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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技術文件電子化系統線上申辦作業 

目的 

 

 為推廣線上申辦作業，標檢局提供技術文件上傳(驗證登 

    錄及型式認可)、虛擬帳號繳費(驗證登錄及型式認可 )及 

    列印電子證書(RPC驗證登錄)相關服務。 

 說明案件類別藉由線上作業，提高作業時效，並可由虛擬 

    帳號進行繳費(審查費及年費)，提供民眾可就近至超商、 

    郵局或台灣銀行完成繳費，並於106/03/01增加線上列 

    印電子證書(RPC驗證登錄)功能 ，減少民眾至本局往返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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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技術文件電子化系統線上申辦作業 

簡報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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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帳號申請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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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資料與技術文件上傳 

 線上申辦案件類別說明   虛擬帳號繳費與電子收據 

  環境說明及瀏覽器設定 二 

  電子證書(RPC驗證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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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技術文件電子化系統線上申辦作業 

一、系統概述-案件申請 

線上申辦案件分為驗證登錄及型式認可線上申辦服務，係提供申請人 

(或代理人)，經由網路提出案件申請，並上傳相關文件電子檔。 

目前提供線上申辦之作業項目，包括 

 案件新申請(含系列)作業 

 案件變更申請作業 

 案件核備申請作業 

 證書延展申請作業 

 以他人名義銷售申請作業(RPC) 

 進口通關授權申請作業(RPC) 

     另提供申辦進度查詢及線上補件等功能，可即時查詢申辦 

     案件目前辦理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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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技術文件電子化系統線上申辦作業 

一、系統概述-虛擬帳號 

驗證登錄及型式認可提供申請人(或代理人)，可經由超商、郵局或台灣銀行 

進行審查費及年費的繳款。 

目前提供虛擬帳號繳費之作業項目，包括 

 案件新申請(含系列)作業 

 案件變更申請作業 

 證書延展申請作業 

 驗證登錄年費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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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技術文件電子化系統線上申辦作業 

一、系統概述-電子收據 

驗證登錄及型式認可提供申請人(或代理人)於外網申請時，可選擇是否要 

列印電子收據，若選擇要列印電子收據，完成繳費及核銷後系統產生電子 

收據，申請人及代理人都可列印，且不需特別安裝特定程式。 

目前提供電子收據之作業項目，包括 

 

 案件新申請(含系列)作業 

 案件變更申請作業 

 證書延展申請作業 

 驗證登錄年費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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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技術文件電子化系統線上申辦作業 

一、系統概述-電子證書 

驗證登錄提供申請人(或代理人)於外網申請時，可選擇是否要列印電子證 

書，若選擇要列印電子證書，繳完成年費及核銷後，使得於線上進行列印 

證書，但只有申請此案件的人才可以列印。 

申請使用電子證書的案件，不得至受理櫃檯要求領取紙本證書，如果發證後 

超過一個月未列印電子證書者，使得至受理櫃檯要求領取電子證書(不可 

領取紙本證書)。 

目前提供電子證書之作業項目，包括 

 

 

 

 

 案件新申請(含系列)作業 

 案件變更申請作業 

 案件核備申請作業 

 證書延展申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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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技術文件電子化系統線上申辦作業 

一、系統概述-流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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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技術文件電子化系統線上申辦作業 

二、環境說明及瀏覽器設定 
 

 

  作業系統：建議Windows 7 以上版本 

  記憶體：512 MB  以上 

  網路連線： 2M/256K 以上 

  瀏覽器版本：IE  6.0 以上版本 

                            Firefox 3.5以上版本(使用工商憑證需安裝IE套件) 

  網路設定：可透過FTP(21 port)、HTTP(80與8080 port) 

                          連線至網址(https://rpconline.bsmi.gov.tw/app)  

機器環境設定 

安裝Microsoft .NET Framework程式 

技術文件檔案上傳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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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技術文件電子化系統線上申辦作業 

二、環境說明及瀏覽器設定 

機器環境設定、Microsoft .NET Framework及技術文件檔案上傳程 
   式公告於網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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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技術文件電子化系統線上申辦作業 

二、環境說明及瀏覽器設定 

本系統須使用Internet Explorer瀏覽器，並加入相關設定。 
首先須加入信任網站及相關設定，選擇工具網際網路選項，會跳
出網際網路選項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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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技術文件電子化系統線上申辦作業 

二、環境說明及瀏覽器設定 

於視窗內選擇安全性頁籤，點選信任的網站圖示，按下網站(S)按鈕， 
   會跳出信任網站視窗。 



13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技術文件電子化系統線上申辦作業 

二、環境說明及瀏覽器設定 

於信任網站視窗的【將這個網站新增到區域(D)】欄位處鍵入本系統網
站網址(如: https://rpconline.bsmi.gov.tw)，點擊新增(A)，並確認所打
的網站網址已新增至「網站(W)」後，再按下關閉按鈕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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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技術文件電子化系統線上申辦作業 

二、環境說明及瀏覽器設定 

於視窗內選擇安全性頁籤，點選信任的網站圖示，按下自訂等級(C)按
鈕，會跳出安全性設定-信任的網站視窗，並往下填選相關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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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技術文件電子化系統線上申辦作業 

二、環境說明及瀏覽器設定 

安全性設定-信任的網站區域填選相關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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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技術文件電子化系統線上申辦作業 

二、環境說明及瀏覽器設定 

安全性設定-信任的網站區域填選相關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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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技術文件電子化系統線上申辦作業 

二、環境說明及瀏覽器設定 

安全性設定-信任的網站區域填選相關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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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技術文件電子化系統線上申辦作業 

二、環境說明及瀏覽器設定 

安全性設定-信任的網站區域填選相關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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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技術文件電子化系統線上申辦作業 

二、環境說明及瀏覽器設定 

注意事項：瀏灠器若為Internet Explorer 8以上，請多設定下列之選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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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技術文件電子化系統線上申辦作業 

二、環境說明及瀏覽器設定 

注意事項：瀏灠器若為Internet Explorer 8以上，請多設定下列之選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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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技術文件電子化系統線上申辦作業 

二、環境說明及瀏覽器設定 

注意事項：瀏灠器若為Internet Explorer 8以上，請多設定下列之選
項。 



22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技術文件電子化系統線上申辦作業 

二、環境說明及瀏覽器設定 

最後須設定相容性設定，選擇工具相容性檢視設定(B)選項，會跳出 
   相容性檢視設定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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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技術文件電子化系統線上申辦作業 

二、環境說明及瀏覽器設定 

請於視窗內勾選在「相容性檢視下顯示所有網站」，再按下關閉按鈕 
   即完成設定，如無此選擇則將本網址新增至[相容性檢視]的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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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技術文件電子化系統線上申辦作業 

二、環境說明及瀏覽器設定 

打開瀏覽器，在網址列輸入http:// rpconline.bsmi.gov.tw:8080/，會   
   出現以上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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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技術文件電子化系統線上申辦作業 

二、環境說明及瀏覽器設定 

網址列輸入https://rpconline.bsmi.gov.tw/app，會出現以上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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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技術文件電子化系統線上申辦作業 

二、環境說明及瀏覽器設定 

開始->執行，輸入『telnet 210.69.140.19 21』會出現以上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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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技術文件電子化系統線上申辦作業 

三、帳號申請與管理 

提供技術文件線上申辦服
務帳號申請 

提供技術文件線上申辦服
務忘記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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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技術文件電子化系統線上申辦作業 

三、帳號申請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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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技術文件電子化系統線上申辦作業 

三、帳號申請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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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技術文件電子化系統線上申辦作業 

三、帳號申請與管理 

忘記密碼畫面 

提供技術文件線上申辦服
務忘記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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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技術文件電子化系統線上申辦作業 

三、帳號申請與管理 

提供業者建立子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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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技術文件電子化系統線上申辦作業 

四、線上申請作業 

驗證登錄案件申請作業 

查詢作業可同時查詢型式
認可及驗證登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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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技術文件電子化系統線上申辦作業 

四、線上申請作業- 商品驗證新申請(含系列及重新申請)作業 

系列申請及重新申請時，原證書必須是在有效期限內的認可證書。 

申請案件時，可以選擇是否使用電子證書(僅RPC驗證登錄)。 

申請案件時，可以選擇是否使用電子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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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技術文件電子化系統線上申辦作業 

四、線上申請作業-自願性商品驗證新申請(含系列)作業 

系列申請及重新申請時，原證書必須是在有效期限內的認可證書。 

申請案件時，可以選擇是否使用電子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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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技術文件電子化系統線上申辦作業 

四、線上申請作業- 案件變更申請作業 

申請案件時，可以選擇是否使用電子證書(僅RPC驗證登錄)。 

申請案件時，可以選擇是否使用電子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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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技術文件電子化系統線上申辦作業 

四、線上申請作業-案件核備申請作業 

申請案件時，可以選擇是否使用電子證書(僅RPC驗證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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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技術文件電子化系統線上申辦作業 

四、線上申請作業-以他人名義銷售申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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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技術文件電子化系統線上申辦作業 

四、線上申請作業-證書延展申請作業 

 

延展申請時，原證書必須是在有效期限內，且證書前三個月內到期。 

申請案件時，可以選擇是否使用電子證書(僅RPC驗證登錄)。 

申請案件時，可以選擇是否使用電子收據。 

該證書之商品號列為有效的(如被廢止則要先申請商品號列變更)。  



39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技術文件電子化系統線上申辦作業 

四、線上申請作業-進口通關授權申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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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技術文件電子化系統線上申辦作業 

四、線上申請作業- 型式認可案件 

型式認可案件申請作業 

查詢作業可同時查詢型式
認可及驗證登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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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技術文件電子化系統線上申辦作業 

四、線上申請作業- 型式認可案件新申請(含系列)作業 

系列申請時，原證書必須是在有效期限內的認可證書。 

申請案件時，可以選擇是否使用電子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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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技術文件電子化系統線上申辦作業 

四、線上申請作業- 案件變更申請作業 

申請案件時，可以選擇是否使用電子收據。 



43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技術文件電子化系統線上申辦作業 

四、線上申請作業-案件核備申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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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技術文件電子化系統線上申辦作業 

四、線上申請作業-證書延展申請作業 

 

延展申請時，原證書必須是在有效期限內，且證書前三個月內到期。 

申請案件時，可以選擇是否使用電子收據。 

該證書之商品號列為有效的(如被廢止則要先申請商品號列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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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技術文件電子化系統線上申辦作業 

四、線上申請作業-線上補件作業 

 

線上申請案件，才能使用線上補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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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技術文件電子化系統線上申辦作業 

四、線上申請作業-辦理進度查詢 

可同時查詢所有類型的案件 
只顯示尚未結案的案件，點選案件狀態可以開啟案件資料畫面。 
案件尚未被受理前，可以修改內容或上傳其他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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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技術文件電子化系統線上申辦作業 

四、線上申請作業-結案案件查詢 

可同時查詢所有類型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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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技術文件電子化系統線上申辦作業 

五、技術文件檔案結構 

MM_NN_文件名稱.pdf 

MM表示目錄代號 NN表示文件代號 文件名稱可以自行定義 

文件編碼規則，可以在公告區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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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技術文件電子化系統線上申辦作業 

六、申請資料與技術文件上傳 

(1) 選擇附件檔案。  

系統依據案件類別，顯示文件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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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技術文件電子化系統線上申辦作業 

六、申請資料與技術文件上傳 

(2)單一檔案逐項選取附件檔案。  

文件種類有標示紅色*，表示該文件一定要上傳。 
清單右方加號(+)及減號(-)，可以增加或刪除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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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技術文件電子化系統線上申辦作業 

六、申請資料與技術文件上傳 

(3)讀取整個目錄資料夾。 

技術文件檔案名稱，前5碼需依標準格式命名(MM_NN_文件名稱.pdf)。 
整批匯入時，會掃描所選取的資料夾中，所有符合命名規則的檔案， 
   請勿將不同案件的文件放在同一個資料夾中，或是選取時不要選到上 
   層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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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技術文件電子化系統線上申辦作業 

六、申請資料與技術文件上傳 

(4)單一檔案逐項選取附件檔案或讀取整個目錄資料夾，最後 

     一定要按畫面下方的確認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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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技術文件電子化系統線上申辦作業 

六、申請資料與技術文件上傳 

(4)送出申請案件及上傳檔案。 

按下上傳案件資料後(切勿再按下確認鈕)，會送出案件申請，並且啟動上傳 
    程式。 
上傳程式啟動時，只會載入還未傳送的檔案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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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技術文件電子化系統線上申辦作業 

七、虛擬帳號繳費與電子收據- 繳費通知單列印作業 

超商繳款金額上限為2萬元。 
以繳款日3/15說明：因超商每日亦有結帳時間（以統一超商為例，每
日結帳時間為下午3點），若在3/15下午3點前於統一超商繳款，計入
當日帳務，超商於3/16傳檔給臺銀；若超過3/15下午3點後繳款，則計
入3/16日帳務，超商將於3/17傳檔至臺灣銀行，臺灣銀行最晚則於3個
工作天內入帳至標檢局。 



55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技術文件電子化系統線上申辦作業 

七、虛擬帳號繳費與電子收據- 繳費通知單列印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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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技術文件電子化系統線上申辦作業 

七、虛擬帳號繳費與電子收據- 電子收據列印作業 

第一次列印電子收據的當日起算，一周後將移除電子收據列印及查詢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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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技術文件電子化系統線上申辦作業 

七、虛擬帳號繳費與電子收據- 電子收據列印作業 



58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技術文件電子化系統線上申辦作業 

八、驗證登錄電子證書- 電子證書列印作業 

申請使用電子證書的案件，不得至受理櫃檯要求領取紙本證書，如果發證 
   後超過一個月未列印電子證書者，即不可於線上進行下載證書，使得至受 
   理櫃檯要求領取電子證書(不可領取紙本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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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技術文件電子化系統線上申辦作業 

八、驗證登錄電子證書-核備電子通知書列印作業 

申請使用電子通知書的案件，不得至受理櫃檯要求領取紙本通知書，超過 
   一個月未列印電子通知書者，即不可於線上進行下載通知書，使得至受 
   理櫃檯要求領取電子通知書(不可領取紙本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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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技術文件電子化系統線上申辦作業 

感謝聆聽 
問題與回答(Q&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