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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內   容   提   要 

（一） 研究緣起與目的： 

目前本局朝向報驗申辦案件全面電子化，但因有部分報驗商品須貼附本

局印製小黃標籤，還是須赴報驗受理單位購買標籤，故此亦為一個推動不易

的原因，而且總局預訂自 110年起全面推行商品檢驗標識由業者自行印製，

本局所印製的小黃標籤將走入歷史，如此可節省業者購買小黃標籤之費用和

粘貼合標籤所花費的人力及時間，故本局朝向由業者於中文標識上一併將合

格標識印製，如此可省時、省錢又省力。 

（二） 研究方法與過程： 

本研究配合總局第二組及第三組公告之自印標識品目之時程，並參考本

分局業者的配合度，分析探討自印標識成效。透過魚骨圖分析法，並輔以問

卷及電話訪問方式探究問題核心，將「推動商品檢驗標識全面由業者自印」

符合時代朝流，以期朝向本局、業者及消費者三贏的局面。  

（三） 研究發現與建議： 

原規劃於 109年底能完成商品檢驗標識全面由業者自印，但因發生新冠

肺炎疫情的因素，截至 109年 12月 31止僅公告「汽車用輕合金盤型輪圈」

等 3 項公告，為避免對業者衝擊過大，逐批檢驗的政策走向為自印標識(M

字軌)及本局印製(C字軌)兩制併行。於調查中，業者普遍對於本政策接受度

高，但仍有對已貼附自印標識的產品是否已完成報驗檢驗合格之公信力存

疑，因此站在管理層面探討標識自印可能衍生甚麼問題?如業者未誠實報驗

等及市場監督角度探討商品標示應如何規範，才可確認報驗案件與檢驗合格

標識的連結性，讓於市場銷售的商品皆為檢驗合格之商品。 

說明：報告提要以 1,500 字為限，且應包括下列 3 部分： 

   （一）研究緣起與目的（二）研究方法與過程（三）研究發現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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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局所核發或准予業者自印之商品檢驗驗標識，係依據商品檢驗標識使

用辦法之規定，商品檢驗標識由圖式及識別號碼組成；其識別號碼，應

緊鄰基本圖式之右方或下方。商品檢驗標識之圖式為 ，圖式之名稱

為商品安全標章。 

商品檢驗標識之識別號碼依不同之檢驗方式，由字軌、流水號或指定代

碼組成如下： 

  一、逐批檢驗及監視查驗，除下列規定外，須貼附本局印製之字軌「Ｃ」

及流水號： 

    （一）經本局於公告指定由報驗義務人自行印製之型式認可商品，為字

軌「Ｔ」及指定代碼。   

    （二）經本局核准由報驗義務人自行印製之管理系統監視查驗認可登錄

廠場生產之商品，為字軌「Ｑ」及指定代碼。   

    （三）其他經報驗義務人申請本局核准或本局公告由報驗義務人自行印

製者，為字軌「Ｍ」及指定代碼。 

  二、驗證登錄：為字軌「Ｒ」及指定代碼。但經本局指定公告之商品，為

字軌「Ｒ」、流水號及指定代碼。 

  三、符合性聲明：為字軌「Ｄ」及指定代碼。 

字軌為「Ｔ」、「Ｑ」、「Ｍ」、「Ｒ」及字軌之指定代碼，由本局核准或

發給證書時指定；字軌「Ｄ」之指定代碼，應向本局申請。 

因此商品檢驗標識可改分兩大類，第一大類為由本局所印製的商品檢

驗標識，俗稱小黃標籤，由字軌「Ｃ」及流水號組成，完整號碼不重

複，第二大類為授權由業者依法自印的商品檢驗標識。 

 

貳、研究緣起與目的 

  一、緣起 

本局自 88年 7月 28日公告「商品驗證登錄辦法」以商品檢驗標識之

圖式為 圖式加字軌「Ｒ」再加報驗義務人指定代碼取代本局實施

數十年的檢驗合格標識(俗稱小黃標籤)，此政策揭開本局開放由業者

自印標識的一頁。因時代的演進及考量本局及業者均須付出龐大的人

力、財力及時間，於是型式認可逐批檢驗字軌「Ｔ」、玩具類商品的

監視查驗登記自印標識字軌「Ｍ」及低風險商品公告符合性聲明字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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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陸續公告實施由業者自印標識。因自印標識已日漸成熟且符

合時代潮流，總局於 108年 5 月 16日由謝主秘主持之「報驗流程電

子化」工作圈第 3次會議決議：「本局第二組及第三組規劃應施檢驗

商品分階段逐步改為自印標識，並預定 109年底前數改為自印標，讓

小黃標籤走入歷史。 

 

  二、目的 

目前本局朝向報驗申辦案件全面電子化，須貼附本局印製小黃標籤是

一個推動不易的問題，故本研究目的及重點工作在於： 

    （一）節省業者貼附合格標識的時間及人力 

業者於中文標識上一併將合格標識印製，不會因報驗而須再增加

成本及大量人力去貼另一張合格標識，則可省錢、省時又省力。 

    （二）節省本局管理合格標識的人力及財力 

總局每年須編列預算印製合格標識，再撥發至第六組及各分局分

發使用；各單位依業者於逐批報驗時以現購或預購方式核發於業

者使用，本局須每年花費的人力管理合格標識及預算印製標識。 

    （三）實施自印標識後對本局後市場管理及消費者的衝擊 

本局實施多年之「C字軌」的檢驗合格標識己深值人心，而現在

由業者自行印製(R、T、D、Q、M等字軌)全面取代，須重新教育

消費者，該字軌皆屬本局檢驗合格之商品，可以安心購買，放心

使用。本局實施商品檢驗的本義是希望本局列管之商品到消費者

手上皆為檢驗合格，如何確認已貼附本局印製或核准業者自印之

商品檢驗標識於市面上消售之商品皆已檢驗合格，顯示本局後市

場管之重要性。 

參、研究方法與過程    

 

本研究原配合總局第二組及第三組公告之自印標識品目之時程，並參考

本分局業者的配合度，分析探討自印標識成效。研究方法： 

  一、自印標識的主要種類 
    （一）驗證登錄字軌「Ｒ」： 

本局自 88年 7月 28日公告「商品驗證登錄辦法」並陸續公告實

施之商品，此政策揭開本局開放由業者自印標識的一頁。原推出

驗證登錄的檢驗方式，是希望業者全面配合本政策，讓所有商品

檢驗標識都歸為同一種表示方式，消費者也不須傷腦筋去瞭解商

品檢驗標識有多少種，何為本局公告之檢驗標識；但因商品種類

繁多，各類商品的產品性質不同，產品生命週期短的，少量多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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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都不適合導入驗證登錄的檢驗模式，於是最後仍然不得不讓小

黃標籤一直沿用自今。 

    （二）符合性聲明字軌「Ｄ」： 

後續因商品日新月異，如有線滑鼠、鍵盤、電子計算機及低風險

之玩具等商品，本局權責認定和人民生活息息相關，因其風險性

較低，於是符合性聲明的檢驗方式就此產生，業者可以自印的商

品檢驗標識種類更多了，而符合性聲明的檢驗方式也和歐美國家

大多數產品的檢驗方式相同，符合國際潮流，也降低了國際貿易

的非技術性貿易障礙。 

    （三）申請商品自印標識字軌「Ｍ」： 

本局自 77 年陸續公告玩具類產品為應施進口及內銷檢驗品目，

而商品本體上須逐個貼附本局印製之「Ｃ」種標識。雖自 89 年

4月 1日起公告驗證登錄制度，但因玩具類商品日新月異，種類

繁多，大小不一，致成效不張，業者仍大多採逐批報驗貼商品檢

驗標識對業者來說不但人力上、時間上及金錢上皆一大負擔。鑑

於此，本局重新檢玩具商品檢驗標識的替代方案，於 91 年 1 月

19日修訂的「商品檢驗標識使用辦法」，自印標識字軌「Ｍ」孕

育而生，率先使用於玩具類商品。 

本局為兼顧業者時間與成本以及保護本國兒童，提供安全優質的

玩具，並希望能讓消費者對是否已完成檢驗之玩具商品一目了然，

能安心、放心的選購，以達到本局、業者及消費者三贏的目標。

實施之初訂定須一年內取得 3 批合格後(目前已修法將 1 年內刪

除)，始得申請 M 字軌自印標識，大大減化商品報驗流程，也省

去業者以往買了合格標識後還要雇工貼合格標識的工作，業者只

要將 M 字軌自印標識與中文標識整合一起印在最小包裝袋上即

可，作業程序規定須於本體上顯示完整自印標識的圖示(商品安

全標章 +識別代碼 MXXXXX+批號)，批號的表示也從無任何規定

到以製造西洋年(例 2020取後面 2碼)、製造月(例 12月)及 3碼

的流水號組成(例 2012001)；實施至今有許多化工類新公告列檢

的產品直接就公告由業者自印 M字軌，例如紡織品、兒童高腳椅

等，但因批號可重複使用，僥倖的業者可利用者這個漏洞，一年

只報驗一批，造成檢驗局後市場監督的負擔，這應該是後續推動

自印標要留意如何去改善的部分。 

    （四）型式認可逐批檢驗字軌「Ｔ」 

公告逐批檢驗之產品，可能因體積小、數量多及電器類產品，為

節省業者逐個商品貼附標識，於取得型式認可證書時，直接核准

該證書所有型號皆可標示商品安全標章 +識別代碼 T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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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透過魚骨圖(圖一)四大項著手分析來找出「自印標識」無法全面實施

的原因。 

    （一）申請人：找出 7個要因，其中以觀念保守或老舊、須再修改中文

標示、報驗數量少種類太多及偶而發申請案件，其大都是申請人

觀念根深蒂固不想改變，及商品日新月異新開發之商品。 

    （二）消費者：可找出 5個要因，其中以無法確認是否已檢驗合格、標

識種類太多太複雜及原標識圖像已根深蒂固，由此要因可發現，

本局的檢驗宣導已深入人心。 

    （三）標檢局：可找出 5個要因，其中以須修法公告強制要求、後市場

管理工作加重、同仁須再教育訓練及本局資訊系統須更新，在此

問題中，大都集中在法規的修訂及執行，而後市場的管理一直是

實施自印標識上的大問題。 

    （四）其他：可找出 5個要因，其中以義務監視員須再教育訓練、影響

印製 C字軌標識廠商生意及委製廠商及經銷商要求，其中以會影

響原印製 C字軌標識廠商生意為主要原因。 

  三、本分局第二課實際赴廠對本轄區機械業者執行「臺南分局專人全程主

動關心服務」，以面對面方式填寫問卷，宣導本局全面實施自印標識

的原因、時程及方法，由訪問中得知，廠商對本局將實施新制度大都

樂觀其成，但仍有少部分業者表示，因報驗數量少，貼小黃標籤省錢

及省力、小黃標籤可事先預購再送到國外製造粘貼及修改碼機不易等

意見，而持反對。 

  四、本課以電話訪問或業者赴廠洽公時，瞭解業者對此新制度執行的態度

及接受程度，大部分業者對此政策欣然接受，但少數仍有疑義，認為

有偽造識別號碼的疑慮，仍希望能維持小黃標籤。 

五、研究的過程 

本局公告修正檢驗方式有一定程序，但 109年因疫情的因素，致原預

定自 110年 1月 1日起全面實施自印標識的政策無法如期實施，截至

目前僅公告： 

(一)機械類產品已公告自印的部分為汽車用輕合金盤型輪圈 (如附件

一) 

(二)電視遊戲機公告 110年 7月 1日起實施自印。(如附件二) 

(三)勞工熔接濾光之眼睛防護具 110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自印。(如附件

三) 

肆、研究發現與建議   

 

原規劃於 109年底能完成商品檢驗標識全面由業者自印，但因疫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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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加上本局公告變更檢驗方式須經說明會，致截至 109年 11月 30

止僅有「汽車用輕合金盤型輪圈」等 3項公告，只佔本局公告應施檢

驗品目中一小部分，且仍朝雙軌(C字軌及 M字軌或 T字軌)公告，小黃

標識仍無法走入歷史。 

研究的過程中、發現在本局大量報驗商品並貼附本局小黃標籤的檢驗

品目，約略可區分下列商品： 

  一、個人安全防護器具： 
騎乘機車用防護頭盔、機車用護目鏡、安全鞋、自行車用防護頭盔、

自行車用護目鏡、產業用防護頭盔等：上述產品因本分局為該產品

之專業實驗室，致生產廠場大都集中在本轄區，雖其檢驗方式為驗

證登錄或逐批檢驗，且驗證登錄已由業者自印，但因生產廠場須通

過品管認證資格，故約一半業者仍採逐批檢驗方式，貼附本局印製

檢驗合格標識，因該類商品攸關消費者的生命安全，未來若公告為

業者自印標識應該要考慮產品上要同時標示生產日期或者生產批號，

以避免業者有投機取巧的機會。 

  二、機械類產品： 

    （一）原規劃為型式認可逐批檢驗，如瓦斯爐、登山爐等，目前雖已取

得型式認可證書，但仍須貼小黃標籤，可規劃型式認可字軌「Ｔ」

再加標示製造日期或生產批號，以利後續產品追朔。 

    （二）機械類產品公告為逐批檢驗的產品：如鉤環、鋼索等，這類產品

原本小黃標籤就不容易黏貼，未來若規劃讓業者自印，最好召開

說明會聽聽業者的意見。 

  三、化工類產品： 
許多新公告列檢的產品直接就公告由業者自印M字軌，例如紡織品、

兒童高腳椅等，但須再明確公告加標示製造日期或生產批號，以利

後續產品追朔。 

本局會力實施商品檢驗標識自印的政策之優缺點如下： 

優點： 

  一、簡化報驗流程，業者不須臨櫃購買商品檢驗標識，配合線上申辦，業

者完全不需出門就可完成所有申辦動作。 

  二、簡化標識種類，小黃標籤被業者自印標識取代，民眾要辨認檢驗標識

就更容易了。 

  三、本局印製小黃標籤，每 1 千萬張的預算約 35 萬元，如以 1 年全局須

使用 5千萬張標識，則可節省國庫 175萬元。 

  四、節省本局管理標識及業者須另行貼附標識的人力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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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點： 

  一、標識容易被不肖業者未經報驗，而以同一製造批號或製造日期不斷出

廠銷售，而本局又無法舉證該商品未經報驗檢驗合格，致守法業者吃

虧，不法業者獲利。 

  二、以製造日期或製造批號作為是否已完成報驗的管制點，將使本局後市

場管理業務及責任加重，須再花費更多的人力及時間來完成。 

  三、有些廠商擔心下游廠商仿造其識別代碼，貼在未經報驗檢驗合格之商

品上，責任該由誰負担。 

  四、本局販售之檢驗合格標識每張 0.2元，如為 1千萬張標識可收入 200

萬元，如以 1年全局須使用 5千萬張標識，則減少國庫 1千萬元。 

在研究的過程中，綜合業者心聲、歷年自印標識發現的問題及本

分局和本課同仁對自印標識的認知，提出以下的建議： 
  一、公告自印前先召開業者說明會，廣納業者意見，尤其是產品體積很小

的產品，如鉤環等。為讓產品有追朔性，應要求產品上要標示製造日

期或批號(符合性聲明產品除外)。 

  二、為避免對業者衝擊過大，逐批檢驗的政策走向為自印標識(M 字軌)及

本局印製(C 字軌)2 制併行。於調查中，業者普遍對於本政策接受度

高，但仍有對已貼附自印標識的產品是否已完成報驗檢驗合格之公信

力存疑，因此站在管理層面探討標識自印可能衍生甚麼問題?(如業者

未誠實報驗等)及市場監督角度探討商品標示應如何規範，才可確認

報驗案件與檢驗合格標識的連結性，讓進入市場銷售的商品皆為檢驗

合格之商品。 

  三、於各個媒體(如電視、廣播、社群媒體等)加強對消費者宣導商品安全

標章及標識的新規定。 

四、為確保已貼附商品安全標章之本局公告之檢驗商品，到消費者手上皆

經檢驗合格，可和各縣市稅捐稽徵處密切連繫，可以能知業者出廠銷

售量。 

 

伍、結論 
本局全力推動全面線上申請，但因業者仍須赴本局領用小黃標籤，並

須逐件貼附商品檢驗標識於商品上，因此須花費相當的人力、財力及

時間，故全面實施符合時代潮流的「自行印製商品檢驗標識」的方式

一定能提升線上申請比例。鑑於「推動商品檢驗標識全面由業者自印」

是符合時代朝流，本局原規劃自 110年起全面推行該政策，但因疫情

的原因，致政策無法如期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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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印標識是符合雖有其缺點及問題，但如果我們針對問題一一去克服，

則讓小黃標籤漸漸走入歷史是可期待的。好的制度是須要大家全力的

配合，才能將其制度之原意發揮最大效益，並期朝向本局、業者及消

費者三贏的局面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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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魚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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