國際標準化組織 ISO 的成員，是一個區域
標準組織的合作夥伴。
1. E/e Mark 是歐洲共同市場對汽機車及其安全零配件產
品之噪音廢氣等認證標誌。
2. 需依照歐盟法令(EEC Directives)與歐洲經濟委員會法
規(ECE Regulation)規定，通過產品符合認證要求，即
核發合格證書，以確保行車的安全及環境保護之要求。
3. 目前 ECE 包括歐洲 28 個國家，除歐盟成員國外，還有
東歐、南歐等國家。
1. 歐洲節能 Erp 指令是新的歐洲 CE 標誌法規。
2. 歐盟官方公報於 2009 年 3 月 24 日公佈 EuP 指令管制
產品─家用非定向照明燈之實施方法。
3. 製造商必須顯示出對自己產品重新設計的積極興趣，以
降低生產對環境造成的影響。
4. 製造商還必須為產品進行適當的貼標，使消費者可以查
看產品的影響。
1. GS-Mark 是德國政府所擁有的標誌，依據德國設備安全
法(GSG)所制定，主管單位為 ZLS，為歐盟認可之自願
性認證。
2. 電氣、機械或電機產品只要印有 GS 標誌即是經過測試
符合德國的產品安全標準，唯有經過認可的產品安全測
試和認證實驗室才能授與 GS 標誌。
3. GS 代表的含意表示受檢產品符合最新的歐洲或德國標
準。
「GS」MARK 標誌表示「已測試和安全」的意思，
也就是任何產品在接受檢定單位的測試檢驗後，符合相
關之安全標準，而獲准在產品上標示 GS 標誌，以證明
該產品已受檢定合格。
4. GS 標誌是德國工業產品法的唯一法定安全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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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

(自願性)

德國

(自願性)

烏克
蘭

(強制性)

法國

(自願性)

奧地
利
(強制性)

義大
利

(自願性)

1. VDE 是德國國家產品標誌。
2. VDE 測試機構和認證協會是德國電氣工程師協會的下
屬機構，它成立於 1920 年，電子電器及其零部件作為
一個國際公認的安全測試和認證機構。
3. VDE 測試機構和認證協會根據目前的歐洲和國際標
準，每年大約有 2200 德國客戶及大約 2700 個國外客
戶。在歐洲甚至在國際均享有很高的聲譽。
1. TÜ V，意譯為德國技術監督協會，是德國檢驗產品安全
與環境安全的非官方組織，業務範圍包括檢查工廠、機
動車、能源設施、遊樂設施、設備與產品。
2. 其許多獨立分支機構也負責能源與交通的概念研發、環
保問題解決、標準認證等。
1. 烏克蘭電子設備測試和發證機構(UKeTEST)是一個洲
立企業，並為國家的體系認證及產品測試認證提供服
務。
2. 在烏克蘭，電子產品認證是強制的，進入烏克蘭的產品
必須取得 UKrTEST 證書。
1. NF 是法國標準的代號，1938 年開始實行，其管理機構
是法國標準化協會(AFNOR)。法國每 3 年編制一次標準
制修訂計劃，每年進行一次調整。
2. 法國標準化協會指導 17 個大標準化規劃組(GPN)的技
術工作，指導其與規劃委員會(COP)的工作進行協調。
3. 每一個規劃組有一個戰略方針委員會(COS)指導工作，
它集中了相關經濟領域的決策者，還負責確定優先開展
的工作，參與尋找資助，以及預定項目的經費分配。
1. OVE 標誌是奧地利的安全認證標誌，不含 EMC 要求，
申請時也必須提交相應的工廠檢查報告。
2. 發證機構為 osterreichischer Verband Fur
Elektrotechnik(OVE)，證書的有效期為 2 年時間。
1. 在義大利，屬 IMQ 的團體和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組織
的一環（CNR），為內政部、工業部、公共工程部、勞
動部、郵電部、交通運輸部、外貿部、國防部所支持。
2. IMQ 裡的執行成員，除發電管理局的主要城市，還有
其他的利益的委員會、局、協會的產品認證。
3. IMQ 成員對這個職位的資格，做好各項工作，保證了
檢測的獨立性和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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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

(自願性)

波蘭

1. 波蘭檢測認證中心（PCBC）是中央辦公廳為了檢測和
認證產品質量而成立，並於 1993 年 4 月 3 日波蘭議會
法訂定。
2. 波蘭檢測認證中心組織和監督產品測試和認證，並根據
EOQ 的要求執行認證品質管理。
1. B 標誌認證是波蘭目前的強制性認證，出口到波蘭的電
子電氣產品都必須通過 B 標誌認證。
2. B 標誌涵蓋產品安全、電磁相容和衛生要求。

(強制性)

英國

(自願性)

瑞士

(強制性)

匈牙
利
(強制性)

北歐
四國
丹麥
挪威
芬蘭
瑞典
荷蘭

(自願性)

1. BEAB 專用標誌提供產品最高安全保證給消費者、零售
商、分銷商和港口管理局。
2. 此標誌表示產品已在生產工廠使用公認的方法檢查並
已通過 Intertek 的測試和評估，附有 BEAB 認可的標
誌，Intertek 每年還會隨機檢查。
3. 被 BEAB 核准可以當做獲得其他國家和國際認證標誌
CB 和 ENEC 計劃的基礎。
4. 它也被廣泛用於需要有歐盟 CE 標記的支持聲明及技術
文件。
1. 瑞士為非歐盟國家，在產品認證方面未加入歐盟的 CE
制度，瑞士的產品法規有自己的要求。
2. 瑞士的 SEV 低電壓產品法規規定：進入瑞士市場的電
子電氣產品需要取得 S-PLUS 標誌，此標誌包含了產品
的安全性及電磁相容（EMC）的要求。
1. 匈牙利的電工產品實驗是依據關於人身、健康、財產安
全的有關規定。
2. 按照匈牙利的電氣標準而進行的強制實驗。
1. 北歐四國丹麥、挪威、芬蘭及瑞典可通過 CB 報告來申
請，或由該四國的認證機構直接目擊測試。可任意申請
其中一國認證，另外三國將在該證書的基礎上直接頒發
證書。
2. Demko 認證和 Nemko 認證，是進入這四國市場的必備
條件。
1. KEMA(Keuring Van Elektrotechnische Materialen)是荷
蘭電力試驗所，為世界性電力試驗認證機關，屬於（電
的）安全的品質標誌。
2. 電的產品必須順從「歐洲低電壓指示」的標準，和 CE
產品的標準一致，具體的要求和歐洲的標準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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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產品拿到 KEMA 的標誌，達到相關規定要求，也就意
味著可以自動地達到歐洲法律的要求。
澳洲
澳洲

(自願性)

澳洲

(自願性)

澳洲

(自願性)

澳洲

(自願性)

非洲
沙烏
地阿
拉伯

(強制性)

南非

1. SAA (Standard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為澳洲的安規
認證，無認證標誌；產品 Label 前面英文縮寫即代表發
證單位，有昆士蘭、維多利亞、新南威爾斯等等，如
QXXXXX、VXXXXX、NSWXXXXX。
2. SAA 其實是一個標準研究所，主管標準的制定和修訂。
3. 進入澳洲（包括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電子電器等產品
必須通過該認證，在產品上打上認證證書編號，才能合
法地進入澳洲銷售。
1. 澳洲 C-Tick，電子電器產品進入澳洲，除安全標示外，
還應該有 EMC 標誌 即 c-tick 標誌。
2. 目的是保護無線電通訊頻段的資源，其規定的實施制度
類似歐洲的 EMC 指令。
1. RCM (Regulatory Compliance Mark)為澳洲自我宣告標
誌。
2. 該標誌是澳大利亞與紐西蘭監管機構擁有的商標，表示
産品同時符合安規和 EMC 要求，是非強制性的。
3. 申請前需先取得 SAA 證書號碼。
1. 電信，無線電通信，EMC＆EMR-A 標誌，由澳大利亞
通信管理局（ACA）負責技術規則。
2. 包括制定相應的強制性標籤要求：
(1).電信用戶設備和用戶佈線。
(2).無線電通信設備。
(3).特殊的電氣和電子設備。
1. SASO 是英文 Saudi Arabian Standards Organization 的縮
寫 ，即沙烏地阿拉伯標準組織。
2. SASO 標準中有很多是在國際電工委員會（IEC）的安
全標準基礎上建立的。
3. 沙烏地阿拉伯工業及商務部要求所有 SASO 認證標準
包含的產品在進入沙烏地阿拉伯海關時要有 SASO 認
證證書。沒有 SASO 證書產品會被沙烏地阿拉伯海關拒
絕入境。
1. 南非 NRCS (National Regulator of Compulsory
Specification)全名為國家強制性要求管理部門，其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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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性)

肯亞

(強制性)

為 SABS 監管部門。
2. 在確定產品符合標準後，核發一致性證書。
3. SABS 是制定標準，測試產品和發放產品或服務證書的
標準部門。
1. KEBS 肯亞標準認證機構是在東部和中部非洲地區的
認證機構之一。
2. KEBS 負責針對進口至肯亞市場及當地生產的產品，制
定相關標準，包括出口前符合性認證計劃(PVoC)。
3. PVoC 標準化計劃是針對進口自特定國家的指定貨物/
產品，執行符合性評估和驗證程序，以確保產品符合肯
亞的相關技術規定和強制性標準或認可的要求。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目前全球主流的國際知名認證標誌和他們的工作內涵整理表列如下(表 17)。

認證
ISO

CE

FDA

表 17 國際知名認證標誌及其工作內涵
認證標誌
工作內容
1. 國際標準組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2. 國際標準組織是世界上最大的非政府性標準化專門
機構，它在國際標準化中占主導地位。
3. ISO 制定國際標準，協調世界範圍內的標準化工作，
組織各成員國和技術委員會進行情報交流，以及與
其他國際性組織進行合作，共同研究有關標準化問
題。
1. CE 標誌是一種安全認證標誌，被視為製造商打開並
進入歐洲市場的護照。
2. CE 代表歐洲統一（CONFORMITE EUROPEENNE）
。
3. 凡是貼有「CE」標誌的產品就可在歐盟各成員國內
銷售，無須符合每個成員國的要求，從而實現了商
品在歐盟成員國範圍內的自由流通。
1. 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簡稱 FDA。
2. FDA 是美國政府在健康與人類服務部 (DHHS) 和
公共衛生部 (PHS) 中設立的執行機構之一。
3. FDA 的職責是確保美國本國生產或進口的食品、化
妝品、藥物、生物製劑、醫療設備和放射產品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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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UL

6.
1.
2.
3.

4.

5.

DIN

1.
2.
3.

GS

4.
1.
2.

全。
911 事件後，美國國內人士認為，有必要切實提高食
品供應方面的安全。美國國會通過《2002 年公共健
康安全及生物恐怖主義的預防及對策法案》後，撥
款 5 億美元授權 FDA 制定實施該法案的具體規則。
該法規規定，FDA 將給每個登記申請者分配一個專
用登記號碼，外國機構對美國出口的食品，在到達
美國港口前 24 小時，必須事先向美食品與藥物管理
局通報，否則將被拒絕入境，並在入境港口予以扣
留。
FDA 只是要註冊登記，不是要認證書。
UL 是英文保險商試驗所（Underwriter Laboratories
Inc.）的簡寫。
UL 安全試驗所是美國最有權威的，也是界上從事安
全試驗和鑒定的較大的民間機構。
是一個獨立的、非營利的、為公共安全做試驗的專
業機構。採用科學的測試方法來研究確定各種材
料、裝置、產品、設備、建築等對生命、財產有無
危害和危害的程度；確定、編寫、發行相應的標準
和有助於減少及防止造成生命財產受到損失的資
料，同時開展實情調研業務。
主要從事產品的安全認證和經營安全證明業務，其
最終目的是為市場得到具有相當安全水準的商品，
為人身健康和財產安全得到保證作出貢獻。
就產品安全認證作為消除國際貿易技術壁壘的有效
手段而言，UL 為促進國際貿易的發展也發揮著積極
的作用。
德國標準化學會 Deutsches Institut fur Normung。
DIN 是德國的標準化主管機關，作為全國性標準化
機構參加國際和區域的非政府性標準化機構。
DIN 於 1951 年參加國際標準組織。由 DIN 和德國
電氣工程師協會(VDE)聯合組成的德國電工委員會
(DKE)代表德國參加國際電子電機委員會。
DIN 還是歐洲標準化委員會、歐洲電工標準。
GS 標誌是德國勞工部授權 TUV、VDE 等機構頒發
的安全認證標誌。
GS 標誌是被歐洲廣大顧客接受的安全標誌。通常
GS 認證產品銷售單價更高而且更加暢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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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E

CSA

BSI

HACCP

HALAL

1. 日本 JET(Japan Electrical Safety & Environment)針對
符合日本安全規定的電子電器產品所給予的認證標
章。
2. 根據日本的 DENTORL 法(電器裝置和材料控制法)
規定,499 種產品進入日本市場必須通過安全認證。
1. 加拿大標準協會（Canadian Standards Association）
的簡稱。
2. 成立於 1919 年，是加拿大首家專為制定工業標準的
非盈利性機構。
3. 在北美市場上銷售的電子、電器等產品都需要取得
安全方面的認證。
4. 目前 CSA 是加拿大最大的安全認證機構，也是世界
上最著名的安全認證機構之一。
5. 對機械、建材、電器、電腦設備、辦公設備、環保、
醫療防火安全、運動及娛樂等方面的所有類型的產
品提供安全認證。
6. CSA 已為遍佈全球的數千廠商提供了認證服務，每
年均有上億個附有 CSA 標誌的產品在北美市場銷
售。
1. 英國標準學會 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ion。
2. 英國標準學會(BSI)是世界上最早的全國性標準化機
構，它不受政府控制但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
3. BSI 制定和修訂英國標準，並促進其貫徹執行。
1. 是「Hazard Analysis Critical Control Point」的英文縮
寫，即危害分析和關鍵控制點。
2. HACCP 系統被認為是控制食品安全和風味品質的
最好、最有效的管理系統。
3. 國際標準 CAC/RCP-1《食品衛生通則 1997 修訂 3
版》對 HACCP 的定義為：鑒別、評價和控制對食
品安全至關重要的危害的一種系統。
1. Halal，本意是「合法的」
，中文譯為「清真」
，即符
合穆斯林生活習慣和需求的食品、藥品、化妝品以
及食品、藥品、化妝品添加劑。
2. 穆斯林國家馬來西亞就一直致力於 halal（清真）產
業的發展，他們頒發的 halal（清真）認證在國際上
具有很高的信譽度，得到穆斯林大眾的信賴。
3. 包括北美、歐洲市場也逐步意識到 halal（清真）產
品所具有的巨大潛力，不遺餘力地開始相關產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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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H

1.

2.
FCC

1.

2.

3.

ROHS

1.

2.

3.

CCC

1.
2.

3.

研發和生產，並且在 halal（清真）認證方面也制定
了相應的標準及流程。
REACH 是歐盟規章《化學品註冊、評估、許可和限
制》（REGULATION concerning the Registration,
Evaluation, Authorizationand Restriction of
Chemicals）的簡稱，是歐盟建立的，並於 2007 年 6
月 1 日起實施的化學品監管系統。
依 REACH 法規，化學品被分為三大類：物質、混
合物、物品。
FCC（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美國聯
邦傳播委員會）於 1934 年 COMMUNICATIONACT
建立，是美國政府的一個獨立機構，直接對國會負
責。
聯邦通訊委員會（FCC）管理進口和使用無線電頻
率裝置，包括電腦、傳真機、電子裝置、無線電接
收和傳輸設備、無線電遙控玩具、電話、個人電腦
以及其他可能傷害人身安全的產品。
產品進口到美國，必須通過由政府授權的實驗室根
據 FCC 技術標準來進行的檢測和批准。進口商和
海關代理人要申報每個無線電頻率裝置符合 FCC
標準，即 FCC 許可證。
RoHS 是《電氣、電子設備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質
指令》
（the Restriction of the use of certain hazardous
substances in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的英
文縮寫。
RoHS 一共列出六種有害物質，包括：鉛 Pb，鎘 Cd，
汞 Hg，六價鉻 Cr6+，多溴二苯醚 PBDE，多溴聯苯
PBB。
歐盟在 2006 年 7 月 1 日開始實施 RoHS，使用或含
有重金屬以及多溴二苯醚 PBDE，多溴聯苯 PBB 等
阻燃劑的電氣電子產品都不允許進入歐盟市場。
根據中國入世承諾和實現國民待遇的原則，對強制
性產品認證使用統一的標誌。
新的中國強制性認證標誌名稱為"中國強制認證"，
英文名稱為"China Compulsory Certification"，英文縮
寫為"CCC"。
中國強制認證標誌實施以後，將逐步取代原來實行
的"長城"標誌和"CCIB"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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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SAA

1. 中國國務院於 1991 年 5 月 7 日頒佈了《中華人民共
和國產品品質認證條例》
。
2. 中國電工產品認證委員會在 1954 年成立，1991 年 6
月被國際電子電機委員會電工產品安全認證組織
（iEcEE）管理委員會（Mc）接受為認可和頒發 CB
證書的國家認證機構。下屬的 9 個檢測站接受為 CB
試驗室（認證機構試驗室）。
3. 所有有關電氣產品，只要企業取得了委員會出具的
cB 證書和測試報告，IECEE-ccB 體系內的 30 個成
員國將予以認可，基本上免去再送樣到進口國測
試，這樣既省費用又省時地獲得該國的認證合格證
書，對出口產品極為有利。
1. SAA 認證為澳洲的標準機構為 Standard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n 旗下認證，所以稱為 SAA。
2. SAA 是進入澳洲市場的電器產品須符合當地的安全
法規，即業界經常面對的認證。
3. 由於澳洲和紐西蘭兩國的互認協議，所有取得澳洲
認證的產品，均可順利地進入紐西蘭市場銷售，所
有電器產品均要做安全認證（ SAA ）
。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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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正字標記與他國商品驗證制度之比較

一國政府為確保其國民安全與健康、提昇產品品質、進而加強其企業競爭
力，經常要求特定產品必須達到一定標準，始能上市；一國政府甚至會要求，
該產品實際上是否符合所定標準，必須先行經過相關權責主管機關或其所指定
之驗證機構之驗證，並於產品行銷時必須附有此等驗證完成標記，始能行銷。
過去幾年我國為因應加入 WTO，在商品檢驗制度上也作了相當的改變，最
明顯的變化是檢驗方式增加了驗證登錄、監視查驗及符合性聲明等方式；驗證
業務未來亦逐步委託民間辦理。放寬商品檢驗方式可以加速商品流通，有利於
企業經營；而驗證業務委由民間辦理也可以減輕政府之行政負擔，提高行政效
率。對於廣大消費者最為關心之議題－產品品質與安全性是否因此而可以維
持，標準檢驗局也已透過市場監視、通過產品責任相關法令、推動產品責任保
險及損害救濟相關措施加以確保。
經濟部標檢局對於商品檢驗部分，目前共有 4 大商品標章列管，列表如表
18。正字標記驗證制度自 1951 年實施以來，已經歷經 68 個年頭，由於商品安
全標章等其他檢驗制度陸續加入商品檢驗行列，正字標記驗證制度遭受衝擊。
此外，消費者保護意識抬頭，國際間日趨重視消費者安全之保障，先進國家甚
至以消費安全的維護，作為開發中國家進入該國市場的貿易障礙，顯示消費安
全與產業發展交互影響，攸關經濟需求面與生產面的發展，在當前全球化的時
代，其重要性日益顯著。
為兼顧國人消費安全維護以及我國產業的發展，本研究擬藉由瞭解德國、
美國及日本等先進國家之商品驗證制度，瞭解日本對於一般消費商品的管理，
美國產品驗證如何執行以及德國如何將歐盟的「一般產品安全指令」落實於該
國的法令及措施當中，配合我國產品驗證制度現狀，藉由相互比較他國產品管
理制度，提出我國正字標記商品驗證制度具體可行之改革建議。

111

表 18 經濟部標檢局 4 大商品標章
標章圖片

名稱

商品安全標章

商品安全標章

自願性產品驗證標誌

正字標記

實施日期
1999 年
無
2004 年
1951 年
核准條件
強制性
強制性
自願性
自願性
主管機關
經濟部標檢局
經濟部標檢局
經濟部標檢局
經濟部標檢局
印製者
1. 業者印製。
1. 經濟部標檢局印製。 1. 業者自行印製。
1. 業者自行印製於產品
2. 須依規定或經標準檢驗局 2. 標籤屬於購買制。舉 2. 凡經標檢局公告可申請
包裝。
例：以企業若製造一萬 自願性產品驗證標誌之
台的電腦，就必需向標 商品皆驗證。
核准，由圖示
及識別
檢局購買 1 萬張標籤。3. 自願性產品申請程序請
號碼(字軌+指定代碼，如上
見以下連結
圖所示)。字軌有五種，P、
http://goo.gl/iGx92P。
D、T、Q、M，每一個產品皆
須貼製。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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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正字標記與歐盟商品驗證制度之比較
歐洲國家基於單一歐洲市場之需要，特別重視商品檢驗、市場監督及產品
責任之相關工作。歐洲國家眾多，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產品驗證制度，從文
獻資料顯示德國商品檢驗相關工作一直頗受好評，故本研究選擇德國做為研究
對象，本研究將特別重視德國如何將商品驗證落實在國內執行的層面。德國有
多項商品驗證制度均受國際社會好評，其中，以「GS」驗證制度最為世人推崇。

一、德國產品安全法

在講述德國 GS 認證，首先必須介紹德國的「產品安全法」。
(一)歐盟法影響德國產品安全法
1990 年代初期，歐盟執委會已經開始思考修改產品安全指令，執委會體認
到在一個單一的內部市場上應給與人民更廣泛的產品安全保護制度，因此規劃
一個責任重疊的保護制度，也就是從製造者個人自己的責任到國家管制的監督
責任，尤其在日常生活中伴隨著產品安全技術的保障，這不僅牽涉到消費者保
護的議題，同時也屬於會員國內政安全的議題，因此不僅是產品製造者與販售
商個人要對瑕疵的產品負責任，國家也應該肩負監督的責任。
2004 年，德國轉換歐盟產品安全指令（Produktsicherheitsrichtlinie）為器具
暨產品安全法（Geräte- und Produktsicherheitsgesetz；簡稱 GPSG）與許多相關
的行政規章，尤其是與產業製造有關的 CE 標示指令亦轉換為國內法。產品安
全法立法本旨在於考量消費者保護與工作場所保護政策，產品安全法因而成為
對產業在公法上的重要產品銷售法，亦在於促進在歐洲內部市場上無害商品的
流通。
2008 年，歐盟公布了「第 765 號關於認證與市場監督規章」與「第 768 號
關於產品行銷共同法律架構決議」
。第 765 號關於認證與市場監督規章宗旨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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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會員國的市場監督機關（Marktüberwachungsbehörde）一致，以更有效率的
施行歐洲的產品安全法，並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直接適用於全體會員國。
2008 年，歐盟新的立法結構（New Legislative Framework）就歐洲產品安
全法亦採取新觀念（new approach），亦以市場監督措施之改善和提高效率為宗
旨。
德國為落實 2008 年第 765 號規章，遂修改原來的器具暨產品安全法，並
將 2008 年第 768 號決議的範例規定納入國內法，因此在 2011 年 11 月 8 日公布
新的產品安全法（Produktsicherheitsgesetz）
，並於 2011 年 12 月 1 日生效施行。

(二)新的產品安全法之內容
2011 年，新版的「產品安全法（Produktsicherheitsgesetz）」主要是轉換歐
盟法，並大修改 2004 年的器具暨產品安全法，增加了許多新規定，並創設一個
新的「德國認證局（Deutsche Akkreditierungsstelle）」
。2011 年 12 月 1 日德國新
的產品安全法生效，取代自 2004 年 5 月 1 日生效的器具暨產品安全法。以下
說明新的產品安全法的內容。

1、適用範圍
德國新的產品安全法係轉換 11 個與產品有關的歐盟內部市場指令而來，具
體的規範可以在市場上交易產品的要件，新的產品安全法適用於所有產品關於
產品安全的一般規定，另外尚有針對特別產品的規章，例如第 1 個產品安全規
章係轉換 2006 年第 95 號低電壓（Niederspannung）指令。
產品安全法明確定義「產品（Produkt）
」為「以加工程序製造的商品、原
料或配製」
。新的產品安全法包括全部供應鏈（supply chain）的所有產品，另明
文規定不適用產品安全法的產品。產品安全法為一般規定，性質上屬於普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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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的概念定義規定
為簡化產品安全法在適用上的法律爭議與實際上盡可能符合歐盟法的規
定，產品安全法定義了 31 個重要的概念，這些法定定義係全部原封不動源自
2008 年第 765 號規章與第 768 號決議的定義規定。
產品安全法首次規定「經濟行為者（Wirtschaftsakture）」為一個集合的概念
（Sammelbegriff），包括「製造者、代理人、進口商與業者」。依據產品安全法
規定，
「產品僅在遵守法定要求且不會危害人體安全何健康、或在符合規定或可
預見的使用不會損害其他法益時，才得在市場上行銷」。

3、產品的安全技術要求
產品安全法規定提供產品到市場上的一般要求，應具備下列的要件：
(1) 新產品的安全要求
法規規範產品不會危害人體的安全與健康、或不會危害在前述法規列舉的法
益時，才得在市場上提供產品。在判斷產品是否符合安全的要求時，特別應
考慮下列事項：
(A)產品的特性，包括組成、包裝、組裝的說明、安裝、維修與其使用期限等；
(B)係可預期與其他產品一起使用時，該產品對其他產品的影響；
(C)產品的外觀、標示、警告指示、使用與操作說明、廢棄處理的說明、以及
所有其他與產品有關的說明或資訊；
(D)在使用產品上比其他人更容易受害的使用人族群，即高危險的使用族群。
(2) 二手貨的安全要求
在市場上的二手貨（gebrauchte Produkte）也適用產品安全法，雖然產品安全
法未定義「二手貨」
，但依照通說之見解，所謂的「二手貨」，係指在市場上
提供後第一次按照規定使用的產品。產品安全法規定，有可能達到更高的安
全標準或其他產品的支配具較小的危險性，並無充分的理由視其為危險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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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技術規格的角色
依據產品安全法之規定，只要是要求符合相關的規格或該規格的一部分
時，則推定產品符合規定的安全要求。
產品安全法規定規格與其他的技術規格，即在判斷一個產品是否符合規定
的安全要求時，得以規格或其他技術規格為依據。產品若未遵守法定的安全要
求時，有可能因相反的推定而被認為是不安全的產品。在德國的實務上，通常
若是經由明顯的舉證已遵守相關的規格標準，往往不會被認定為產品不符合安
全標準。製造業者在製造新產品時遵守歐盟既有的規格標準的重要性，至少在
主張產品符合安全要求時，可以用一個比較客觀的標準作為依據。

5、消費性產品特別的安全要求
新的產品安全法亦轉換自歐盟 2001 年第 95 號「一般產品安全指令」的規
定，而規定供應消費性產品有特別的安全要求。依據歐盟指令特別的安全要求
為：
(1)應提供給使用人產品的資訊，以期能辨識和防止危險，例如警告指示；
(2)在產品上或包裝上標明製造者或進口商的姓名與聯絡地址；
(3)適當的預防措施，以避免與消費性產品連結的危險；
(4)標明辨識消費性產品的明確標示；
(5)在市場上實施抽驗；
(6)對於申訴進行有系統的檢驗與登載於申訴名冊中；
(7)在已經在市場上供應的產品出現危害人體健康與安全時，應通報主管機關，
即建立一個官方的通報系統。

「消費性產品（Verbraucherprodukte）」為一新的概念，依據產品安全法
定義規定，消費性產品可為「新產品、使用過的物品（二手貨）或重製的產品，
按照合理的判斷，消費者可預見得加以使用，在服務的範圍內提供給消費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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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

6、加強管理 GS 標章
安全合格標章（Geprüfte Sicherheit Ziechen，簡稱 GS 標章）係證明一產
品符合產品安全法的要求，特別是 DIN 規格、歐洲規格或其他普遍承認的技
術規則，也就是 GS 檢驗為檢驗產品是否符合產品安全法與其他針對保障人體
安全和健康保護法律規定的要求，這些要求包含德國轉換歐盟相關指令（例如
低壓電指令、機器指令）的產品安全法規，但並不包括歐盟指令雖規定 CE 標
示但非以安全和健康保護為目的的 GS 標章，例如 2009 年第 125 號生態標
章指令、2004 年第 22 號測量器具指令。
操作指示為產品的構成部分，也就是無操作指示時產品是不完全的，功能
檢驗僅在安全檢驗所必要者，GS 標章才屬於檢驗的範圍，同時 GS 標章亦非
一般的品質標章；另外，GS 檢驗並不檢驗一產品使用期限的品質，GS 標章係
指「一個由國家授權的檢驗機構檢驗合格與進行製造監督的標章」
。通常製造者
會基於品質保證與行銷的理由而主張其 GS 標章，而購買的顧客通常也會選擇
由一個獨立的檢驗機構所發出對產品的合格檢驗證明，因此 GS 標章普遍被社
會大眾認可。
產品安全法增訂 GS 標章規定，即第 20 條至第 23 條，包括有利於製造
者承認的 GS 標章、由進口商與在販售 GS 標章產品範圍內事後補貼的 GS
標章。這些新規定主要是加強 GS 標章的獨特意義，以便與 CE 標示作區隔。
應注意的是，CE 標示與 GS 標章為不同的標章，CE 為強制的標章，係依據
歐盟相關產品安全指令的要求，屬於製造者聲明產品符合歐盟法規的安全要
求，實際上歐盟已經針對許多的工業產品訂有工業 CE 指令。GS 標章僅為製
造者對其產品自願的檢驗標章，係由製造者委託獨立的檢驗機構通過產品檢驗
符合產品安全法的安全與健康要求的合格證明。通常產品通過合格檢驗後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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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 GS 標章，而檢驗機構必須以檢查措施（包括在製造廠房的實地查核在
內），確保產品按照經檢驗合格的樣品行銷。
CE 標示適用於在歐盟境內的商品自由流通，由製造者以自己的責任在產
品上標示。歐盟為達成在單一市場內的商品自由流通，製造者有義務標示 CE
以證明其產品符合歐盟的指令規定，同時製造者亦必須對這些產品負責任，若
製造者的工廠不在歐盟境內時，則應由進口商負責任，而給與消費者充分的保
障。
德國產品安全法規定，基於製造者或其代理人之申請，由 GS 認證單位承
認的標誌，依據規定給與可供使用的產品 GS 的標示；若可供使用的產品已經
有 CE 標示，且該 CE 標示的要求至少與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的要件等同
時，則不適用 GS 標章。
依據產品安全法第 21 條第 1 項之規定，僅在下列的要件下，GS 認證單
位才承認 GS 標章：
(1) 合格的零件樣品符合第 3 條的安全要求，且若關係到消費性的產品時， 亦
會額外要求需符合第 6 條的安全要求；
(2) 合格的零件樣品就保證保護人體安全與健康方面，應符合其他法律規定的
安全要求；
(3) 在檢驗零件樣品時，應適用由產品安全委員會調查承認 GS 標章所使用的
說明；
(4) 採取的保證可供使用產品符合合格零件樣品的預防措施。

GS 認證單位應將符合這些安全要求作成文件，為了加強 GS 標章的公信
力，產品安全委員會將擬定適合承認 GS 標章的產品建議名單。GS 認證單位應
發給承認 GS 標章的證明，承認最長期限為五年，得限定於特定製造的比例；
GS 認證單位應公告頒發的證明。若 GS 認證單位知悉產品標示承認的 GS 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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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效時，應採取必要的措施。GS 認證單位應通報其他的 GS 認證單位與立即通
報有權處理濫用 GS 標章的機關。在出現濫用 GS 標章的情形，GS 認證單位應
以電子方式向社會大眾提供資訊。GS 認證單位應監督可供使用產品的製造與合
法使用 GS 標章。在具體個案中，GS 認證單位亦應積極的防制濫用 GS 標章，
並可以行使民法的不作為請求權，也就是若證實所承認的 GS 標章不再符合安
全要求時，GS 認證單位應吊銷該承認，並應通報其他 GS 認證單位與主管機關
已經吊銷承認之事實。
為禁止使用偽造的 GS 標章，產品安全法第 22 條規定製造者與進口商應
檢驗一個有效的 GS 標章是事實上確實存在，並應作成書面文件，尤其是進口
商必須舉證實際上已經檢驗過 GS 標章是存在的；製造者必須符合合格的零件
樣品，並應注意附件的 GS 標章形成，同時不得使用有與 GS 標章混淆的標示
或以會與 GS 標章混淆的標示廣告。若製造者或進口商違法的使用 GS 標章
時，依據產品安全法第 39 條之規定可處 1 萬歐元以下的罰鍰。

7、罰鍰規定
德國新的產品安全法大幅提高罰鍰的金額上限，也就是在產品安全法第
39 條第 1 項增訂許多的處罰要件，例如製造者、代理人或進口商違反消費性
產品的標示規定，如聯絡地址、附具德文的使用說明、陳列不合法的產品標示、
一產品有瑕疵的 CE 標示、在吊銷或中止承認後仍繼續使用 GS 標章、承認
GS 標章的瑕疵證明、有 GS 標章的產品進口商有瑕疵的檢驗等，都將受到制
裁。

二、 德國 GS 認證

GS 的含義是德語「Geprufte Sicherheit（安全性已認證）」
，也有「Germany
Safety（德國安全）
」的意思。GS 認證以德國產品安全法（SGS）為依據，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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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統一標準 EN 或德國工業標準 DIN 進行檢測的一種自願性認證，是歐洲市
場公認的德國安全認證標誌。
GS 認證標誌，是德國勞工部授權 TUV，VDE 等機構頒發的安全認證標誌。
GS 標誌是被歐洲廣大顧客接受的安全標誌。GS 認證標誌表示該產品的使用安
全性已經通過公信力的獨立機構的測試。GS 認證標誌，雖然不是法律強制要
求，但是它確實能在產品發生故障而造成意外事故時，使製造商受到嚴格的德
國（歐洲）產品安全法的約束。所以 GS 認證標誌是強有力的市場工具，能增
強顧客的信心及購買慾望。雖然 GS 是德國標準，但歐洲絕大多數國家都認同。
而且滿足 GS 認證的同時，產品也會滿足歐共體的 CE 標誌的要求。和 CE 不一
樣的是，GS 認證標誌並無法律強制要求，但由於安全意識已深入普通消費者，
一個有 GS 認證標誌的電器在市場可能會較一般產品有更大的競爭力。
歐洲共體 CE 規定，自 1997 年 1 月 1 日起管制「低電壓指令(LVD)」。GS
已經包含了「低電壓指令(LVD)」的全部要求。GS 認證比 CE 認證的低電壓安
全認證（LVD 認證）要更嚴格，所以，獲得 GS 標誌後，TUV 會例外免費頒發
該產品 LVD 的 CE 證明(COC)，TUV 南德意志集團（TUV Rheinland）自 1997
年後的證書則在 GS 證書中包含了 LVD 證書。廠商申請 GS 的同時獲得了 LVD
證明。

1、GS 認證對產品和文件的要求：
（1）產品要通過歐洲安全標準的型式實驗。
（2）產品結構要符合標準要求。
（3）說明書(德文,英文)要符合標準。
（4）按 TUV 要求準備的「結構圖」、
「電路圖」
、「零部件清單」等英文文件，
產品測試將按這些文件提供的參數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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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S 認證對工廠品保體系有嚴格要求，對工廠要進行審查和年檢：
（1）要求工廠在批量出貨時，要依據 ISO9000 體系標準建立自己的質量保證
體系。
（2）工廠最少要有自己的品管制度，質量記錄等文件和足夠的生產、檢驗能力。
（3）頒發 GS 證書之前，要對新工廠進行審查合格才發 GS 證書。
（4）頒發證書後，每年要對工廠進行最少 1 次審查。無論該工廠申請多少個產
品的 GS 標誌，工廠審查只需要 1 次。
（5）有廠檢和年檢，而 CE-LVD 則不需要廠檢和年檢。

3、GS 認證機構包括：
（1）德國認證機構：通常在國內知名的德國本土的 GS 發證機構有（A）TUV
德國萊茵(TUV RHEINLAND)，
（B）TUV SUD（TUV 南德意志集團）
，也
稱 TUV PS，（C）VDE 等，是德國直接認可的 GS 發證機構。
（2）其他認證機構：通常歐洲其他與德國合作的 GS 發證機構有意大利
Eurofins、IMQ，SGS，ITS 等。
歐洲市場 GS 驗證機構整理如表 19。

表 19 GS 驗證機構
驗證機構

TÜV
TÜV
Rheinland SUD

Intertek
UL Demko Nemko
ETL SEMKO

標誌
性質

自願性

要求標準 安全
工廠檢驗

1.首次申請，取得證書前必須要通過工廠檢查。
2.後續為一年一次例行檢查。

CB 體系成
是
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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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S Fimko VDE

強制產品 為自願性，非強制
申請文件

基本申請文件：線路圖，layout 圖，銘牌，說明書，重要零件清單
以及重要零件證書。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4、GS 認證規範內容：
GS 認證規範內容共計 14 項，規範內容德文網址如表 20。
表 20 GS 驗證規範內容
項次

產品

1. 電器設備
2. 噴霧器

規範內容(德文)參閱網址
bis 19.04.2016：Richtlinie 2006/95/EG
ab 20.04.2016：Richtlinie 2014/35/EU
Richtlinie 75/324/EWG

bis 19.04.2016：Richtlinie
ab 20.04.2016：Richtlinie
Richtlinie 2009/48/EG
4. 玩具
(Richtlinie 88/378/EWG)
bis 20.04.2018：Richtlinie
5. 個人防護裝備
ab 21.04.2018：Verordnung
bis 20.04.2018：Richtlinie
6. 燃氣器具
ab 21.04.2018：Verordnung
bis 19.04.2016：Richtlinie
7. 民用炸藥/煙火製品 ab 20.04.2016：Richtlinie
Richtlinie 2007/23/EG
bis 19.04.2016：Richtlinie
8. 防爆
ab 20.04.2016：Richtlinie
bis 17.01.2016：Richtlinie
9. 遊艇與私人船隻
geändert durch：Richtlinie
ab 18.01.2016：Richtlinie
bis 19.04.2016：Richtlinie
10. 升降機
ab 20.04.2016：Richtlinie
bis 18.07.2016：Richtlinie
11. 壓力設備
ab 19.07.2016：Richtlinie
3. 簡單壓力容器

12. 機械

Richtlinie 2006/42/EG
122

2009/105/EG
2014/29/EU

89/686/EWG
2016/425/EU
2009/142/EG
2016/426/EU
93/15/EWG
2014/28/EU
94/9/EG
2014/34/EU
94/25/EG
2003/44/EG
2013/53/EU
95/16/EG
2014/33/EU
97/23/EG
2014/68/EU

(Richtlinie 98/37/EWG)
13. 運輸壓力設備
14. 室外

Richtlinie 2010/35/EU
Richtlinie 2000/14/EG
通過修改 Richtlinie 2005/88/EG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5、GS 認證標誌適用的產品範圍
GS 認證標誌適用的產品範圍廣泛，主要適用於與人直接接觸的產品對於電氣
產品如表 21。
表 21 GS 認證標誌適用的產品範圍
項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類別

產品

家用電器
電冰箱，洗衣機，廚房用具等
household appliances
家用機械
household machinery
體育運動用品
sporting goods
家用電子設備
視聽設備，燈具等
household electronic equipment
電氣及電子辦公設備
複印機、傳真機、碎紙機、電腦、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office
印表機等
equipment
通訊產品
Communication Products
電動工具，電子測量儀器
electrical tools
Electronic measuring instrument
工業機械、實驗測量設備
industrial machinery, laboratory
measurement equipment
電子玩具
electronic toy
其它與安全有關的產品
自行車、頭盔、爬梯、家具等
other safety-related products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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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能發 GS 證書的認證機構：
德國認證機構：通常在國內知名的德國本土 GS 發證機構有（A）TUV
RHEINLAND，
（B）TUV PRODUCT SERVICES，
（C）VDE 等，是德國直接
認可的 GS 發證機構。

7、GS 認證流程
（1）首次會議：通過首次會議，檢測機構或代理機構將向申請者的產品工程師
解釋認證的具體程序以及有關標準，並提供將遞交要求的文件表格。
（2）申請：由申請者提交符合要求的文件，對於電器產品，需要提交產品的總
裝圖，電氣原理圖，材料清單，產品用途或使用安裝說明書，系列型號之
間的差異說明等文件。
（3）技術會議：在檢測機構檢查過申請者的文件資料後，將會安排與申請者的
技術人員進行技術會議。
（4）樣品測試：測試將依照所適用的標準進行，可以在製造商的實驗室或檢驗
機構的任何一個駐在各國的實驗室進行。
（5）工廠檢查：GS 認證要求對生產的場所進行與安全相關的程序檢查。
（6）簽發 GS 證書。

8、申請 GS 認證所需文件：如表 22。
表 22 申請 GS 認證所需文件
文件
(1).填寫申請表
(2).簽署總協議書
(3).安規評估需要
的資料

內容

可以提供該產品的 CB 證書和報告，必須包括歐洲的
group difference.或者提供進行安規評估所需的資料：
（A）.產品的使用說明書（含安全警告、維修說明、
配件安裝步驟說明等）
（B）.零部件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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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與食品接觸部
位
(5).產品銘牌
(6).電路圖
(7).線路板圖
(8).德文說明書
(9).最終定型樣品

（a）按照相關的標準要求，提供產品所使用到
的關鍵的安規零部件信息。
(b)零部件信息可能包括有生產廠家、型號、參
數、認證信息，零部件的要求需要考慮零部
件標準和最終成品標準的要求。
(c)此清單包括所有零件之產品型號、生產廠
家、零部件編號及有關參數（電流、電壓、
功率、阻燃等級等）
。
(d)對於具有安規認證的元器件，例如：電源線、
插頭、開關、溫控器、保險管等，提供歐洲
認證證書影本。與安全有關之零部件，如未
具有安全認證，提供技術參數，包括產品型
號、生產廠家、額定電流、電壓、工作溫度
等。
（C）.電路圖和 layout
（D）.產品的結構圖
（E）.變壓器等零部件的規格書
若有，提供權威機構對可接觸的黑色材料（塑料、塗
層等）頒發的食品衛生許可文件，或者需要相關的測
試評估（PAHs）。
德文，需要正確尺寸的 GS logo，絲印或用 PVC 不乾
膠，貼於產品指定部位。
電磁相容評估報告（EMC）和工廠符合性聲明（DOC)
標註實際尺寸。

出貨時期的樣品，以完成結構審查、型式測試或人體
工學的測試評估
(10).分解圖(爆炸
（a）如適用的產品類別，需提供 Noise 和 EN50332
圖)
的評估報告。
（b）如適用的產品類別，需提供 DMF、EMF 的評
估報告。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9、產品評估、驗證及發照前 (pre-license)檢驗
（1）產品評估是以調和的 (harmonized) 歐洲標準為基礎，參照低壓指令、EMC
指令及機械指令。如果符合 GS 要求的產品並無相關的歐洲標準，將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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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 標準的證書，證書有效期限是五年。
（2）發照前(pre-license)檢驗是必要條件，隨後則是每年一度的工廠檢驗。
（3）產品評估依據(a)歐洲調和標準的電氣安全規範、(b)德國國家差異
(German National Deviations)、(c)ZEK 制訂的 ZEK 檔及(d) GS 詮釋小
組 EK1 (Exchange of Experience Forum 1) 所編寫的檔來進行。部份產品
另需接受人體工學檢測。
（4）按照 ZEK 01-08 檔，自 2008 年 4 月 1 日起，申請 GS 認證的產品必須
接受多環芳烴（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簡稱 PAHs）評估，以
符合法規要求，及避免危害健康。此強制要求適用於在正常使用或可預期
的合理誤用下，會與人體接觸或被放進口腔內的所有可能含 PAHs 的物
料。已於 2008 年 4 月 1 日前獲 GS 認證的產品，需於 2009 年 3 月 31 日
前完成 PAHs 評估。ZEK 01-08 檔的修訂版 ZEK 01.1-08 已於 2008 年 6
月 25 日公佈並開始實行。
（5）德國 GS 標誌所要求的人體工學檢測，涵蓋多種類的資訊科技產品，包
括液晶／顯像管顯示裝置、電腦、筆記型電腦、及其它電腦周邊設備(如
鍵盤、滑鼠、印表機、掃描機等)，皆需符合 EK1-ITB 2000 標準中相關
的人體工學規範。

10、GS 認證工廠檢查要求
GS 認證工廠檢查要求評估項目如表 23。
表 23 GS 認證要求評估項目
項
標題
次
1 質量管理

內容
1.1 是否設有獨立於生產之外的負責產品質量的管理機構，負
責人名稱？
1.2 是否制定並實施了各類人員之培訓計劃，特別是關鍵工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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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之培訓計劃？人員考核制度如何？
1.3 品質管制人員占生產人員之比例。
1.4 產品重點工序有無生產記錄，產品包裝有無編號，若無，
出現質量問題，如何查出有問題產品？
1.5 倉庫管理、生產操作人員有無進行相關方面之檢驗：
1.5.1 原材料
1.5.2 生產過程
1.5.3 成品
1.6 有無品質查核，由何人負責？
1.7 是否定期召開品質分析會議，及時處理品質問題，搞好回
饋工作。
2

認證產品
之生產線

2.1 有無認證產品之生產流程圖及品質控制點圖和明文規定生
產制度。
2.2 生產線上之設備、儀器及量具有無維修保養制度及定期檢
驗制度及其記錄。
2.3 有無關鍵生產設備、工藝裝備及試驗設備，精度如何，提
供相關清單。

3

原材料、

3.1 提供關鍵件、關鍵材料之目錄。

外購件、

3.2 說明如何保證原材料、外購件、零部件之品質（有無編制

零部件
4

計量

零部件及原材料檢驗規範）。有無領用與保管制度。
4.1 有無計量機構？
4.2 計量機構之工作範圍、人員簡況（有無經計量部門考核通
過？）
4.3 如無計量機構，請說明是以何種單位進行計量。

5

工廠試驗

5.1 列出主要試驗設備名稱及生產廠，有無合格證及有效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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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

證書（精度、等級）可進行哪些測試。
5.2 試驗環境

6

技術文件

6.1 產品圖紙及產品技術條件、工藝文件。

及資料

6.2 最近半年內申請認證產品之測試報告。
6.3 最近半年內所查出之廢、次品各占總產量之百分比。

7

技術服務

7.1 情況記錄和用戶評價如何？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11、GS 認證週期
一般來說，時間長短取決於產品是否需要作修改或者生產商提交所需產品文
件資料的速度。總的來講，所需的時間一般約在 6 至 8 週。

12、GS 認證費用
費用包括(1)一次性發證費、(2)工廠檢查費，及(3)證書年費。具體的數目將
根據產品的類別以及所需的測試決定。認證機構在收到申請者提交所需要的
文件後將提供價格參考，每個認證機構的市場政策、公信力不同，價格會有
所差異。

13、GS 認證作用
GS 標誌表示該產品的使用安全性已經通過公信力的獨立機構的測試。GS 標
誌，雖然不是法律強制要求，但是它確實能在產品發生故障而造成意外事故
時，使製造商受到嚴格的德國（歐洲）產品安全法的約束。所以 GS 標誌是
強有力的市場工具，能增強顧客的信心及購買慾望。雖然 GS 是德國標準，
但歐洲絕大多數國家都認同。而且滿足 GS 認證的同時，產品也會滿足歐共
體的 CE 標誌的要求。和 CE 不一樣，GS 標誌並無法律強制要求，但由於安
全意識已深入普通消費者，一個有 GS 標誌的電器在市場可能會較一般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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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大的競爭力。

14、GS 認證優勢
(1) GS 作為產品安全和質量可靠標誌，得到德國和歐盟消費者的更加廣泛認
可。
(2) 最大化的降低生產商在產品質量方面的責任風險。
(3) 增強生產商在產品質量，安全性，符合法律要求方面的信心。
(4) 向消費者強調生產商對產品質量和安全所承擔的義務。
(5) 生產商可以向終端用戶確保帶有 GS 標誌的產品通過了第三方測試機構
的測試。
(6) 在很多情況下，貼有 GS 標識的產品，其質量和安全超越了法律所要求
的程度。
(7) GS 標誌比 CE 標誌能獲得更高的認可度，因為 GS 證書是由具備一定資
質的第三方測試機構頒布。
(8) 對於出口產品到德國的公司，擁有 GS 認證標記，德國的規範管理權威即
認定貴公司產品達到所適用的要求。

15、GS 認證與 CE 認證差別
表 24 GS 認證與 CE 認證差別
GS 認證

CE 認證

自願認證 non-compulsory
適用德國安全法規進行檢測 GS
測試內容：LVD 指令
由經德國政府授權之獨立之第三方進
行檢測並核發 GS 標誌證書
必須繳年費
每年必須進行工廠審查
由授權測試單位來核發 GS 標誌，公

強制性認證 Compulsory
適用歐洲標準(EN)進行檢測
測試內容：EMC 指令+LVD 指令
在具備完整技術文件(包含測試報告)
的前提下可自行宣告 CE
無須繳年費
無須工廠審查
工廠對產品符合性的自我宣告，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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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及市場接受度高

力及市場接受度低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三、正字標記與 GS 檢驗比較
表 25 正字標記與 GS 檢驗差別
正字標記

GS 檢驗

法律依據 標準法、正字標記管理規則
驗證性質 自願認證
發證單位 政府單位/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申請對象

申請資格

檢驗機構
檢驗依據
工廠品管
追查
工廠檢查

證書期限
法律條文
限制
驗證傾向
民眾認同

德國商品安全法
自願認證
民間機構/德國勞工部授權
TUV，VDE 等機構
生產製造工廠(惟經銷商、貿易 製造者、代理人或進口商均可
商或代理商因本身並無生產製
造工廠，未納入受理申請使用
正字標記之對象)
具 ISO9000 認證工廠
無限制
(但要依據 ISO9000 體系標準建
立自己的質量保證體系)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TUV，VDE 等民間驗證機構
或其受託機關(構)、認可機構
CNS 國家標準
歐盟統一標準 EN
或 德國工業標準 DIN
不定期實施工廠品管追查，每 無品管追查
年至少應實施一次
無
嚴格的工廠檢查步驟
(每年要對工廠進行最少 1 次審
查)
無限制
證書有效期限是五年
雖有標準法依據，但管理較為 德國商品安全法明文規定，違
鬆散
規者會受到嚴重的處罰
品質管理
安全管理
民眾認同意識薄弱
受到德國及世界各國高度認同
公信力及市場接受度高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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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正字標記與美國商品驗證制度之比較
美國商品流行風潮引領世界商品潮流趨勢，美國政府對於消費性商品有一
定的管理機制，商品欲流通於北美市場，須接受北美市場的產品驗證制度。美
國有多項商品驗證制度均受國際社會好評，其中，以「UL」驗證接受度頗高。
本章節以「UL」驗證制度作為探討對象。

一、美國消費者產品安全委員會

欲談「UL」驗證制度之前，首先介紹「美國消費者產品安全委員會」
。美
國消費者產品安全委員會(Consumer Product Safety Commission，簡稱 CPSC)
為美國一聯邦層級機構，直屬總統管轄。 CPSC 成立於 1972 年，執行美國消費
性產品安全法 (Consumer Product Safety Act) 及其他消費性產品相關的安全
法律，致力於保護美國消費者安全減少消費產品造成之傷害與死亡風險。UL 發
展 UL 安全標準時，會與 CPSC 和其他聯邦機關、以及美國法規團體合作。

1、CPSC之任務
(1) 與產業界共同發展自願性標準(voluntary standards)；
(2) 發布強制性標準(mandatory standards)及限制無適當標準保護之消費性
產品；
(3) 取得產品召回資訊，並安排召回產品之維修、替換或退款；
(4) 引導產品潛在危險之研究；
(5) 透過媒體、地方政府、民間組織通知並教育消費者，並回應消費者諮詢。

2、CPSC管轄範圍
(1) 除食品、藥物、化妝品、醫療設備、菸草、槍械彈藥、機動車、殺蟲劑、
航空器等係由其他聯邦機構管轄外，其他消費產品，包括咖啡機、割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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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等約 15,000 種，則皆由 CPSC 主管監督。
(2) 部分消費產品會因使用地點不同而涉及不同之主管機關，CPSC 亦會與相
關部會共同合作，減少消費產品風險與傷害。以印表機為例，印表機可於
家中或辦公室使用，爰當印表機發生使用上之安全問題時，CPSC 會協同
勞動部一同研議解決。

3、消費者產品安全保護
CPSC 透過以下幾種方式，確保企業遵守前述法規，保護消費者免於危險產
品之傷害：
(1) 以教育、培訓、研討會或發布指引(guidance)、刊物其他書面文宣方式，
將 CPSC 對消費產品之要求周知利害關係人或相關單位。
(2) 透過追蹤消費事故監控產品；接獲通報採取相關措施，查驗工廠、倉庫
或生產、儲存消費產品之設施、檢查任何由製造者擁有、管理或控制之具
備自主檢查能力之合格評定機構；對可能違反聯邦標準或可能構成潛在風
險之產品進行取樣及測試。
(3) 依據強制性法規測試消費產品，查找違規，並透過對有害產品改裝或將
其以市場或消費者召回等方式，糾正違規產品(主要透過與業界合作，但
必要情況下可啟動法律訴訟程序)。
4、消費者安全法規及產品之標準
(1) 美國消費者產品安全之保護規範，主要見諸於下列法律中：
《消費者產品安全法》(Consumer Product Safety Act)
《消費者產品安全促進法》(Consumer Product Safety ImprovementAct)
《聯邦有害物質法》(Federal Hazardous Substances Act)
《易燃紡織品法》(Flammable Fabrics Act)
《防毒包裝法》(Poison Prevention Packaging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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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池及水療中心安全法》(Virginia Graeme Baker Pool and Spa Safety
Act)
《防止兒童汽油燒傷法》(Children’s Gasoline Burn Prevention Act)
《冰箱安全法》(Refrigerator Safety Act)
(2) 自願性標準、強制性標準及禁令
（A)自願性標準：
(a)美國標準係由產業界主導與發展，因此並無單一專責機構監督自願
性標準發展過程，主要係由美國國家標準協會(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ANSI)擔任協調角色。另外，CPSC 亦參與消費產品自
願性標準發展過程，提供專家意見。
(b)此外，倘消費產品無相關標準，又發生消費者安全之危害時，CPSC
亦會與相關單位合作，並與企業溝通，發展相關之產品安全標準。
例：電動滑板車(hoverboard)：電動滑板車在美國因電池起火、爆
炸造成多起消費者死亡、受傷及房屋損害事故，CPSC 除於 2016
年宣布召回 50 萬部電動滑板車外，另當時美國並無相關標準，
爰亦協調進口商應制定電動滑板車之電池安全標準。進口商與
保險商實驗室(Underwriters Laboratories Inc.)於 3 個月內
發展出滑板車電池自願性標準 UL2272。

（B)強制性標準及禁令：
為維護消費者安全，當現行自願性標準無法有效降低風險，或國會/利
害相關人進行提案，CPSC 可將現有自願性標準透過立法程序，制定為
強制性標準。目前受監管之產品包括嬰幼兒產品、兒童玩具、全地形越
野車、自行車頭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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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國 UL 認證

由上述說明，美國消費者產品安全委員會（CPSC）首要任務即是「與產業
界共同發展自願性標準」
，CPSC 亦參與消費產品自願性標準發展過程，提供專
家意見。當發生消費者事故，美國國內無相關標準時，CPSC 參與發展自願性 UL
標準。

1、UL 法律依據
在美國沒有法律對 UL 認證有強制規定，但美國所有的電控設備或系統都
需要經過認證。本法案主要係根據「職業安全和健康條例(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OSHA)」以及「美國國家電氣法規標準（National
Electrical Code，NEC）」等製定而成。在加拿大，該制度就是根據「職業安全
和健康條例（OHSA）」以及「加拿大電氣法規（CEC）」制定而成。鑑於美國和加
拿大的聯邦制結構，不同版本的 NEC 或 CEC 增加個別補充條款後適用於不同
的國家和州。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之一是各個國家氣候條件不同。
國家認可測試實驗室 (NRTL) 為經過職業安全衛生署 (OSHA ) 認可的產品
安全認證機構，可以依據美國安全標準 (通常是 UL 安全標準)，測試和認證工
作場所的產品安全性。OSHA 要求在美國的工作場所使用的產品需經 NRTL 單位
認證，並證明該產品符合 OSHA 的工作場所安全規定。
美國勞工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U.S.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Administration，OSHA) 乃隸屬於聯邦政府，負責擬定與執行與工作場所之安
全有關規章。職業安全衛生署 (OSHA) 也經管國家認可測試實驗室(Nationally
Recognized Testing Laboratory，NRTL)，或參與認可計畫 (Accreditation
Program)，並負責認可如 UL 的第三方安全認證機構。
是否符合國家安全標準可通過「列表」或「標籤」來核實。
「列表」或「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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籤」是由具有專業資質的認證組織（CO）發行的一種標誌或符號（如“UL”標
誌）
。經該認證組織確認已經進行了適當的測試且設備和系統符合相關的安全法
規或適用於特殊用途後，製造廠商即可使用這些標誌或符號。在美國，具有專
業資質的認證組織是 OSHA 認可的測試實驗室，稱為「國家認可的測試實驗室
（NRTLs）」。在加拿大，「認證機構（CBs）」被稱為加拿大標準委員會（SCC）
。
雖然在美國「安全要求」是屬於自願性質，但全美四萬個以上的州及地方
政府，藉由市場、規章及法律推動美國的安全制度。這些規範是以第三方認證
作為認證標準的主要途徑。目前，美國每個地方政府都認可 UL 標誌。
美國所有的電控設備或系統都需要經過認證。通過公認有資質的測試實驗
室認證，被視為符合國家安全法規的標誌。最著名的公認測試機構就是 UL（美
國安全檢測實驗室）
。

2、UL 成立目的
這些 NRTL 之中以「UL」最著名。檢測 UL 標準的「美國安全檢測實驗室」，
換言之就是保險公司的檢測實驗室。 UL 指導測試根據 UL 標準，再與國家標
準相結合成為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這些測試的最終目的是盡量減少保險公司
因設備使用而造成的危害（電擊、火災和機械傷害）引起的風險。在美國，由
法院判決的賠償往往都很高，足以對製造商、銷售商和用戶（公司）的繼續存
在產生威脅。
UL 是英文保險商試驗所（Underwriter Laboratories Inc.）的簡寫。UL 安全
試驗所是美國最有權威的，也是世界上從事安全試驗和鑒定的較大的民間機
構。它是一個獨立的、非營利的、為公共安全做試驗的專業機構。它採用科學
的測試方法來研究確定各種材料、裝置、產品、設備、建築等對生命、財產有
無危害和危害的程度。以「安全」的觀點，對樣品進行檢驗與分類，並以後續
之追蹤檢查，以確保在量產後，其安全水準依然得以維持，最終目的在保證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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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生命財產的安全，並對合格的產品，發給認證標誌，以作為辨識之用。
確定、編寫、發行相應的標準和有助於減少及防止造成生命財產受到損失
的資料，同時開展實情調研業務。它主要從事產品的安全認證和經營安全證明
業務，其最終目的是為市場得到具有相當安全水準的商品，為人身健康和財產
安全得到保證作出貢獻。就產品安全認證作為消除國際貿易技術壁壘的有效手
段而言，UL 為促進國際貿易的發展也發揮著積極的作用。
UL 成立至今已超過 100 年，權威性早獲公認．尤其以美國此一舉世無匹
的市場為後盾，UL 標準幾乎成為全世界最重要的品質指標．但 UL 注重的是「安
全」，並非產品之性能、功能、壽命、可靠性 (除非與安全有關)、便利性等其
他的品質要件．所以 UL 是屬於「品質」上的最低標準，而不是高標準，無法
到達 UL 的要求，即表示產品在「安全」上是有問題的。對製造商而言，UL 在
全球的認同度最高，並提供最具可信度的產品安全測試與認證。

3、UL 組織
UL 是美國安全檢定實驗室公司（Underwriteries Laboratories Inc）的縮寫。
成立於 1894 年，他是一家非以營利為目的的產品安全測試認證機構，初始階
段 UL 主在靠防火保險部門提供資金維持動作，直到 1916 年，UL 才完全自立。
經過近百年的發展，UL 已成為具有世界知名度的認證機構，其自身俱有一整套
嚴密的組織管理體制、標準開發和產品認證程序。
UL 由一個有安全專家、政府官員、消費者、教育界、公用事業、保險業
及標準部門的代表組成的理事會管理，日常工作由總裁、副總裁處理。目前，
UL 在美國本土有五個實驗室，總部設在芝加哥北部的 Northbrook 鎮，同時在
台灣和香港大陸分別設立了相應的實驗室。全球有 50 多間實驗室，約有 6000
員工。每年有成千上萬的產品通過 UL 認證 並使用 UL 標誌，目前 UL 共有
近 800 多套標準，其中 75%被美國國家標準化組織（ANSI: American 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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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 Institute）採用。目前，UL 在美國本土有五個實驗室，總部設在芝加
哥北部的 Northbrook 鎮，同時在臺灣和香港分別設立了相應的實驗室。

4、UL 主要認證項目：如表 26。
表 26 UL 認證標誌適用的產品範圍
項次

類別

產品

1

Appliances (&HVAC)

家電類產品、風扇與工具

2

Building Materials

建築材料、防火器材

3

Chemicals

塑膠、標籤

4

Health Science

資訊科技與視訊設備、印刷電路板

5

Life Safety & System

消防安全

6

Lighting

照明產品

7

Power & Controls

電源類產品

8

Energy

太陽能模組

9

Wire & Cable

電線與電纜類產品

10

Water

水系統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5、UL 申請檢驗程序流程
（1）聯繫 UL 單位 :
申請者須提供（1）申請者【Applicant，即為負責所有 UL 申請作業，並負
責支付所有申請與後續檢驗費用】
、
（2）製造者【Manufacturer，即為最終
裝配組合並使用 UL Mark 之場所，此場所須向 UL 單位報備核准在案，生產
場所若不止一處，產品尙須要有生產場所之識別標示】，及（3）登錄者
【Listee，即為在 UL 產品上登記的名字及地址】等公司名稱地址，與產品
簡介或規格給 UL 客戶顧問(Client Advisor)，待 UL 收到申請資料後，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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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將申請書(Application Form)及測試要求(含參考標準)給申請單位，並
告知所需樣品和預付費用。
（2）正式提出申請 :
申請者須將申請書簽名，與費用，樣品及產品有關規格及材質說明，零件
表等同時寄回給 UL，申請書(含預繳費支票)與樣品應分開寄。
（3）開案 :
UL 單位收到所有資料，費用及樣品後即派工程師開案，並設定案號，進行
檢驗，並安排實驗室進行測試，然後通知申請者測試預定完整日期(PROMISE
DATE)。
（4）測試報告 :
於測試檢驗完畢時，即發出報告信(CRITICISM REPORT LETTER)，通知申請
者測試檢驗結果，並結案。如測試 OK，即隨後發出報告，如測試有問題，
申請者須提供改進方法或改良樣品，再向 UL 申請另外開案繼續測試。
（5）工廠檢驗 :
當產品符合 UL 標準或規定時，依產品類別程度由工程師決定是否需執行初
次生產檢驗(INITIAL PRODUCTON INSPECTION，即為 IPI)，或工廠生產檢
驗(FACTORY PRODUCTON INSPECTION 即為 FPI)。在台灣，以上檢驗均由 UL
台灣檢驗代表到廠執行測試。
（6）合格報告 :
IPI 檢驗前，UL 會將後續檢驗報告寄給廠方和檢驗單位作為檢驗參考，並
安排生產和檢驗日期，IPI 檢驗合格後，即可使用 UL 標籤出貨。FPI 依 UL
工程師要求，會將報告初稿寄給檢驗單位，並聯繫工廠安排檢驗，驗後再
由 UL 工程師複審 FPI 報告，作最後判定。
UL 報告與程序書涵蓋的內容如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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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UL 報告與程序書涵蓋的內容

（資料來源：每日必讀網頁）

當完成以上過程，若 UL 與申請者已簽署後續檢驗服務同意(FUSAGREEMENT)
後，UL 即核發「驗證合格報告(REPORT)」，和「後續檢驗報告(FUS
PROCEDURE)」分別給申請者，製造廠及檢驗單位，並授權申請者使用 UL
標誌。
UL 申請檢驗程序流程如圖 28。
139

圖 28 UL 申請檢驗程序流程

6、UL 工廠檢查(Factory Product on Inspection，FPI)
通常是在樣品初檢及格之後，UL 為了解生產工廠檢驗與品管的能力，是
否能保證在往後的大量生產中，維持 UL 要求的品質水準，將派遣工程師赴工
廠作實地了解。UL 工廠檢查的重點，如表 28。

表 28 UL 工廠檢查的重點
項次

重點

1

該製造人是否具有製造的能力？

2

生產設備與檢驗設備，是否足以保證 UL 規定之安全水準？

3

品管制度是否適當？是否可將產品之不良率控制在合理的範圍之內？
還是虛有其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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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工廠檢查有任何問題，可按 UL 工程師之建議改進後，申請複檢，直到
合格為止。FPI 日期的安排，是由申請人與 UL 共同決定;如製造人認為尚須改
進時，可要求延緩 FPI 之實施。但除非 FPI 通過檢查，否則即使樣品檢驗及格，
亦無法使用 UL 標誌。
7、申請 UL 費用，如表 29。
項次 費用名稱
1
案件費
2

重測費

3
4
5

年費
工廠檢查費
罰單

表 29 申請 UL 費用結構
內容
UL 工程師會收集產品資料經過評估後給予正式的報價，
因產品類別及構造不同會有不同的價格。
若產品在測試過程有不合格的情形，UL 工程師會針對不
合格的項目重收測試費。
每年的一月份會收取年費，金額約 USD 1100。
一年有四次工廠檢查，每次金額約 USD 600。
若工廠檢查沒有通過，UL 工程師會開一張罰單，金額約
USD 500。
以上金額會每年調整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8、UL 安全認證分類
UL 安全認證分三種：認可，列名，分級，三種方式標誌不一樣。
(1) UL 列名(LISTED)服務：
是 UL 安全認證中最廣為人知的服務。產品上的 UL 列名標誌，代表生產
商讓 UL 按美國認可的安全標準測試了樣品，在合理及可預見的情況下，樣
品不會引起火災，漏電及有關危險。列名僅適用於完整的產品以及有資格人
員在其它電氣構件等。經 UL 列名的產品，通常可以在每個產品上標上 UL
的列名標誌。常見帶有此標誌的產品包括：家電、電腦設備、暖爐及暖氣設
備、保險絲、電子控制儀、煙霧及一氧化碳警報器、滅火器、自動灑水系統、
救生衣及救生圈、防彈玻璃及其他數以千計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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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認可元件(Recognized)服務：
是測試零部件或非成品，這些元件將會用在 UL 列名產品中。UL 的認可元
件服務涵蓋數以百萬計塑膠，電線及線路板，以至各種不同成品，或甚至較
大型的元件如摩托車或電源。
認可服務是 UL 服務中的一個項目，其鑒定的產品只能在 UL 列名、分級或
其它認可產品上作為元器件、原材料使用。認可產品在結構上並不完整，或
者在用途上有一定的限制以保證達到預期的安全性能。在大多數情況下，認
可產品的跟蹤服務都屬於 R 類。屬於 L 類的認可產品有電子線（AVLV2），
加工線材（ZKLU2）
，線束（ZPFW2），鋁線（DVVR2），和金屬撓性管
（DXUZ2）。認可產品要求帶有認可標記。
UL 在 1998 年 4 月 1 日推出適用於美加地區均認可元件標誌。雖然 UL 原本
並無推行此標誌之計劃，但美加列名服務標誌及美加分級服務標誌大受廠商
青睞，故 UL 也推行此項新標誌。
認可元件標誌及加拿大認可元件標誌由於認可標誌是特別針對產品或系統
內的元件、零件，因此消費者很少看到。這些元件也許對其性能有限制，或
建構上有不盡善之處。元件認可服務使用範圍廣泛，包括部分開關、電源供
應器、印刷線路板、某些種類的工業控制儀器及其他數千種產品。
(3) UL 分級產品(Classification)服務：
是根據不同性質、指定的危險範圍、或特定的情況來測試。一般來說，分級
產品多數是建築材料或工業儀器。分級產品包括工業或商業用產品，測試時
都有指定性質，包括易燃性，危險情況性能或政府要求的特別規格。
分級服務僅對產品的特定危害進行評價，或對執行 UL 標準以外的其它標準
（包括國際上認可的標準，如 IEC 和 ISO 標準等）的產品進行評價。一般
來說，大多數分級產品並非消費者使用的產品，而是工業或商業上使用的產
142

品。UL 標誌中的分級標誌表明了產品在經 UL 鑒定時有一定的限制條件和
規定範圍。例如對工業上用的溶劑這樣的化學藥品，只對其達到燃點溫度時
可能發生的火災這一範圍進行評價。某些產品的分級服務和列名服務相同，
但一般只是對產品的某一方面或若干方面進行評價，如在美國，醫用 X 射
線診斷儀這類設備要全國遵守美國法律和有關輻射發射及束流精度的規
定，但因為 UL 只把 X 射線作為分級產品，所以只評價它的機械性能、電氣
性能和其它的非輻射性能這些方面。

9、UL 類別管制編號
在 UL 線上年鑑 (UL Online Certification) 及 UL 報告程序書 (UL
Procedure) 都會有一組由 4 個英文字母組成，如風扇類產品 Electric Fans 的
GPWV、GPRT…，或燈具類產品 Luminaires 的 QOWZ、QOVZ…等。出現的
英文字串是 UL 列名資訊系統 (Listing Information System，LIS) 特有的
CCN。CCN 字串圖示如圖 29。

圖 29 CCN 字串圖示

UL 的 CCN 英文全稱為「Category Control Number」
，為美國驗證單位 UL 獨
有的「類別管制編號」
。此套依英文字母排列之系統，主要是用來指定及辨別 UL
列名資訊系統 (LIS) 中涵蓋之個別產品類別，如用 GPWV 代表風扇 Electric
Fans，QOWZ 代表可移動式燈具 Portable Luminai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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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UL 多重列名(Multiple Listee)
UL 允許多重列名，甲方申請者(Applicant)所認證通過的型號，願意授權乙
方(Multiple Listee, ML)且以乙方的名稱/檔案編案/型號 (Company Name/File
No./ML Model)的產品標示出貨。多重列名指在 UL 列名資訊系統(LIS)中列
名之公司名稱可以使用在另一列名者(或其他)之產品上。因此包含 Multiple
Listing, Recognition or Classification 多重列名、認可或分類之認證。例如:
OEM 廠商 A 公司幫品牌產品的擁有者 B 公司提供代工，A 公司擁有 UL 認
證的檔案，B 公司沒有從事生產，只有申請列名的關係。UL 多重列名圖示
如圖 30。

圖 30 UL 多重列名圖示
UL 多重列名資訊包括：
(1) 多重列名檔案號碼；
(2) 多重列名產品類別代碼；
(3) 多重列名公司名稱客戶編號；
(4) 被列名 UL 檔案的申請公司名稱；
(5) 被列名 UL 檔案號碼及冊號；
(6) 被列名與列名產品型號對照表，包括產品類別代碼及生效日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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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多重列名產品所附帶之說明書或安裝手冊等資料，對技術參數的描述是
否與被列名者資料相同；
(8) 多重列名產品標誌與被列名產品標誌的異同；
(9) 所屬的 UL 檢驗中心代碼。
申請多重列名(Multiple Listing)包括下列費用：
(1) 初次申請費用(Initial ML Order Fee)
視多重列名者(Multiple Listee, ML)每個檔案底下有幾個產品類別(CCN)
來計算，一個 CCN 為 US$1,080，(例如: NWGQ, NWGQ7, QQGQ2,
QQGQ8, 共有 4 個 CCN)。案件完成後一週內 UL 會寄出帳單。
(2) 年費(ML Annual Maintain Fee)
已開啟 ML 檔案之公司，將於每年的一月底至二月初左右收到 ML 檔案
年費帳單。2011 年 ML 檔案年費用用為一個 CCN 收費 US$1,080，根據
CCN 數量計算年費費用，(例如: NWGQ, NWGQ7, QQGQ2, QQGQ8, 共
有 4 個 CCN)。

11、
「AL」列名、認可或分級服務
若 UL 申請人不想用自己公司的名義取得列名、認可或分級服務，他可以申
請用另一個商號（通常是零售商或批發商）的名義申請列名、認可或分級，
即叫「AL」列名、認可或分級服務。其與多重列名、多重認可或多重分級服
務的區別在於其申請人不是列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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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體系認證服務
UL 作為國際認可委員會的成員之一，廣泛涉足 ISO9000 質量體系認證，
ISO14000 環境保護認證，QS9000 汽車行業質量體系認證和 AS9000 飛機行
業質量體系認證服務。

13、申請 UL 文件
申請文件中需包含下列資訊：
（1）產品名稱：提供產品的全稱。
（2）型號：詳列所有需要進行實驗的產品型號、品種或分類號等，說明不
同型號之間的差異，如有已通過 UL 認證的類似產品，也請指出。
（3）產品結構、零件、材料、性能及規格的說明。
（4）產品預定的用途：詳細的使用說明和使用地點，例如：家庭、辦公室、
工廠、煤礦、船舶等。
（5）零件明細：詳列組成產品的零部件及型號(分類號)、額定值、製造廠
家的名稱。對於絕緣材料，要提供原材料名稱。當零部件已獲得
UL 認證或認可，請證明該零部件的具體型號，並註明其 UL 檔案
號碼。
（6）電氣性能：所有的電子、電機產品，應提供的資訊包括電路圖、電壓、
頻率、電流、功率因素、環境溫度等。
（7）構造圖：對於大多數產品，需提供產品的結構圖或爆炸圖、配料表等。
（8）產品的照片、使用者手冊、重要註解、安裝指南等。
（9）出口地區。

146

14、UL 認證跟蹤檢驗
作為 UL 認證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為了保證 UL 的列名、認可產品繼續符
合 UL 的標準和要求，UL 制定了「跟蹤檢驗」系統。
「跟蹤檢驗」就是由 UL 派
出分佈在全世界各地的現場代表，到當地的工廠生產現場，對 UL 的產品進行跟
蹤檢驗。其目的就是通過對工廠的生產過程、檢驗過程以及產品，對照 UL 的標
準和跟蹤檢驗細則進行核查，保證製造廠商的生產過程、檢驗過程和產品始終
符合 UL 的要求。
（1）跟蹤檢驗的依據
為了保證 UL 的「跟蹤檢驗」系統的實施，UL 與製造廠商之間已經簽署了
一份「跟蹤檢驗協議」
，根據「跟蹤檢驗協議」的規定，現場代表將定期地、不
預先通知地巡查工廠，工廠不得無故拒絕現場代表的檢查。
現場代表到工廠後主要根據「跟蹤檢驗細則」進行檢驗。「跟蹤檢驗細則」
是由 UL 工程部，在對送檢的樣品進行測試後編製的，這一文件包括對該產品的
全面描述，還包括照片、說明書等。它還規定製造工廠在生產期間經常要做到
的各種試驗，其中某些試驗要求對產品 100%的進行，如耐壓試驗。某些檢驗則
可以抽樣進行，同時，還規定了現場代表在工廠現場檢查時必須抽查的試驗項
目。現場代表根據這類試驗的詳細資料和規定來判斷檢驗結果是否合格。
（2）跟蹤檢驗產品的分類
UL 的跟蹤檢驗分為 R 類和 L 類。L 類服務主要用於和生命安全有關的產品，
如滅火器、煙霧探測器，防火門和一些產量相當大的產品，如電力設備，電線
和斷路器。對於屬於 L 類的產品，生產廠必須直接向 UL 訂購標簽貼在產品上。
R 類服務主要用於電氣設備，如電扇、電視機、吹風機、烤箱和其它通常用相
應的流水線來生產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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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美國 UL/CSA/TÜV/CUL/ETL/MET 之比較，如表 30。
表 30 美國 UL/CSA/TÜV/CUL/ETL/MET 之比較
驗證機構

UL

UL

UL 列名標
誌

UL 認可元
件標誌

CSA

ETL

MET

TÜV

驗證標誌

標誌名稱

CSA 標誌 ETL 標誌 MET 標誌

性質

自願性

要求標準

安全

工廠檢驗

4 次/年

4 次/年

4 次/年

4 次/年

電壓

120Vac

頻率

60Hz

2 次/年

TÜV 北美標
誌

2 次/年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UL 是一個全球性的獨立安全科學公司提供橫跨五個關鍵戰略業務專長：
產品安全，環境，生命與健康，知識服務和驗證服務。
CSA 國際驗證機構創立於西元 1919 年，是全球歷史最久、規模龐大的驗
證、測試及檢驗機構之一。
Intertek 集團是全球領先的品質與安全服務機構，服務網絡遍及全球 100 個
國家，擁有超過 1,000 個分支機構。
MET 是美國具有悠久歷史的權威產品安全驗證機構，第一個 OSHA 認可
的國家認可測試實驗室（NRTL），1959 年成立於美國馬里蘭州。
TÜV 德國萊茵是一家國際領先的技術服務供應商。美國加拿大雙驗證，對
於同時出口產品到美國和加拿大的公司，美國/加拿大組合標記可以獲得最大的

148

產品認可。一旦擁有該標記，兩國的規範管理權威即認定該公司產品達到所適
用的要求。

16、UL 認證標誌對企業的意義
（1）整個美國市場都十分注重產品安全，消費者及購買單位選購產品時，都會
選擇有 UL 認證標誌的產品。
（2）UL 歷史有 100 多年，安全之形象在消費者及政府都根深蒂固，如果您不
直接售賣產品給消費者，中間商人也會要求產品有 UL 認證標誌，以令產
品暢銷。
（3）美國消費者及購買單位對企業的產品更有信心。
（4）全美國聯邦、州、縣、市政府一共超過四萬個政區，都承認 UL 認證標誌。
（5）UL 標誌是市場最廣為熟識及認可的安全標誌，其代表產品符合美國安全
要求。對美國的消費者、製造商、法規權威機構等來說，UL 的標誌是最
值得信賴的安全符號。 平均每年超過 190 億的 UL 標誌出現在新產品上。

三、正字標記與 UL 檢驗比較
表 31 正字標記與 UL 檢驗差別
正字標記

UL 檢驗

法律依據
驗證性質
發證單位
申請對象

標準法、正字標記管理規則
自願認證
政府單位/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生產製造工廠(惟經銷商、貿易
商或代理商因本身並無生產製
造工廠，未納入受理申請使用
正字標記之對象)
申請資格 具 ISO9000 認證工廠
檢驗機構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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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律強制規定
自願認證
UL 認證實驗室
向 UL 申請零件、產品或系統
認證的公司或個人

無限制
UL 驗證機構

或其受託機關(構)、認可機構
檢驗依據 CNS 國家標準
工廠品管 不定期實施工廠品管追查，每
追查
年至少應實施一次
工廠檢查 無

證書期限
法律條文
限制
驗證傾向
民眾認同

4-3

美國安全標準 (通常是 UL 安
全標準)
無品管追查

嚴格的工廠檢查步驟
(每年要對工廠進行至少 4 次檢
驗)
無限制
無限制
雖有標準法依據，但管理較為 職業安全和健康條例
鬆散
美國國家電氣法規標準
品質管理
安全管理
民眾認同意識薄弱
受到美國及世界各國高度認同
公信力及市場接受度高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正字標記與日本商品驗證制度之比較
由於日本與我國國情接近，且我國正字標記之推動過去多參考 JIS 標章制

度之經驗，因此，借鏡日本於 2005 年開始實施新 JIS Mark 制度之改革方向、
現行制度與相關運作方式，可作為我國正字標記管理及推行制度改善作法探討
之基礎。日本 JIS Mark 制度改革後，其在品目管理、標準採用、檢驗作法、抽
樣方式等事項上進行變革的理由與成效，可作為我國現行正字標記改善方案之
建議分析。日本相關制度與標準制定向來是我國重要參考對象。

一、 JIS 日本工業標準
JIS (Japanese Industrial Standard)：日本工業規格或日本工業標準﹐
由日本規格協會(Japanese Standard Association，JSA)負責發行。根據日本
工業標準化法的規定，JIS 標準對象除對藥品、農藥、化學肥料、蠶絲、食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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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農林產品制定有專門的標準或技術規格外，還涉及到各個工業領域，其
內容包括：(1)產品標準【產品形狀、尺寸、質量、性能等】
、(2)方法標準【試
驗、分析、檢測與測量方法和操作標準等】
、(3)基礎標準【術語、符號、單位、
優先數等】
。涵蓋範圍包括：建築、機械、電氣、冶金、運輸、化工、採礦、紡
織、造紙、醫療設備、陶瓷及日用品、信息技術等。1990 年以來，JIS 標準總
數一直保持在 8200 個左右。其中：產品標準約 4000 個，方法標準 1600 個，基
礎標準 2800 個。

(一) 日本工業標準(JIS)簡介
日本標準依層次，由上而下可分為「國家標準、團體標準和公司標準」
，日
本工業標準(JIS)即屬於「國家標準」層次。依標準類別又分為「基本標準、方
法標準、及產品標準」三類。此外於 1996 年，日本政府為因應現代科技技術創
新發展十分迅速，為避免國家標準的制定，無法趕上技術創新的腳步，便推動
規格資訊制度(JIS/TR)，希望在技術創新快速發展狀況下，能在 JIS 標準形成之
前，先有積極的討論及獲取標準化的技術性共識，有助於加速 JIS 標準之訂定
程序。
目前 JIS 日本工業標準依領域別的分類共有 19 類，以英文字母為代表，分
別為：
A：土木及建築 Civil and construction
B：一般機械 General machinery
C：電子機器及電氣機械 Electronic machinery and electrical machinery
D：汽車 Car
E：鐵道 Railway
F：船舶 Ship
G：鋼鐵 Steel
H：非鐵金屬 Non-ferrous metal
K：化學 Chemistry
L：纖維 Fi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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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礦山 Mine
P：紙漿及紙 Pulp and paper
Q：管理系統 Management system
R：窯業 Kiln industry
S：日用品 Daily necessities
T：醫療安全器具 Medical safety equipment
W：航空 Aviation
X：資訊處理 Information processing
Z：其他(含基本，包裝，焊接，核電等) Others (including basic, packaging, welding,
nuclear power, etc.)。
其類別、技術領域代號與數量可參閱日本工業標準調查會網站資料，原則
上，任何有興趣的個人或團體，均可以向相關的主管部會提出日本工業標準(JIS)
的草案，但是較為常見的方式是由「產業公會」或「學研團體」擬定標準草案
遞交至相關主管部會審查，而產業公會通常會在其內部成立委員會，由企業、
消費者/使用者、及中立團體的代表組成。另外，在某些情況下，相關的主管部
會也可以委託產業公會擬定標準草案。
主管部會依規定必須將標準草案經過至少 3 週的公告後，再提交至日本工
業標準調查會徵詢該標準草案是否適合制定為日本工業標準(JIS)之意見。此
時，JISC 則根據標準草案的性質，交由標準部會或符合性評鑑部會審查，並視
草案的需要，要求轄下的相關技術委員會進行審查，在此階段，JISC 並需依照
規定，對外公告至少 3 個月的時間。之後，便由 JISC 經過 60 天的公告，制定
成為日本工業標準(JIS)，並公布於政府公報。

(二) JISC 組織簡介
JISC(Japanese Industrial Standards Committee)為日本標準化體系中負責日
本工業標準(JIS)發展的專責單位，其組織屬於官民合辦性質，即 JISC 委員會由
日本企業界、公協會、以及學研界代表所組成，而 JISC 的事務性工作，則由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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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產業省轄下產業技術環境局的基準認證政策單位負責。由於 JISC 組織的產官
學合作特質，使得日本標準化事務運作，得以凝聚各利益關係者之力量，順利
推展於國內及國際。
日本「工業標準化法」是日本標準化事務的法源依據，JISC 根據「工業標
準化法」進行有關工業標準化的調查審議工作，包含日本工業標準(JIS)的制定
與修改。同時，JISC 也是日本在國際標準化機構(ISO)及國際電工委員會(IEC)
的會員代表單位，參與國際標準化發展。

(三) 符合性評鑑
日本工業標準(JIS)的符合性評鑑制度包括兩部分：
1、JIS Mark 的標章制度
JIS Mark 制度的設計與我國正字標記的產生相同，是由部會主管大臣從現存
的 JIS 標準中，針對具有保護消費者權利、保障安全衛生、災害防制功用的
產品標準或技術，引用為 JIS Mark。只要產品通過驗證，符合 JIS 標準的規
定，便可以在其產品或包裝上標示 JIS Mark，因此，只要是符合 JIS 標準，
經認定證明其產品符合 JIS 標準，對產品品質即是一種保證。
要特別注意的是，日本從 2005 年 10 月 1 日起，實施新的 JIS Mark 驗證制度。
新制度包含新 JIS Mark 使用，在 2008 年 9 月底之後，所有符合 JIS Mark 的
產品均需使用新的 JIS Mark 制度，並更換新的 JIS Mark 標章。

2、試驗事業者認定制度 JNLA
JNLA(Japan National Laboratory Accreditation)制度是日本政府在 1997
年依據「工業標準化法」規範，且依 ISO/IEC Guide 58 及 ISO/IEC 17025 原
則所制定。其目的在確保試驗單位進行的檢驗、測定資料之可信性，由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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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IEC Guide 58 規範之機構審核試驗單位，以認定該單位在特定領域方面
之檢驗結果確實符合國際標準規範。獲得認證的試驗單位可發行具有 JNLA
標誌的試驗報告書。

(四) 日本標準發展策略
日本第一份有關標準化的策略是於 1997 年提出，據簡報資料指出，提出標
準化策略的背景因素，可歸納為下列 3 項：

1、加速的全球化：
冷戰結束後，區域性的經濟體紛紛崛起，例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
歐盟(EU)、乃至於近年興起的金磚四國(BRICs)，為了使經濟體內各市場的整
合更順利，則需要共同遵守的限定與規則。而「標準化」便是達到這種需求
的適當工具。

2、世界貿易組織技術性貿易障礙(WTO/TBT)協定的發展：
WTO/TBT 協定係於 1995 年提出，要求 WTO 的會員國皆應遵守，使用國際
標準與規範，作為各會員的技術法規、標準及符合性評鑑體系的基礎。

3、消費者需求的多樣化：
新興領域(如管理系統)對於標準化的需求日漸成長。日本「管制革新
(regulatory reform)」的進展。基於上述的背景因素，日本從 1997 年開始，便
提出一系列的標準化策略。從 1997 年的「日本國際標準化政策的展望」
、2000
年的「21 世紀標準化議題特別委員會報告」
、2001 年的「標準化戰略略」
、2002
年的「日本工業標準標章體系的未來活動」
、到 2004 年發佈的「國際標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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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方案」
。2002 年與 2004 年所提出的策略，是根據 2001 年「標準化策略」
所衍伸出的重點式策略。由這一系列日本所提出的標準化策略可窺知，日本
政府確實將「標準化」議題，視為經濟政策中相當重要的一環。

二、JIS MARK 標示制度

日本工業標準化法於 1949 年制定時也同時展開了 JIS MARK 標示制度，半
世紀以來曾經過多次修訂，包括：追加加工技術項目、開放對海外地區業者的
申請、追加指定驗證機關及承認認定機關等。最近一次則是於 2004 年 06 月 09
日修訂公佈，JIS MARK 標示制度相關事項等也因此隨之修訂於 2005 年 10 月 1
日公佈實施，其主要目的及修訂內容有：
（1) 與國際接軌：使 JIS MARK 標示制度之驗證審查能與目前國際上之適合
性評鑑制度的基準一致，整合納入 ISO/IEC GUIDE65，ISO/IEC GUIDE28
等。
（2) 驗證機關改變：原本由日本經濟產業省國家機構執行之驗證審查方式，改
由民間第三者登錄驗證機關來執行。
（3) 擴大製品驗證範圍及對象：廢除過去「指定商品制度」，以往未納入「指
定商品」之 JIS 規格，只要其 JIS 規格內容完備(含製品規格/檢查試驗規
格/標示項目規定等)，均可納入 JIS MARK 標示制度申請範圍。此外也允
許業者對於 JIS 規格適合性採取自我宣告方式，但是必須符合 JIS Q1000
【適合性評價-製品規格自我宣告指針】要求，但是不可標示 JIS MARK
或是採用會造成混淆的標示。
（4) 原則上所有的製品規格及試驗方法規格都可以納入試驗室登錄制度
(JNLA：Japan National Laboratory Accreditation syste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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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擴大 JIS MARK 標示之事業者範圍：除了原本製造業，加工業界外，另
增加輸出入業者及販賣業者也可以申請及標示。也可以採取批次或批量的
方式來申請 JIS MARK 的標示。
（6) 雖然改由民間第三者登錄驗證機關來執行驗證審查，仍然以國家政府立場
來確保 JIS MARK 標示驗證制度之信賴性。

1、 JIS MARK 標示制度概要
由於日本企業以及消費者長期以來對於購買及使用具有 JIS MARK 標示製
品的執著，以及日本政府採購法中對於公共工程建築使用之構造用鋼材等必須
使用具有 JIS MARK 標示製品規定等，因此取得 JIS MARK 標示認證便成了各
國企業欲擴展日本市場的首要工作。近年來，連日本企業在海外的工廠為了將
製品回銷日本，目前也都積極地準備提出申請取得 JIS MARK 標示認證。
JIS MARK 標示制度是屬於一種產品認證制度，係製造業者就其所生產製
造之產品提出申請，經由在日本政府登錄合格之認證機關的臨廠實地審查【含
品質管理體制及產品試驗等】後，業者可在其產品或包裝上標示 JIS MARK 出
貨，也是一種經由第三者認證之產品品質保證制度。
除了交易的單純化外、從產品的互換性、安全性及公共性等觀點而言，業
者也可獲得其產品符合 JIS 規格要求及其品質管理系統落實性等相關的廣宣效
益。也是業者對外展現其企業具備安定且能長期穩定生產之品質管理體制及製
程能力的最佳證明。
JIS 規格種類主要區分有：
(1) 基本規格：用語/記號/單位/標準數…等共通事項；
(2) 方法規格：試驗方法/分析方法/生產方法/使用方法…等；
(3) 製品規格：尺寸/形狀/品質特性/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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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S制度修正概要
舊制

新制

1. JIS標章表示制度
★由廠商自我決定
★由國家指定JIS標章適用範圍
○制度適用範圍及於一切能夠驗證之製品JIS(由
製造商自行選擇)

○制度適用範圍僅限於主務大臣指定之工礦
業產品(即指定商品)

○基於自己責任原則，允許以JIS標章以外之其
他方式表示符合特定標準

○除JIS標章外，不得以其他方式表示指定商
品符合特定標準

○除國內、外製造商，國內進口商、銷售業者
以及國外出口商均得使用JIS標章(但進口商、銷
售業者、出口商現行制度尚未實施)

○JIS標章使用權人限於國內、外製造商

★民間第三者驗證機構主導之商品驗證制度
★國家主導之商品驗證制度
○由主務大臣或其指定之人實施驗證

○由向主務大臣登錄之第三者驗證機構實施驗
證

○認定機構之指定基準：依據主務大臣以省
令訂定之基準(包括具良好財務基礎與技術能
力、得公正實施驗證等)

○驗證機構之登錄基準：依據國際標準組織及
國際電工委員會所訂之國際基準(ISO/IEC
Guide65(商品驗證機構之一般規定事項))

○由主務大臣指定之檢查機構實施檢查

○由驗證機構實施定期檢查(即監測制度)

○舊制JIS標章

○新JIS標章

★國家為維護制度公信力，所採取之措施
★國家為維護制度公信力，所採取之措施
○針對登錄認證機構之監督管理措施：
適合命令、改善命令、備置財務報表之義務
但刪除變更業務章程命令的權力
業務規程、費用等採報備制

○針對登錄認證機構之監督管理措施：
適合命令、變更命令
業務規程、費用等採認可制
○針對製造商等之監督措施：
移除、刪去JIS標章、或命令停止銷售使用
JIS標章之指定商品、或取消認定

圖 31

○針對製造商等之監督措施：
命塗銷JIS標章、或命令停止銷售使用
JIS標章之指定商品，但取消驗證是由驗證
機構為之

JIS MARK 制度改革重點示意圖（資料來源：邱美珠，赴日本 JIS Mark
主管機關及其驗證機構考察參訪暨相關資料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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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S MARK 標示制度之主要意義在於：期待申請業者建立一個符合 JIS 規格
的適合性及能安定且持續生產的品質管理體制，藉由第三者的認證審查，進而
確保一個具有公平、獨立、透明且可信賴、看得見之長期建立起來的國際高知
名度制度。其整體運作相關之規範，含認證流程及其申請程序等，主要的依據
是日本工業標準化法，而日本工業標準化法制定之主要目的也含有強化生產製
造業者對於品質改善、增進生產效能及合理化、交易單純公正化、使用或消費
之合理化等。確保 JIS MARK 認證系統之信賴性架構如圖 32。

圖 32 確保 JIS MARK 認證系統之信賴性架構
(資料來源：每日必讀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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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S 驗證是日本自願性安全驗證，PSE 驗證是日本強制性安全驗證。JIS
MARK 標示是屬於一種經由登錄合格機關進行審查之產品認證制度，業者可在
其產品或包裝上標示 JIS MARK 出貨，也是一種經由第三者認證之產品品質保
證制度。有別於目前多數企業進行之 ISO9001、ISO14001、ISO/TS16949 等系
統認證。

2、 JIS 主管機關
JIS 主管機關為日本經濟產業省(METI) 產業技術環境局，與 JIS 相關的單
位分別是「基準認證政策課」與「認證課」
。「基準認証政策課」主要是負責工
業標準化政策的規劃、工業標準化法之檢討、JISC 之運作以及國際標準化策略
的檢討。其下分設 3 個領域的標準化推動單位，包括「産業基盤標準化推進室」
、
「情報電子標準化推進室」以及「環境生活標準化推進室」。因此，JIS 標準的
制定相關政策與事務是由這些不同領域的標準化推進室分別負責。
「認證課」主要是負責符合性評鑑的相關事務，除了直接與 JIS MARK 相
關的「JIS 標記認證業務室」之外，還有負責規劃推動相互承認(MRA)的「相互
承認推進室」 以及推動 ISO9000、ISO14000 等管理系統標準化的「管理系統
標準化推進室」。
在 JIS Mark 之推廣上，新制度重心移轉到民間之後，METI 挹注在 JIS Mark
的推廣活動經費並不多，JIS Mark 推廣上主要是倚賴民間性質的日本規格協會
(JSA)。政府對 JSA 的經費援助並不多，JSA 執行推廣活動上必須透過例如出書、
舉辦教育訓練或輔導說明會等方式來自籌經費，政府僅在少數情況下針對 JSA
舉辦具體推廣活動或計畫時個別地給予資助。新制度後在 JSA 下成立的「JIS
登錄認證機關協議會(JISA「登錄認證機構」)」
，成為主要負責推廣與討論認證
業務議題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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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登錄認證機關」之管理
在新 JIS Mark 制度底下，主要是由「登錄認證機關」負責執行認證業務。
依據現行 JIS Mark 制度，唯有符合工業標準化法第 27 條第 1 項規定，且向國
家申請登錄的機構，方能執行 JIS Mark 制度之認證業務，業務內容主要包括：
(1) 按照工業標準化法規定之審查方法、頻率、時期等事項進行認證審查，
其中又包括「品質管理體制審查」、
「產品試驗」及「認證維持審查」3
部分；
(2) 如有違法使用標章，採取對應措施。

此套認證機構登錄制度簡稱為「JASC(Japan Accreditation System for Product
Certification Bodies of JIS Mark)」，是由經濟產業省產業技術環境局負責，採用
ISO/IEC Guide 65 作為認定(accreditation)標準，而認證機構其執行之認證程序則
以 ISO/IEC Guide 67 中有關第三方產品認證計畫之「System 5」為基礎，並須
符合 ISO/IEC Guide 28 規定。關於申請登錄手續、認證業務等重要事項，另訂
於《日本工業標準之符合性認證相關省令》
。
在「登錄認證機關」的選擇階段(申請流程中第一個階段)，業者可以從 JISC
或是各個「登錄認證機關」的網站上取得規範、相關表單與費用的概略資訊，
作為比較與選擇「登錄認證機關」的依據。依「登錄認證機關」的相關規則(「一
般認證指針 Q1001」)，「登錄認證機關」必須公布申請程序、申請表單以及申
請費用等資訊在網站上，但這些資訊通常是一般性、較為粗略的概算，具體費
用或檢驗程序又會依產品種類之不同而有差別。在選擇過程當中，業者會分別
與不同「登錄認證機關」進行諮詢，在諮詢過程中「登錄認證機關」會針對業
者之產品種類進行較為詳細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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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實施檢測的部分，
「登錄認證機關」可以自己實施檢測或委由第三方檢驗
機構來進行檢驗。按規定原則上是要由「登錄認證機關」抽樣檢驗，但在部分
情況，如受檢產品過大或是其他難以取樣回來測試的情況(例如:橋墩)，
「登錄認
證機關」可以自行判斷並運用下列幾種檢測方式的組合：
（1）在申請業者的場所，由「登錄認證機關」的檢驗人員實施檢測
（2）在「登錄認證機關」的檢驗人員到場監督的情況下，由申請業者的檢測人
員在申請業者的場所實施檢測。
（3）委由第三方檢驗機構檢測，使用其檢測報告作為認證依據。
（4）活用申請業者的檢測人員在申請業者的場所實施檢測數據。

4、驗證申請流程
有意申請之業者首先須就其生產製造的製品屬性及規格，選擇可提供驗證
審查服務之合格登錄驗證機關，各合格登錄驗證機關可接受驗證申請之領域範
圍與規格都不同，目前所知可以來台進行 JIS MARK 標示制度驗證審查之合格
登錄機關且具有驗證審查實績的有：日本品質保證機構(JQA)、建材試驗中心
(JTCCM)、化學物質評價研究機構(CERI)、日本建築綜合試驗所(GBRC)、電氣
安全環境研究所(JET)、日本塗料檢查協會(JPIA)、日本文化用品安全試驗所
(MGSL)…等一般財團法人。業者須先確認可接受申請驗證審查之規格品項，接
著再依各登錄驗證機關所規定之格式填寫申請書，申請書的格式雖因登錄驗證
機關不同而異，但主要記載事項如下：
(1) 申請者的名稱、所在地、代表者名。
(2) 申請負責人名、職務、TEL。
(3) 驗證對象之工業品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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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JIS 規格編號、名稱。
(5) 驗證區分：原則上將每個規格當作申請的單位，但也有登錄驗證機關的規
定是可以包含複數 JIS 規格製品。
(6) 驗證範圍：為驗證區分中所含的對象製品之範圍，以製品的種類、等級、
型式、原型、材質、形狀等加以特定。申請時，與申請者討論後決定。
(7) 製造工廠的名稱、所在地及品質管理責任者姓名、聯絡負責人、電話等。

申請前最好能先與選擇之合格登錄驗證機關聯絡、洽詢相關注意事項及該
機關之特有規定，如此可有效節省準備作業時間，接著是，申請業者為了說明
工廠的品質管理體制適合於工業標準化法以及一般驗證指針等之 JIS 規格所規
定的基準，需將必要的資訊記載於品質管理狀況說明書後提出申請。各登錄驗
證機關也有各自制定獨特之品質管理狀況說明書格式，申請業者須根據所選擇
之驗證機關的格式來作成。業者有意就其產品提出 JIS MARK 標示申請認證審
查時，作業流程如圖 33。

品質管理狀況說明書根據之品質管理基準有：
(1) A 基準：依據生產技術條件之品質管理體制；
(2) B 基準：依據 ISO9001 之品質管理體制。
申請業者可配合自己的品質管理體制加以選擇。取得 ISO9001 審查登錄的
工廠，通常選擇 B 基準；舊 JIS MARK 驗證工廠或未取得 ISO9001 審查登錄之
工廠，通常選擇 A 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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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登錄驗證機構

○登錄類別、區域…驗證機構名冊請見JISC首頁
http://www.jisc.go.jp/
○個別諮詢…驗證能力、技術能力、驗證費用等
品質管理體制審查

申請

品質管理體制及商品試驗審查
（書面調查及現場調查）

●審查內部標準準備工作、製造廠之

製造設備、檢查設備、檢查方法等品
質管理體制
●或是依據ISO 9001建立之品質管理
體制

日本工業標準之符合性驗證相
關省令
（一般驗證指導原則Q1001）

商品試驗審查
驗證決定

商品隨機取樣後，實施商品試驗並審
查JIS之符合性

公告驗證合格者
簽訂驗證契約

向經產省報告

各登錄驗證機構首頁
JISC首頁
http://www.jisc.go.jp/

適用之日本工業標準（JIS）

各登錄機構之驗證流程

進入市場
於商品上使用JIS標章

驗證維持審查

至少3年一次
文字
其他
JIS修正、設備重大變更等情形

圖 33 JIS MARK 標示申請認證審查作業流程（資料來源：邱美珠，赴日本 JIS
Mark 主管機關及其驗證機構考察參訪暨相關資料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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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申請書」及「品質管理狀況說明書」外，另需提出製品試驗場所符
合「JIS Q17025 適合性評價」之相關附件資料，雖然各登錄認證機關別也有不
同要求，但基本上包含下列事項：
（1) 試驗相關技術責任者及其特定要員。
（2) 特定要員管理程序及設備管理程序。
（3) 試驗時，相關使用之儀器清單。
（4) 製品相關說明資料(型錄、規格、構造)。

除了書面資料外，JIS MARK 標示制度認證對於「品質管理責任者」另有
下列要求事項須符合，擔任品質管理責任者相關規定事項彙整如表 32。

表 32 擔任品質管理責任者相關規定
項目

內容

資格 (1) 必須具備與認證製品相關加工或製造技術有關之知識及其實務經
驗。
基準 (2) 必須有別於加工或製造部門，具有獨立運作之權限。
(3) 必須具備被認可之標準化及品質管理相關之知識及其實務經驗。
a. 於專科或大學，研修品質管理相關學科 2 學分 30 小時以上課程；
或
b.參與學習「標準化及品質管理相關科目」之研習課程 60 小時以上並
通過理解度測驗。
標準 (1) 標準化：
工業標準化概要、JIS MARK 標示制度及其目的、品質管理責任者
化及
之職責等。
品質 (2) 品質管理：
(a)統計思考模式、
管理
(b)統計製程管制(SPC)、
(c)取樣、
相關
(d)抽樣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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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
(3)
(4)
職責 (1)
(2)
(3)
(4)
(5)
(6)
(7)
(8)
(9)

(e)問題分析與解決等。
公司內部標準化：
公司內部標準化概要及其推行方法。
製品試驗及 JIS Q17025 要求事項：
不確定度、量測追溯性、實驗室認證制度等。
公司內標準化制度及品質管理相關計劃、起案及推進工作。
公司內規定標準之制定、修訂及廢止等綜合管理。
登錄機關相關認證製品的品質水準之評價。
公司內各製程標準化與品質管理實施之相關指導及助言，及與各部
門間之協調。
有關製程上發生的異常，客訴等處理之對策的指導及助言的執行。
從業人員之公司內標準化與品質管理相關之教育訓練之推進。
外包管理相關指導及助言。
登錄機關相關認證製品符合日本工業規格之承認。
登錄機關相關認證製品之出貨認可。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JIS MARK 標示制度是屬於一種經由登錄合格機關進行審查之產品認證制
度，其嚴謹度高於目前其他多數之系統認證，申請時通常還須附上：
(1) 過去六個月之生產實績(以提出之申請日期為基準)、
(2) 製造工廠環境(含產線 Layout 配置等)、
(3) 產品品質特性之製程能力實績…等。

申請業者除了準備申請書資料外，另須強化準備之重點方向有：
(1) 經營方針/部門方針；
(2) 公司內部標準化；
(3) 全員教育訓練；
(4) 設備預防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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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DCA 管理循環；
(6) 客訴抱怨處理；
(7) 製程能力；
(8) 一般共通事項；
(9) 個別審查事項；
(10) JIS Q17025 之適合性。

5、驗證費用
申請 JIS 驗證費用涵蓋驗證費、差旅費及諮詢費，依據驗證機構、所在區
域及諮詢公司而有所不同。

6、取得 JIS MARK 標示之產品認證的效益
(1)由於審查過程具備的專業性、嚴謹性、公正性等，長期以來在國際上已建
立具高知名度的產品認證制度，業者取得 JIS MARK 標示認證後，不僅可
以提升企業品牌形象與知名度，更是擴展日本市場的「有效通行證」
，產
品在國際市場上也更具有競爭力。
(2)藉由準備過程更可達到改善及強化工廠生產環境，強化公司內部標準化體
系，有效提升品質管理系統運作效益。
(3)經由全員參與 PDCA 管理改善循環，可強化員工對於問題的分析與解決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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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正字標記與 JIS MARK 標示比較
表 33 正字標記與 JIS MARK 標示差別
正字標記

JIS MARK 標示

法律依據
驗證性質
發證單位
申請對象

標準法、正字標記管理規則
自願認證
政府單位/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生產製造工廠(惟經銷商、貿易
商或代理商因本身並無生產製
造工廠，未納入受理申請使用
正字標記之對象)
申請資格 具 ISO9000 認證工廠

檢驗機構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或其受託機關(構)、認可機構
檢驗依據 CNS 國家標準
工廠品管 不定期實施工廠品管追查，每
追查
年至少應實施一次
工廠檢查 無
證書期限 無限制
法律條文 雖有標準法依據，但管理較為
限制
鬆散
驗證傾向 品質管理
民眾認同 民眾認同意識薄弱

工業標準化法
自願認證
第三方登錄認證機關
國內、外製造商，國內進口商，
銷售業者，以及國外出口商

依據生產技術條件之品質管理
體制，或
依據 ISO9001 之品質管理體制
第三方登錄認證機關

日本工業標準
初次工廠實地審查、製品試
驗、定期審查及再審查
定期認證維持審查
無限制
日本工業標準之符合性驗證相
關省令
品質管理
擴展日本市場的「有效通證」
，
產品在國際市場上也更具有競
爭力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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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正字標記與其他各國商品驗證制度之比較
世界還有其他國家都有自己的自願性商品驗證制度，本章節挑選「法國 NF
認證」作為代表性的探討對象。

一、法國 NF 認證
NF 是法國標準的代號，1938 年開始實行，其管理機構是法國標準化協會
(Association Francaise de Normalisation)，簡稱 AFNOR，法國標準化協會(AFNOR)
是根據法國 1901 年法令於 1926 年成立的公益性非營利，並由政府承認和資助
的全國性標準化機構。法國每 3 年編制一次標準制修訂計畫，每年進行一次調
整。法國標準化協會指導 17 個大標準化規劃組(GPN)的技術工作，指導其與規
劃委員會(COP)的工作進行協調。每一個規劃組有一個戰略方針委員會(COS)指
導工作，它集中了相關經濟領域的決策者，還負責確定優先開展的工作，參與
尋找資助，以及預定項目的經費分配。
1942 年，法國國家經濟財政部長級國務秘書、農業部長級國務秘書和工業
生產國務秘書聯合頒布了《國家標誌章程》
，從而進一步完善了 NF 標誌制度。
NF 認證標誌如圖 34。

圖 34 NF 認證標誌

1、協會性質
法國標準化體系由法國標準化協會、標準化局、專家和政府組成。政府在
法國標準化工作中具有特殊作用。由於標準化政策影響到所有各部，工業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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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專門任命了一位部際專員負責確定製定標準的總方針，檢驗其實施情況及特
殊要求，並且代表政府監督法國標準化協會的工作。此外，政府內還設有部際
標準組，協助工業部長確定政府有關標準的國家政策和對外政策，以及對這一
政策的評定。在法國標準化體系中，法國標準化協會彙集標準化需求，制定標
準化策略，協調並指導標準化局工作，使有關各方都參加標準制定工作，組織
向公眾徵求意見並批准為法國標準，標準化局共有 31 個，分佈在各行各業各個
領域，它們通常隸屬於行業機構，由該領域的企業和合伙人資助。標準化局的
專家是法國標準化體系的重要基礎，他們來自行業和專業組織、製造商、分銷
商、費者協會、實驗室、工會和預防機構、環境保護機構、公共採購方、地方
和本國有關團體、各部等等。
法國標準化協會負責事項：
(1) 推動並協調標準的制定；
(2) 在歐洲和國際標準化機構中代表並維護法國的利益；
(3) 發布標準；
(4) 推動並便利標準的採用；
(5) 開展產品服務和體系的認證以及 NF 標誌的認證。

2、下屬部門
協會下設四個職能部門，即標準化部、信息資料部、培訓與諮詢部和國際
關係部。它擁有 NF 標誌並經法國質量體系認可委員會認可，可以開展產品和服
務體系的認證活動。協會還擁有一個資格機構和專業機構的網路，包括實驗室、
檢驗機構和評審機構以及受委託機構，它們共同協助其開展工作。
1941 年 5 月 24 日，法國政府頒布法令，確認「法國標準化協會(AFNOR)」
為全國標準化主管機構，並在政府標準化管理機構--標準化專署領導下，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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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指示組織和協調全國標準化工作，代表法國參加國際和區域性標準化機構的
活動。總部設在首都巴黎。
AFNOR 的最高權力機構是理事會。由來自非營利性團體的 34 名成員組成。
理事會主席由 AFNOR 總會長擔任。協會的日常工作由總會長及其代表負責處
理。理事會下設國際合作、財政、人事等職能部門，以及發展部和技術事務部
兩大業務部門。發展部負責國際關係、情報、諮詢、培訓、出版銷售，以及對
企業提供服務等項工作。技術事務部負責標準的制修訂工作和質量認證及法國
國家標準(NF)標誌工作。下設冶金、工業工程、運輸、環境保護、信息技術的 10
多個業務處。
AFNOR 代表法國於 1947 年加入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又是歐洲標準化委
員會(CEN)的創始成員團體。AFNOR 在國際和區域標準化活動中做出重要貢獻。

3、適用範圍
法國標準化協會(AFNOR)涵蓋 17 個大標準化規劃組是:
(1) 農業食品

(2) 建築與公共工程

(3) 機械製造

(4) 水循環

(5) 電工技術和電子技術

(6) 環境

(7) 煤氣

(8) 石油工業

(9) 管理與服務

(10)

材料及其初加工

(11)

基礎標準

(12)

衛生

(13)

冶金與鋼的初加工

(14)

信息和通信技術

(15)

居住-體育/娛樂

(16)

健康與工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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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交通

4、分類
法國標準約 2 萬項左右，分為以下四個大類:
表 34 法國標準分類
標準類別

規範內容

1.基礎標準

涉及術語、方法、標記和標誌等等

2.產品標準

規定了產品以及所要達到的性能要求

3.試驗方法和分析標準 用於測試這些性能
4.管理和服務標準

涉及企業運行、聯繫以及服務活動的模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5、NF 產品、服務及體系認證
NF 產品認證包括工業產品、大眾消費品、生態標籤和農產食品。法國標準
NF 與歐盟標準 CE 相容，在很多專業領域 NF 標準超過歐盟 CE 標準，所以凡取
得 NF 標籤的產品可以直接獲得 CE 標籤，不需要再進行任何產品檢驗，只需要
辦理簡單的手續。需要指出的是，90％以上的法國消費者對 NF 有很強信任感。
NF 服務認證是證實一項服務的品質和可靠性符合法國、歐洲和國際標準所
規定的品質性能的自願性的 NF 標誌認證，涉及傢俱貯存單位、旅行社、搶修和
拖曳、客運、個人安全、終身教育。法國制定的旅遊業服務標準較為著名，包
括接待、旅館、交通和滿意度調查等方面。
NF 認證還包括 ISO9000 和 ISO14000 體系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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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法國 NF 標誌的申請程序
法國 NF 標誌的申請程序步驟如下：
（1）遞交申請﹔
（2）宣告書(即簽訂契約書)授權漢德公司為申請者 NF 認證的全權代表﹔
（3）送樣及檔案遞交，漢德工程師協助檔案整理及送樣輔導﹔
（4）測試﹔
（5）工廠檢查(由審核機構進行工廠檢查)﹔
（6）核發證書。
提供 CB 測試證書的製造商應提交以下檔案:
(1)申請書
(2)給出名稱和地址的申請信
(3)CB 測試證書
(4)CB 測試報告

當提交 CB 測試證書用於國家級認可時，法國電工技術聯合會（UNION
TECHNIQUE DE L'ELECTRITE，簡稱 UTE）將通知申請者是否需要提交產品的樣
品。UTE 準備認可 CB 測試證書的附屬檔案及包括法國國家差異的測試報告。UTE
認可非成員國製造商按程式獲得的 CB 測試證書。需要發證前的工廠檢查，檢查
要求按照特別規則，需要事後工廠監督檢查，檢查要求按照特別規則。樣品的
跟蹤測試需要抽樣，這些樣品的試驗費用根據產品的不同收取，除非由於不符
合要求或應申請者的要求提前取消外，證書一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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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字標記與 NF 標示比較
表 35 正字標記與 NF 標示差別
正字標記

NF 標示

法律依據 標準法、正字標記管理規則
驗證性質
發證單位
申請對象

申請資格
檢驗機構

檢驗依據
工廠品管
追查
工廠檢查
證書期限
法律條文
限制
驗證傾向
民眾認同

法國 1901 年法令、國家標誌章
程
自願認證
自願認證
政府單位/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法國標準化協會
生產製造工廠(惟經銷商、貿易 國內、外製造商，國內進口商，
商或代理商因本身並無生產製 銷售業者，以及國外出口商
造工廠，未納入受理申請使用
正字標記之對象)
具 ISO9000 認證工廠
無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職能部門，即標準化部、信息
或其受託機關(構)、認可機構 資料部、培訓與咨詢部和國際
關係部
CNS 國家標準
法國標準
不定期實施工廠品管追查，每 由審核機構進行工廠檢查
年至少應實施一次
無
定期認證維持審查
無限制
無限制
雖有標準法依據，但管理較為 法國 1901 年法令、國家標誌章
鬆散
程
品質管理
品質性能
民眾認同意識薄弱
90％以上的法國消費者對 NF
有很強信任感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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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正字標記驗證制度推展策略

本文從第二章國內商品驗證制度現況談起，第三章歐盟美日等國之產品驗
證制度，第四章正字標記與他國商品驗證制度之比較，挑選幾個在世界上獲得
認同的認證制度，借鏡他國，本章將對正字標記驗證制度推展策略提出建議事
項。

5-1 我國國家標準概述
首先，從國家標準談起。
一、 國家標準名稱與特性
中華民國國家標準英文名稱為「National Standards of the R.O.C」
，以「CNS」
為我國國家標準之代號，在國際間交換資料。我國國家標準的專責機構為經濟
部標準檢驗局，依國家標準制定辦法所規定的程序，透過產、官、學、研界共
同參與並取得共識，以符合 ISO 對標準的定義。此外，依我國國家標準制定辦
法第十四條第三項規定，除 CNS 外，不得稱為國家標準。關於國家標準之定
義：
「國家標準乃由標準專責機關依標準法規定之程序制定或轉訂，可供公眾使
用之標準。」
從功能來看，國家標準係各軍、工、民營工廠產銷之準繩，且為內、外銷
產品檢驗之依據，對產業界的影響十分重大。因此，制定、修訂或廢止國家標
準，配合經濟發展方向，選定優先項目加以編修，俾供產業界參採。關於國家
標準的特性，則如表 36 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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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國家標準特性
特性

內容說明

CNS 之採行係屬自願性，不具強制性。惟若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例如：衛生署、環保署、農委會、勞委會、消防署、營建署
等，為達到其規範目的，而將國家標準引用於其主管之技術法規
中時，即具有強制性。
共識產生 CNS 係基於共識而產生。所謂共識之意含係指：普遍獲得同意；
對實質重要議題，共同利益之主要關係者沒有持續的反對立場；
在協議過程中，已尋求所有關係者的意見，並經協調化解任何衝
突對立的爭論，共識並非暗示無異議。
透明化本質 CNS 於制定、修訂或廢止程序中均依世界貿易組織/技術性貿易
障礙協定（WTO/TBT 協定）規定之通知、公告方式使外界知悉。
在徵求意見，使利害關係人有參與表達意見的機會，期與產業脈
動相應，促進共識的達成。此外，任何人、機關或團體均得提出
國家標準制定、修訂或廢止之建議。
自願採行

二、國家標準之法律地位
我國國家標準之法律定位，得從我國〈標準法〉的內文獲得明確的解釋。
該法最早於 1946 年 9 月 24 日國民政府制定公布，當時全文共計公布 9 條。
最近的版本則為 1997 年 11 月 26 日總統(86)華總(一)義字第 8600250980 號令
修正公布全文 19 條。各條文內容如表 37 所述：
表 37 我國〈標準法〉條文內容
項次

條文內容

第1條

為制定及推行共同一致之標準，並促進標準化，謀求改善產品、過程及服務之品
質、增進生產效率、維持生產、運銷或消費之合理化，以增進公共福祉，特制定
本法。
本法主管機關為經濟部。關於標準事項，由經濟部設專責機關辦理。本法規定事
項，涉及其他機關之職掌者，由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辦理之。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標準：經由共識程序，並經公認機關（構）審定，提供一般且重覆使用之產
品、過程或服務有關之規則、指導綱要或特性之文件。
二、驗證：由中立之第三者出具書面證明特定產品、過程或服務能符合規定要求

第2條
第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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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程序。
三、認證：主管機關對特定人或特定機關（構）給予正式認可，證明其有能力執
行特定工作之程序。
四、團體標準：由相關協會、公會等專業團體制定或採用之標準。
五、國家標準：由標準專責機關依本法規定之程序制定或轉訂，可供公眾使用之
標準。
六、國際標準：由國際標準化組織或國際標準化組織所採用，可供公眾使用之標
準。
第 4 條 國家標準採自願性方式實施。但經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引用全部或部分內容為
法規者，從其規定。
第 5 條 國家標準規範之項目如下：
一、產品之種類、等級、性能、成分、構造、形狀、尺度、型式、品質、耐久度
或安全度及標示。
二、產品之設計、製圖、生產、儲存、運輸或使用等方法，或其生產、儲存或運
輸過程中之安全及衛生條件。
三、產品包裝之種類、等級、性能、構造、形狀、尺度或包裝方法。
四、產品、工程或環境保護之檢驗、分析、鑑定、檢查或試驗方法。
五、產品、工程技術或環境保護相關之用詞、簡稱、符號、代號、常數或單位。
六、工程之設計、製圖、施工等方法或安全條件。
七、其他適合一致性之項目。
第 6 條 標準專責機關設國家標準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審查委員會）及各專門類別之國
家標準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技術委員會），負責審議國家標準相關事項。前項
審查委員會及技術委員會，必要時均得於其下分設各專門類別之分組委員會或工
作小組委員會。
第 7 條 國家標準制定之程序如下：
一、建議。
二、起草。
三、徵求意見。
四、審查。
五、審定。
六、核定公布。
前項制定程序及國家標準之修訂、確認、廢止程序，由主管機關以辦法定之。
第 8 條 已有相關國際標準或我國團體標準存在，而其適用範圍、等級、條件及水準等均
適合我國國情者，標準專責機關得據以轉訂為國家標準。依前項轉訂為國家標準
時，得不經前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之程序。
第 9 條 國家標準自公布之日起五年內，無修訂之建議時，標準專責機關應加以確認。經
確認之國家標準，亦同。
第 10 條 標準專責機關依職權或申請，經審查委員會審議，選定國家標準項目，實施驗證
業務；必要時，並得經審查委員會審議，取消該選定。依前項選定及取消之國家
標準項目，由標準專責機關公告之。
第 11 條 標準專責機關對前條選定之國家標準項目，得依廠商之申請實施驗證；經驗證合
於驗證條件及程序者，得核准其使用正字標記。
前項驗證條件、程序、正字標記圖式及其使用管理規則，由主管機關會商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定之。正字標記之使用，除合於第一項規定外，不得為之。使用正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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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記違反第二項所定使用管理規則者，得撤銷其使用核准；經撤銷其使用核准
者，不得繼續使用正字標記。
第 12 條 申請使用正字標記者，應繳納相關費用。經核准使用正字標記，於使用期間須接
受查核者，應繳納查核相關費用。
第 13 條 主管機關為獎勵標準之制定及推行，得訂定獎勵辦法。
第 14 條 主管機關得委託非以營利為目的之標準化認證機構辦理認證業務。前項標準化及
認證實施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15 條 標準專責機關應設置或指定查詢單位，提供標準或驗證相關事項文件、資訊供應
之服務。
第 16 條 違反第十一條第三項或第四項規定，擅自使用正字標記，經標準專責機關限期改
正，屆期仍未改正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連續處
罰至行為人改正時為止。依前項規定所處之罰鍰，經通知限期繳納，屆期未繳納
者，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第 17 條 標準專責機關就擅自使用正字標記之違法情事，認為對消費者之生命、身體、健
康或財產有所損害或有損害之虞時，應公告違法者之名稱、地址、商品或為其他
必要之處置。
第 18 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19 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資料來源：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網站）

5-2 正字標記驗證制度推展策略建議

1、由上所知，正字標記法源來自〈標準法〉
，簡單描述正字標記管理原則，對
照德國產品安全法以專章規定「加強管理 GS 標章」
，正字標記法源基礎稍
嫌薄弱。
建議：應於商品檢驗法中專章規定正字標記相關規定，讓正字標記法源更加
明確，以建立國人認同正字標記驗證的信心。
2、上述標準法第 5 條「國家標準規範之項目」，國家標準規範範圍廣泛，現有
國家標準 12,263 種，正字標記採用 CNS 標準數量為 725 種，正字標記品目
採用項目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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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大幅增加正字標記申請品目，不要刻意區分應施或非應施商品，就算
是申請人原先產品已取得驗證登錄驗證，只要申請人有意願再申請正字標記
驗證，標準檢驗局均應持開放態度，放寬正字標記品目申請範圍，輔助申請
人取得正字標記驗證證書，誠如日本 JIS 認證所述「制度適用範圍及於一切
能夠驗證之製品」。
3、美國 UL 安全認證分三種：UL 列名(LISTED)、認可元件(Recognized)、 UL
分級產品(Classification)，UL 安全認證不僅對整個商品認證，亦對單個元件
或分級產品認證，甚至還有多重列名。
建議：正字標記驗證態樣應大幅修正，比照 UL 安全認證，針對「單體元件」
及「分級產品」都可以做驗證，核發證書。亦可比照 UL 多重列名制度，放
寬目前「單一廠商申請單一認證」的束縛，讓申請驗證的廠商可以多重列名，
以讓正字標記申請廠家數目極大化。
4、德國 GS 認證申請人為「製造者、代理人或進口商」均可，美國 UL 認證申
請人為「向 UL 申請零件、產品或系統認證的公司或個人」，日本 JIS 認證
申請人為「國內、外製造商，國內進口商，銷售業者，以及國外出口商」，
法國 NF 認證申請人為「國內、外製造商，國內進口商，銷售業者，以及國
外出口商」，世界上有名的認證制度，都儘量擴大申請人的資格，只要申請
人有意願，各國都儘量放寬申請資格，目的一致就是要讓申請認證數量極大
化。當某一個認證制度有多數的申請人申請，該認證制度的認證標章能見度
就會大幅提升，能見度大幅提升，消費者的信賴指數就會跟著提高。
建議：大幅放寬正字標記申請人資格，不要僅限縮於製造工廠，應該開放給
任何想來申請正字標記驗證的單位（含公司、工廠、經銷商、製造商、進口
商、個人等）
，只要申請人有意願，標準檢驗局就應輔助申請人取得正字標
記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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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國〈標準法〉第 3 條第二項「驗證：由中立之第三者出具書面證明特定產
品、過程或服務能符合規定要求之程序。」條文明確闡述由中立之第三者出
具書面證明的項目，除特定「產品」之外，還有「過程」及「服務」，也就
是針對「過程」及「服務」都可以做驗證，美國 UL 亦作體系認證服務。
建議：正字標記應跳脫目前僅對「產品」做驗證的框架，對於申請人提供的
「過程」及「服務」都可以做認證。有別於 ISO9000 和 ISO14000 體系認證，
正字標記可針對造商或經銷商某些特色「過程」及「服務」做認證，比如臺
灣有許多觀光工廠，這些觀光工廠的特色，包括「產品製程/流程」及「服
務項目」等，都可以納入正字標記驗證範圍。
6、日本於 2005 年修正工業標準化法後，JIS Mark 制度產生莫大變化，尊重民
間自主性。例如廢除「指定商品制」，即須經指定之 JIS 才能夠申請 JIS
Mark，調整為所有 JIS 標準都能夠成為申請 JIS Mark 認證之依據，希望藉
此充分、靈活地反應產業界對 JIS Mark 之需求。
建議：本國正字標記認證可比照日本 2005 年修正工業標準化法後的 JIS 認
證制度，調整為所有 CNS 標準都能夠成為申請 CNS Mark 認證之依據。
7、世界進化很快，製造商產製產品亦不斷推陳出新，CNS 國家標準制訂進度無
法跟上腳步，但正字標記驗證須依據 CNS 標準檢驗，很多製造商想對自家生
產的產品做認證，卻苦於無相對應的 CNS 標準檢驗。
建議：當製造商想對自家生產的產品做正字標記認證，卻苦於無相對應的
CNS 標準檢驗時，可直接引用國際標準，或在該項領域內普遍被業者接受的
準則，只要引用的國際標準獲準則為國際間業者所接受的共同檢驗標準，即
可採用作為正字標記驗證的檢驗依據。
8、政府採購若能把正字標記產品列為優先採購項目，才是使廠商來申請正字標
記的最大誘因，亦就是突破目前推展困境之最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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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爭取採購規範指定採用正字標記產品：
（1）爭取公共工程委員會於採購法第 96 條中，增列正字標記亦得比照環
境保護標章適用該條文有關議價之優惠規定。
（2）爭取政府採購規範得指定採用正字標記產品及相關優惠措施。
基於正字標記已採行符合國際規範之標準及驗證措施，在符合世界貿易組織
/政府採購協定(WTO/GPA)前題下，可積極爭取政府採購指定採購正字標記產
品，及提供採購正字標記產品之公司應獲得相關優惠措施，以提升公司申請
正字標記的誘因。
9、有鑑於正字標記消費性產品數量較少，以致消費者對此認知不足，主管權責
機關可在推廣時運用國內相關資源，增加驗證能量以利與國際互承認，並適
當增列或劃分產品品目，擴大正字標記消費性商品範圍，並持續加強宣導與
推廣。
建議：持續加強正字標記宣導與推廣
（1）加強消費者層面的推廣
透過各種方式宣導正字標記所代表專業性及公信力，塑造正字標記優
良品質形象，從而提升消費者的信賴度，提高其採用正字標記產品的
意願。
（2）結合相關團體辦理正字標記推廣活動
活動可包括聯合授證典禮、正字標記業務說明會、專業講習會、正字標
記推廣及廠商觀摩會，積極推展正字標記驗證制度的相關理念，以鼓勵
消費者與採購單位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並規劃透過國內推廣教育體制，建立我
國標準化及符合性評鑑體系之理念。

（3）每年辦理正字標記系列推廣活動，以推動正字標記之形象及意涵，讓正
字標記廠商可以借力使力為其品牌加值行銷、爭取顧客信賴以拓展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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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並且讓消費者經由辨識正字標記簡易地購買到優良商品、杜絕黑心
商品，保障消費權益及健康安全。同時使政府、企業等採購人員透過指
定正字標記，確保採購品質及簡化驗收程序，促使相關工程及設備獲得
安全。
（4）結合正字標記協會、相關工(公)協會及相關團體，共同推廣正字標記，
維持及提升正字標記之優良形象，爭取消費者、企業、採購單位的信賴。
10、正字標記與國內其他相類似的驗證標記相互承認，並調適正字標記朝國際化，

可以節省廠商之成本，並達到相輔相成的效果。
建議：運用符合性評鑑體系相關資源，增加驗證能量及利與國際相互承認，採
認經認證之各專業驗證機構所核發報告書，增加產品驗證能量，將可鼓勵國內
民間相關產業之公協會或專業機構，積極從事符合性評鑑體系相關事務，包括
標準化推動、標準發展、產品檢驗、系統驗證、實驗室認證等，除可協助推廣
正字標記外，亦促進健全我國標準化及符合性評鑑體系之運作。
另外，對廠商而言，能夠以型式試驗方式來檢驗，一份型式試驗報告可以同時
適用多種驗證制度，可以節省廠商檢驗費用避免資源之重複浪費。
另基於 CNS 國家標準已積極與國際標準調和，相關驗證措施之法制作業亦已調
適，未來將結合國內外驗證資源，採認國外各驗證機構或檢驗機構所核發之報
告書，以利正字標記與國際相關驗證標記相互承認。
11、現行正字標記品目之消費性商品比例偏低。
建議：適當增列或劃分產品品目，擴大正字標記消費性商品範圍，若能配合
產業需求，擴大正字標記消費性商品品目範圍，除可加強保障消費者權益
外，亦可提高一般消費者對正字標記認知，可有效促進正字標記之推行。
另為利於國內驗證標記之相互承認及整合，可配合下列項目適當增列或劃分
產品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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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參考國內驗證制度(如合格標識、環保標章、節能標章等)之產品項目﹔
(2)強制性檢驗商品之關鍵零組件項目﹔
(3)配合公共工程需要之產品項目。
12、調適正字標記審查管理機制，增加驗證計畫種類及彈性。
建議：為有效運用驗證資源，基於風險管理原則，考量廠商規模大小、生產
型態、產品特性等因素，發展不同驗證計畫，調適正字標記品管及產品檢驗
之申請管理程序，例如自我聲明使用正字標記、不定期品管追查及產品檢驗
等，以增加驗證計畫種類及彈性，提高申請意願。同時應加強不定期市場抽
查、消費者或同業檢舉之後市場監督管理機制，以落實正字標記管理，保障
消費者權益。
13、上述多項建議牽涉到驗證制度的改變，因此，驗證機構制度也要相對應做
改變。
建議：
（1）採行第三者產品驗證機構制度：
對於經認可之第三者驗證機構，具備符合國家標準之產品相關檢測能
力，及符合 ISO/IEC Guide 65 產品驗證機構規定者，即可核發正字
標記證書，以運用民間驗證能量，擴大正字標記品目範圍。
（2）採行認可品管驗證機構及試驗室制度：
對於工廠生產製造之產品及其品管，採認經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
(TAF)認證或認可之國內外檢驗/驗證機構之驗證報告書，以擴增執行
正字標記驗證之能力及能量。
14、為持續正字標記驗證制度及相關法規朝向國際化調適，以促進正字標記業
務國際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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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1)改善正字標記之驗證制度，使與國際接軌，以提振其公信力。
(2)修正正字標記管理規則，簡化申請程序。
(3)檢討並擬定正字標記驗證制度與商品驗證登錄之整合範圍及要件，據此
簡化申請程序。
(4)訂定申請正字標記作業規範，明確規範驗證模式、作業程序及相關程序
之時效，開放國外廠商申請使用正字標記，於作業規範中，採國民待遇
及透明化原則。
(5)開放國外廠商申請正字標記，以利與外國驗證標記相互承認進而拓展國
際市場。
(6) 加強對國內外驗證機構認證並據以規劃公告增列正字標記品目提供廠
商申請正字標記以促進正字標記業務蓬勃發展。
15、早期台灣產品驗證制度僅有正字標記(CNS 國家標準)，實施的目的是為了
讓消費者經由辨識正字標記簡易地購得優良產品，權益因而獲得保障。而要
通過正字標記的驗證，廠商所生產製造的產品品質必需符合我國國家標準，
且其生產製造工廠採用之品質管理系統，亦符合標準檢驗局指定品管制度品
質保證制度，標準檢驗局每年還會不定期抽檢，以確保品質之穩定性。其中
不乏 50 年以上深民眾信賴的資深廠商，如南僑化工(水晶肥皂)、味丹企業
(味精)等。至於近日已謝幕的食品 GMP 標章，當時推行時雖較 CNS 國家標準
推動年份較晚，但產品認證數明顯較 CNS 國家標準來的多。也由於各項認正
如雨後春筍般不停推出，但卻缺乏有效管理，讓消費者失去信心。
建議：國內認證標誌整合
（1）政府應以消費者的立場考量，以正字標記為主軸，儘速將各種、各類
標章作有效整合，建立單一化、簡單明瞭的標章制度，讓民眾能輕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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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選擇合宜的優良產品，同時落實認證制度，確實為與民生相關產品
的品質把關，以恢復民眾對認證的信心。
（2）面對國際貿易商品認證的需求與國際化趨勢，我國應該積極整合各項
認證體系，並且將「中華民國實驗室認證體系」（CNLA）、「中華民
國認證委員會」（CNAB）及「台灣認證基金會」（TAF）併入，建立有
全國一致性的標準、檢測方法、驗證準則、認證體系及稽查管理機制，
並與國際檢測認證標準接軌，如此才能有制度的妥善規劃事權與分工。
16、我國自民國 40 年 07 月 20 日起實施正字標記產品驗證制度，促使國內生
產廠商藉正字標記之信譽，爭取顧客信賴以拓展海內外市場。消費者亦可經
由辨識正字標記購買合宜的優良產品，因此權益獲得保障。為因應加入世界
貿易組織(WTO)，基於平等互惠原則，標準檢驗局於 90 年 9 月 1 日開始實施
接受國外廠商申請正字標記，但事實上知道申請的廠商並不多。
建議：為增加我國「正字標記」在國外之知名度，有必要結合駐外單位利用
媒體加強廣告並給予台商更多的獎勵，如此不但可增加我國試驗設備之外銷
及外匯收入，並且創造更多之就業機會，提高臺灣在世界舞台之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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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我國自民國 40 年 07 月 20 日起實施「正字標記」產品驗證制度，至今已走過
68 個年頭，在我產品驗證史上可稱得上是一個老字號的驗證制度。後來，其他
主政機關陸續推出許多驗證制度，導致正字標記相對式微。如何讓老字號的「正
字標記」谷底翻身，重新擦亮招牌再出發。本文搜尋世界上其他國家深得消費
者認同的驗證制度，如德國 GS 認證、美國 UL 認證、日本 JIS 認證及法國 NF
認證，比較他國產品自願性認證的制度，做為我國正字標記驗證制度改進的依
循，總計提出第五章 16 項正字標記驗證制度推展策略建議。本章最後總結，提
供兩大發展主軸：
「對內-開大門，走大路」
，
「對外-打開心胸與國際接軌」
。
期待正字標記可大可久，歷久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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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CB 體系
一、概念
IECEE CB 體系是電工產品安全測試報告互認的第一個真正的國際體系。各
個國家的國家認證機構（NCB）之間形成多邊協議，製造商可以憑藉一個 NCB 頒
發的 CB 測試證書獲得 CB 體系的其他成員國的國家認證。
CB 體系基於國際 IEC 標準。如果一些成員國的國家標準還不能完全與 IEC
標準一致，也允許國家差異的存在，但應向其他成員公佈。CB 體系利用 CB 測
試證書來證實產品樣品已經成功地通過了適當的測試，並符合相關的 IEC 要求
和有關成員國的要求。
CB 體系的主要目標是促進國際貿易，其手段是通過推動國家標準與國際標
準的統一協調以及產品認證機構的合作，而使製造商更接近理想的「一次測試，
多處適用」的目標。

二、歷史
最初，CB 體系是由 CEE（前歐洲「電氣設備合格測試國家委員會」）發起
的，並於 1985 年併入 IEC。
英文縮寫代表意義：
1、IECEE 表示「國際電工委員會電工產品合格測試與認證組織」(The IEC
System for Conformity Testing and Certification of Electrical
Equipment)
2、CB 體系的正式名稱是「IECEE 電工產品測試證書互認體系」(Scheme of the
IECEE for Mutual Recognition of Test Certificates for Electrical
Equipment)
3、 CB 體系的縮寫名稱意思是「認證機構體系」(Certification Bodies'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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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CB 體系成員
國家認證機構(NCB)是向電工產品頒發國家範圍內認可的合格證書的認證
機構。要成為 CB 體系的成員，NCB 的內部品質系統和技術能力必須達到特定的
要求。一個 NCB 按其資格可以分為「認可 NCB」或者「發證/認可 NCB」。CB 組
織架構如附圖 1。

附圖 1 CB 組織架構

1、認可 NCB
一個 NCB 認可其他發證 NCB 頒發的 CB 測試證書和 CB 測試報告，並以此作
為在特定的產品領域和標準範圍內頒發其自己的國家證書和標誌的依據。認
可 NCB 不自動具有頒發 CB 測試證書的權力。
2、發證/認可 NCB
發證 NCB 除了行使認可 NCB 的職能外，有權在其登記的標準範圍內頒發 CB
測試證書。發證/認可 NCB 的認可範圍可以大於其發證範圍。發證和認可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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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都公佈在網站上相關的「範圍」區域內。

CB 實驗室（CBTL）是 CB 體系接受的實驗室，它在特定 NCB 的責任之下對
一個或多個產品類別進行測試並頒發 CB 測試報告。CB 實驗室可以在 CB 體系
中與不同的 NCB 聯合，但是當它與多個 NCB 合作時，對於某個確定的產品類別
的測試，只能與一個 NCB 合作進行。

四、CB 體系的範圍
CB 體系覆蓋的產品是 IECEE 系統所承認的 IEC 標準範圍內的產品。當三
個以上的成員國宣佈他們希望並支持某種標準加入 CB 體系時，新的 IEC 標準
將被 CB 體系採用。目前使用的 IEC 標準發佈在 CB 公報和 IECEE 網站上。
目前電磁相容性（EMC）沒有納入 CB 體系，除非所使用的 IEC 標準特別要
求。但是，CB 體系已經開始向其成員調查他們對與安全測試一起進行 EMC 測
量的意願。這一調和的結果將公佈在以此為主題的 CB 公報上。

五、申請 CB 證書
1、關於 CB 測試證書的申請，應注意以下幾點：
(1) CB 測試證書的申請可以由申請人提交給任一覆蓋該產品範圍的「發證/
認可 NCB」。
(2) 申請人既可以是製造商，也可以是得到授權代表製造商的實體。
(3) 申請可以包括一個或多個國家中生產產品的一個或多個工廠。
(4) 位於沒有 IECEE 成員機構的國家內的申請人/製造商/工廠需要為每份
CB 測試證書支付額外的費用(150 瑞士法郎)，以補償體系的運行成本。
這一費用由受理 CB 測試證書申請的 NCB 收取，並將打入 IECEE 的帳
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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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申請人可以要求 NCB 根據產品銷往國的國家差異測試產品。
2、製造商要獲得目標市場的產品認證，包含以下程式：
(1) 向目標國家的 NCB 提交的申請；
(2) CB 測試證書；
(3) CB 測試報告（可以包括國家差異）
；
(4) 當目標市場的 NCB 要求時，向其提供產品樣品。要求樣品的目的是為
了證實產品與最初發證 NCB 測試的產品是一致的，而且已經覆蓋了國
家差異。

六、CB 測試證書和 CB 測試報告
CB 測試證書是由授權的 NCB 頒發的正式的 CB 體系檔，其目的是告知其他
的 NCB：「已測試的產品樣品被認定符合現行要求」
。CB 測試證書不應該用於廣
告，但是允許將已有的 CB 證書作為參考資料。
CB 報告是一種標準化的報告，它以一種逐條清單的形式列舉相關 IEC 標
準的要求。報告提供要求的所有測試、測量、驗證、檢查和評價的結果，這些
結果應清楚且無歧義。報告還包含照片、電路圖表、圖片以及產品描述。
根據 CB 體系的規則，CB 測試報告只有在與 CB 測試證書一起提供時才有
效。如果一個 NCB 有必要的測試設備和技術能力，它就可以依據其他國家的國
家差異測試和評估產品。這些額外的測試作為附件附在 CB 測試報告後，通常
得到其他認可 NCB 的認可。

七、國家差異
國家差異是某個國家的標準與相應的國際標準之間的差別。所有加入 CB 體
系國家的國家差異都提交給 IECEE 秘書處，並發佈在 CB 公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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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CB 體系的組織結構
CB 體系由認證管理委員會（CMC）進行管理，並向國際電工委員會（IEC）
的合格評定委員會 (CAB) 彙報。CAB 批准 CMC 關於改變 CB 體系原則、官員任
命、財務和 IECEE 政策方面的建議。CMC 的職責是根據 CB 體系的原則來運行、
發展和改進 CB 體系，決定接受、拒絕和中止成員資格，決定 CB 體系新的產品
類別和標準。
CMC 的成員由來自成員國的代表組成，包括 NCB 代表、CMC 執行人員（主
席、副主席、秘書和司庫），測試實驗室委員會（CTL）主席和秘書，IEC 顧問
委員會（例如 ACOS）
、安全顧問委員會的代表，IEC 的秘書長。
測試實驗室委員會（CTL）由來自 NCB 和 CB 實驗室的代表組成。CTL 負責
處理測試程式，並解釋技術要求、測試條件、測試設備以及比對測試。它的主
要目標是增強技術可信度和一致性，這是在 CB 體系內互認試驗結果所需要的
規則和程式。
CB 體系的規則和程式發佈在以下 IEC 出版物上：「IECEE 01 (IECEE 的基
本規則和程式)」和「IECEE 02（CB 體系的規則和程式）
」
。
1、「IECEE 01」描述了 IECEE 的組織、成員資格、認證管理委員會（CMC）
、測
試實驗室委員會（CTL）
、申訴委員會、這些委員會及其官員的職能和責任，
以及 IECEE 的全面管理。
2、「IECEE 02」描述了 CB 體系的作用，承認 NCB 和 CB 實驗室的標準和擴大
其範圍的依據，頒發和處理 CB 測試證書的程式，以及使用製造商測試設施
的要求。

九、CB 公報
CB 公報提供了關於 CB 體系的基本資訊，也是 CB 體系使用者的主要工具。
IECEE 秘書處定期發佈 CB 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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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報包含以下資訊：
(1) CB 體系內使用的標準；
(2) 前一年頒發的 CB 測試證書的統計；
(3) 成員 NCB 的資訊，包括它們頒發/認可 CB 證書的產品類別和標準；
(4) 每一成員國家關於每一標準的國家差異；
(5) IEC 標準要求的測試設備供應商的名稱和地址。
以前在 CB 公報上發佈的一些資訊現在可以在 CB 體系的網站
（ www.iecee.org )上得到。

十、CB 體系給製造商帶來的利益
CB 體系可以給那些將產品出口到 CB 體系成員國的製造商帶來利益。
這些製造商可以：
1、 選擇一個合適的 NCB 進行合作；
2、 所有的產品測試都由同一個 NCB 做，包括目標市場國家差異的測試；
3、使用 NCB 頒發的 CB 測試報告和證書，並通過其他國家的成員 NCB 來得到
其他國家的國家認證。儘管認可 CB 證書的國家會要求製造商提交申請，也
可能要求提交樣品，但通常不需要額外的測試，或者只有少量測試，申請的
處理過程大部分是一些管理工作。所以這些基於 CB 測試證書和 CB 測試報
告的認證申請會比其他的認證申請得到優先處理，並減少申請週期和申請費
用。

十一、目前 CB 體系的成員國（共四十三個）
阿根廷、奧地利、澳大利亞、白俄羅斯、比利時、巴西、加拿大、中國、
捷克、德國、丹麥、西班牙、芬蘭、法國、英國、希臘、匈牙利、印度、愛爾
蘭、以色列、義大利、日本、韓國、墨西哥、荷蘭、新西蘭、挪威、波蘭、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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萄牙、俄羅斯、羅馬尼亞、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南非、土耳其、
烏克蘭、美國、南斯拉夫、瑞士、馬來西亞、瑞典、泰國。

十二、CB Scheme 涵蓋產品及其標準
附表 1 CB Scheme 涵蓋產品及其標準
產品
Batteries

分類
BATT

IEC 標準
60086, 60099, 60254, 61809, 61982,
62133

Cables and Cords

CABL 60227, 60245, 60799

Capacitors as components

CAP

Switches for appliances and

CONT 60691, 60730, 60934, 61058, 61095,

automatic controls for electrical

60252, 60384, 60939, 61048

61508

household appliances
Household and similar

HOUS 60335, 60342, 60704, 60967, 61121

equipment
Installation accessories and

INST

connection devices

60309, 60320, 60423, 60439, 60614,
60669, 60670,60684, 60807, 60884,
60974, 60998, 61011, 61076,61084,
61210, 61238, 61242, 61984

Lighting

LITE

60155, 60238, 60400, 60570, 60598,
60838, 60901,60920, 60921, 60922,
60924, 60926, 60928, 60968,60969,
61046, 61050, 61184, 61195, 61199,
61347

Measuring instruments

MEAS 60414, 61010, 61557

Electrical equipment for

MED

60601, 60976, 61676

medical use
193

Miscellaneous

MISC

60825, 60747, 60900, 60938

IT and office equipment

OFF

60950, 62040

Low voltage, high power

POW

(60158), 60947, 62026, 62271

switching equipment
Installation protective

PROT 60127, (60257), 60269, 60282, 60529,

equipment

60755, 60898, 61008, 61009, 61643

Safety transformers and similar SAFE

60044, 60742, 61558

equipment
Portable tools

TOOL 60745, 61029, 61939

Electronics, entertainment

TRON 60065, 60491, 6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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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ISO9000
ISO 通過它的 2856 個技術機構開展技術活動。其中技術委員會（簡稱 TC）
共 185 個，分技術委員會（簡稱 SC）共 611 個，工作組（WG）2022 個，特別
工作組 38 個。
ISO 的 2856 個技術機構技術活動的成果（產品）是「國際標準」。ISO 現
已制定出國際標準共 10300 多個，主要涉及各行各業各種產品（包括服務產品、
知識產品等）的技術規範。
ISO 制定出來的國際標準除了有規範的名稱之外，還有編號，編號的格式
是：【ISO+標準號+[杠+分標準號]+冒號+發佈年號（方括號中的內容可有可
無）
】
，例如：ISO8402：1987、ISO9000-1：1994 等，分別是某一個標準的編號。
「ISO9000」不是指一個標準，而是一個族標準的統稱。根據 ISO9000-1：
1994 的定義：「
『ISO9000 族』是由 ISO/TC176 制定的所有國際標準。」
TC176 即 ISO 中第 176 個技術委員會，它成立於 1980 年，全稱是「品質
保證技術委員會」
，1987 年又更名為「品質管理和品質保證技術委員會」
。TC176
專門負責制定品質管理和品質保證技術的標準。
ISO9000 族經過了如下發展：
第一版（即 1987 版）的 ISO9000 族標準只有 6 個，當時稱為「ISO9000 系列
標準」
。從 1990 年開始，TC176 又陸續發佈了一些品質管制和品質保證標準，
且於 1994 年對上述 ISO9000 系列標準進行了第一次修訂，至此，ISO9000 族
標準共有 16 個（略）
。1994 年之後，ISO9000 族標準的隊伍不斷擴大，至 2000
年改版之前，共有如下 22 個標準和 2 個技術報告（TR）
，通常稱為「ISO9000 族
第二版標準」
：
ISO8402：1994 《品質管制和品質保證術語》
ISO9000-1：1994《品質管制和品質保證標準第一部分 選擇和使用指南》
ISO9000-2：1993《品質管制和品質保證標準第二部分 ISO9001/2/3 實施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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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
ISO9000-3：1993《品質管制和品質保證標準第三部分 ISO9001 在軟體發展、
供應和維護中的使用指南》
ISO9000-4：1993《品質管制和品質保證標準第四部分可信性大綱管理指南》
ISO9001：1994 《品質體系 設計、開發、生產、安裝和服務的品質保證模式》
ISO9002：1994 《品質體系 生產、安裝和服務的品質保證模式》
ISO9003：1994 《品質體系 最終核對總和試驗的品質保證模式》
ISO9004-1：1994 《品質管制和品質體系要素第一部分指南》
ISO9004-2：1991 《品質管制和品質體系要素第二部分服務指南》
ISO9004-3：1993 《品質管制和品質體系要素第三部分流程性材料指南》
ISO9004-4：1993 《品質管制和品質體系要素第四部分品質改進指南》
ISO10005：1995 《品質管制 品質計畫指南》
ISO10006：1997 《品質管制 專案管理品質指南》
ISO10007：1995 《品質管制 技術狀態管理指南》
ISO10011-1：1990《品質體系審核指南 審核》
ISO10011-2：1991《品質體系審核指南 品質體系審核員的評定準則》
ISO10011-3：1991《品質體系審核指南 審核工作管理》
ISO10012-1：1992 《測量設備的品質保證要求第一部分測量設備的計量確認體
系》
ISO10012-2：1997 《測量設備的品質保證要求 第二部分測量程序控制指南》
ISO10013：1995 《品質手冊編制指南》
ISO/TR10014：1998《品質經濟性管理指南》
ISO10015：1999 《品質管制 培訓指南》
ISO/TR10017：1999《統計技術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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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對 ISO9000 族標準的修訂結果如下：
1、規定如下四個核心標準：
ISO9000《品質管制體系 基礎和術語》
；
ISO9001《品質管制體系 要求》；
ISO9004《品質管制體系 業績改進指南》；
ISO19011《品質和環境管理體系審核指南》
。
2、核心標準 其他標準 技術報告小冊子
* ISO9000 ISO10012 ISO10005 《品質管制原則及其應用指南》
* ISO9001 ISO10006 《選擇和使用指南》
* ISO9004 ISO10007 《小型企業實施指南》
* ISO19011 ISO10013 ISO10014 ISO10015 ISO10017

ISO9000 認證的作用
ISO9000 族標準是 ISO/TC176 技術委員會制定的所有國際標準，是 ISO(國
際標準化組織)頒佈的第一個管理性系列標準「品質管制標準」
，是在總結世界
各國，特別是工業發達國家品質管制經驗的基礎上產生的。
ISO9000 族的核心是以「顧客」為關注焦點，持續滿足顧客的需求。取得品
質體系認證證書可使組織：

1、提高品質管理水準
獲得品質認證必須具備一個基本條件，即必須按照 ISO9000 標準建立品質
體系。建立品質體系是組織實現品質好、成本低之目標的必由之路，可使組
織具有減少、消除、特別是預防品質缺陷的機制，使組織的品質管制工作規
範化、標準化。在申請認證過程中，認證諮詢機構將通過各種方式指導其建
立新的品質體系，達到 ISO9000 系列標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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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高組織聲譽增強組織競爭力
獲得品質認證證書可以給組織帶來良好的聲譽，能得到行業管理部門的認
同，並取得顧客的信任，還可獲得投標的權利。
3、擴大銷售並獲得更大利潤
取得 ISO9000 品質認證標誌是產品品質信得過的證明。帶有認證標誌的產
品在市場上具有明顯的競爭力，受到更多顧客的信任。經驗證明，在市場經
濟條件下，取得 ISO9000 品質體系認證是組織在競爭中取勝、提高利潤的
有利手段。
4、有利於開拓國際市場
實行品質認證制度是當今世界各國特別是工業發達國家的普遍做法。許多從
事國際貿易的採購商願意或者指定購買經過認證的產品。有些採購商在訂貨
時要求生產廠家提供按 ISO9000 標準通過品質體系認證的證明。總之，組
織取得品質認證，是使產品進入國際市場和擴大出口的需要。
5、免於其他機關的監督檢查
組織通過品質管制體系認證，表明其品質管制體系健全而且持續運行符合
ISO9000 族標準，因此在接受國家或行業規定的檢查時，可以免除對品質體
系的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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