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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商品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會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4 年 1 月 14 下午 2 時 

開會地點：本局汐止電氣檢驗科技大樓簡報室 

主 持 人：洪簡任技正一紳 

出席人員：詳如簽名單 

記錄及電話：陳啟銘（02-86488058 分機 253） 

公公公公佈佈佈佈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1、、、、第三組第三組第三組第三組：：：： 

有關本局應施檢驗商品之限檢驗範圍有疑義時，尤其指限檢驗商品所使用之

電源種類及規格範圍部分（例如：電捕昆蟲器商品以分離式交流轉直流之電

源轉接器供電使用，非屬本局電捕昆蟲器應施檢驗範圍），應洽詢本局第三

組判定，避免本局所屬各單位發生判定不一致。 

2、、、、第六組第六組第六組第六組：：：： 

依據本局政風室 100 年 5 月 5 日簽核內容辦理： 

建請第六組於檢驗一致性會議內容註明「本局相關法規法律位階高於檢驗一

致性會議，檢驗一致性會議僅係補強與釋示作用」。 

3、、、、第六組第六組第六組第六組：：：： 

本局各單位及本局指定試驗室於電氣商品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會所提出的議

題，其內容引用到廠商技術文件、電路圖、產品照片‧‧‧等等，應先取得

廠商同意書，避免本局將其議題及結論內容公布在本局網站時，侵犯到廠商

的智慧財產權。 

4、、、、第六組第六組第六組第六組：：：： 

103 年 12 月型式認可或驗證登錄案件審查抽測結果：  

基隆分局：抽測 0 件。 

新竹分局：抽測 1 件，符合。 

台中分局：抽測 3 件，符合。 

台南分局：抽測 2 件，符合。 

高雄分局：抽測 1 件，符合。 

 

5555....第三組第三組第三組第三組:::: 

  LED燈具及專用DRIVER分開販售，燈具僅標示適用電氣規格且未含DRIVER，則

檢驗範圍以該代表性（不含DRIVER之LED燈具）樣品為之，不涉及DRIVER之符

合性評估，實驗室依標示規格提供電源進行燈具安規及電磁相容性測試。 

若LED燈具為搭配特定廠牌型號DRIVER，須包含DRIVER進行安規及電磁相容性

測試，並於說明書中清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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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6....第六組第六組第六組第六組::::    

本局第三組於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27 日以經標三字第 10330007850 號公告，辦

理公告商品驗證業務委託辦理之驗證類別及驗證項目增列電機類之安定器內藏增列電機類之安定器內藏增列電機類之安定器內藏增列電機類之安定器內藏

式發光二極體式發光二極體式發光二極體式發光二極體(LED)(LED)(LED)(LED)燈泡燈泡燈泡燈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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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7....第六組第六組第六組第六組::::    

本局與本局指定驗證單位辦理市場(取)購樣檢測時，試驗品與相關證書技術文

件比對應確實辦理，避免造成未備齊商品驗證技術文件，致誤判產品構造及重

要零組件比對不符合，提供以下建議，請參辦： 

（1）利用「驗證登錄管理系統」之案件基本資料查詢程式（PCS1610_SCN1)，

查詢商品申請基本型式/系列型式/核准案件情形，以確保資料完整性。 

（2）若發現商品同時擁有二張證書，且無法正確判斷係依何張證書產製時，

建議只要符合其中一張證書即判定合格，或是先透過轄區分局（第六組）

請商品之報驗義務人提供相關文件，來查證商品係依何張證書產製後，

再執行後續檢測或比對原試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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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議題討論議題討論議題討論議題    

議題議題議題議題 1111::::    優力股份有限公司優力股份有限公司優力股份有限公司優力股份有限公司提案提案提案提案    

   廠商的產品因變更控制電路及零件，須申請另一型式，但廠商不想變更

型號，是否有其它辦理可以解決。 

                            提案建議提案建議提案建議提案建議::::   

       1.提供一新型式，如原型式上加上”-1”，放在 BSMI 標誌旁來申請一 

         份新的報告，而無須異動原本標籤上的英文名稱資訊。 

 

 

 

    

    

       2.參照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第五組於 2010.2.4 之商品驗證登錄相關法規 

及修正部分條文介紹- 商品驗證登錄辦法第 4條之 1第 1項: 

   構造、驗證方式、貨品分類號列不同而應屬不同型式之商品，倘業者

須以同一名目型式申請登錄，發證作業將就登錄型式加註予以區別。 

         舉例:本例中，名目型式 AA123 產品有兩種不同實質型式。區別在於

內部使用兩種不同控制 IC 導致有兩種系列的線路結構，而製造商在外

觀上以不同 P/N 編號區分: 

 

 

 

 

 

 

結結結結    論論論論::::1.1.1.1.廠商已申請第廠商已申請第廠商已申請第廠商已申請第 1111 張證書張證書張證書張證書，，，，商品驗證登錄證書商品驗證登錄證書商品驗證登錄證書商品驗證登錄證書型式型式型式型式登錄登錄登錄登錄為為為為「「「「AA123AA123AA123AA123」，」，」，」，商品商品商品商品    

本體標示本體標示本體標示本體標示型號為型號為型號為型號為「「「「AA123AA123AA123AA123」」」」；；；；今廠商要申請第今廠商要申請第今廠商要申請第今廠商要申請第 2222 張證書張證書張證書張證書，，，，依議題依議題依議題依議題提案建議提案建議提案建議提案建議    

第第第第 1111 點點點點陳述內容陳述內容陳述內容陳述內容，，，，其其其其方方方方法有法有法有法有 2222，，，，說明如下說明如下說明如下說明如下::::    

(1)(1)(1)(1)第第第第 2222 張證書之張證書之張證書之張證書之商品驗證登錄證書型式商品驗證登錄證書型式商品驗證登錄證書型式商品驗證登錄證書型式應應應應登錄為登錄為登錄為登錄為「「「「AA123AA123AA123AA123----1111」，」，」，」，且且且且商品本商品本商品本商品本    

體型號體型號體型號體型號應標示應標示應標示應標示為為為為「「「「AA123AA123AA123AA123----1111」」」」。。。。另另另另同一商品不得標示同一商品不得標示同一商品不得標示同一商品不得標示 1111 個以上之型號個以上之型號個以上之型號個以上之型號，，，，    

如議題如議題如議題如議題，，，，不得不得不得不得同時同時同時同時標示標示標示標示 Model NumberModel NumberModel NumberModel Number 為為為為「「「「AA123AA123AA123AA123」」」」及及及及型號型號型號型號「「「「AA123AA123AA123AA123----1111」」」」    

之之之之情形情形情形情形，，，，避免避免避免避免造成造成造成造成型號判定型號判定型號判定型號判定混淆混淆混淆混淆。。。。    

                        (2)(2)(2)(2)第第第第 2222 張證書張證書張證書張證書((((型式型式型式型式))))及商品及商品及商品及商品((((型號型號型號型號))))若要若要若要若要同時同時同時同時保留為保留為保留為保留為 AA123AA123AA123AA123，，，，參考議題參考議題參考議題參考議題提提提提    

                                    案建議案建議案建議案建議第第第第 2222 點點點點，，，，可將第可將第可將第可將第 2222 張證書張證書張證書張證書 ((((型式型式型式型式))))和產品和產品和產品和產品 ( ( ( (型號型號型號型號))))均均均均以以以以 AA123(AA123(AA123(AA123(電電電電    

                                    路板路板路板路板 P/N:P/N:P/N:P/N:1001100110011001----02)02)02)02)表示表示表示表示，，，，其中其中其中其中((((電路板電路板電路板電路板 P/N:1001P/N:1001P/N:1001P/N:1001----02)02)02)02)屬型號的一部分屬型號的一部分屬型號的一部分屬型號的一部分    

                                    ，，，，故故故故「「「「AA123AA123AA123AA123」」」」及及及及「「「「((((電路板電路板電路板電路板 P/N:1001P/N:1001P/N:1001P/N:1001----02)02)02)02)」」」」兩者應緊鄰表示兩者應緊鄰表示兩者應緊鄰表示兩者應緊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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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2.依議題依議題依議題依議題提案建議第提案建議第提案建議第提案建議第 2222 點點點點所述所述所述所述產品產品產品產品型式型式型式型式 AA123AA123AA123AA123 在在在在電路板電路板電路板電路板控制線路控制線路控制線路控制線路，，，，分別採用分別採用分別採用分別採用

兩種不同控制兩種不同控制兩種不同控制兩種不同控制 ICICICIC，，，，導致有兩種線路結構導致有兩種線路結構導致有兩種線路結構導致有兩種線路結構，，，，屬兩種不同實質型式屬兩種不同實質型式屬兩種不同實質型式屬兩種不同實質型式。。。。依此案依此案依此案依此案

例例例例商品證書商品證書商品證書商品證書及商品標示說明如下及商品標示說明如下及商品標示說明如下及商品標示說明如下::::    

      (1)      (1)      (1)      (1)2222 張張張張商品驗證登錄證書應於型式商品驗證登錄證書應於型式商品驗證登錄證書應於型式商品驗證登錄證書應於型式 AA123AA123AA123AA123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下下下下，，，，分別分別分別分別括弧註明括弧註明括弧註明括弧註明((((本型式本型式本型式本型式

係採用電路係採用電路係採用電路係採用電路板板板板 P/N:1001 P/N:1001 P/N:1001 P/N:1001----01010101))))及及及及((((本型式係採用電路板本型式係採用電路板本型式係採用電路板本型式係採用電路板 P/N:1001P/N:1001P/N:1001P/N:1001----02)02)02)02)。。。。    

      (2)      (2)      (2)      (2)商品本體標示商品本體標示商品本體標示商品本體標示應於應於應於應於各各各各型型型型號項目號項目號項目號項目下下下下((((或緊鄰或緊鄰或緊鄰或緊鄰))))括弧註明括弧註明括弧註明括弧註明((((電路板電路板電路板電路板 P/N: P/N: P/N: P/N:    

                                    1001100110011001----01)01)01)01)或或或或((((電路板電路板電路板電路板 P/N:1001P/N:1001P/N:1001P/N:1001----02)02)02)02)。。。。 

    

議題議題議題議題 2222::::優力股份有限公司優力股份有限公司優力股份有限公司優力股份有限公司提案提案提案提案    

單電池為電池組的零組件，電池組在申請商品驗證時，須檢附所使用的單

電池商品驗證登錄證書或單電池的隨產品(電池組)型式試驗報告。今廠商

電池組的驗證係採用檢附單電池商品驗證登錄證書，在通過驗證後，廠商

想註銷單電池的證書(不用續繳年費)。 

提案建議提案建議提案建議提案建議:::: 

      1.若單電池的驗證登錄證書僅有主型式，則允許將單電池的型式試驗報告

以核備案改成隨產品(電池組)案件評估，將原本單電池報告檢附在電池

組報告內做處理(但依據隨產品試驗要求，單電池僅可適用於同一電池

組型式使用)。 

      2.若單電池的驗證登錄證書具有主型式及系列型式，電池組使用的單電池

為其系列型式時，則該系列型式的單電池必須重新提供完整型式試驗報

告。 

結結結結    論論論論::::單電池為單電池為單電池為單電池為電池組的零組件電池組的零組件電池組的零組件電池組的零組件，，，，電池組辦理商品驗證時所使用的單電池需取得電池組辦理商品驗證時所使用的單電池需取得電池組辦理商品驗證時所使用的單電池需取得電池組辦理商品驗證時所使用的單電池需取得

商品驗證登錄證書或辦理隨產品型式試驗商品驗證登錄證書或辦理隨產品型式試驗商品驗證登錄證書或辦理隨產品型式試驗商品驗證登錄證書或辦理隨產品型式試驗。。。。    

                        今廠商如廢止今廠商如廢止今廠商如廢止今廠商如廢止單電池的驗證登錄證書時單電池的驗證登錄證書時單電池的驗證登錄證書時單電池的驗證登錄證書時，，，，後續生產的單電池則變成未具符後續生產的單電池則變成未具符後續生產的單電池則變成未具符後續生產的單電池則變成未具符

合取得商品驗證登錄資格合取得商品驗證登錄資格合取得商品驗證登錄資格合取得商品驗證登錄資格，，，，故廠商原來申請的電池組之商品驗證證書故廠商原來申請的電池組之商品驗證證書故廠商原來申請的電池組之商品驗證證書故廠商原來申請的電池組之商品驗證證書，，，，需需需需

核備該單電池的隨產品型式試驗報告核備該單電池的隨產品型式試驗報告核備該單電池的隨產品型式試驗報告核備該單電池的隨產品型式試驗報告，，，，且隨產品型式試驗報告應註明使用且隨產品型式試驗報告應註明使用且隨產品型式試驗報告應註明使用且隨產品型式試驗報告應註明使用

於某一型式電池組的相關資訊於某一型式電池組的相關資訊於某一型式電池組的相關資訊於某一型式電池組的相關資訊，，，，故不得以原單電池取得商品驗證登錄的型故不得以原單電池取得商品驗證登錄的型故不得以原單電池取得商品驗證登錄的型故不得以原單電池取得商品驗證登錄的型

式試驗報告辦理核備替代之式試驗報告辦理核備替代之式試驗報告辦理核備替代之式試驗報告辦理核備替代之。。。。    

    

議題議題議題議題 3333::::臺南分局提案臺南分局提案臺南分局提案臺南分局提案    

     「軌道燈」能否與吸頂燈、壁燈、吊燈、線吊燈等歸屬同一型式分類，

列於同一證書中？提請討論。 

      提案建議提案建議提案建議提案建議：：：：    

1.經本課徵詢指定實驗室及同仁意見，多數認為「不可歸屬同一型式分 

  類，不可列於同一證書中」。 

   2.參考 IEC60598-1（2008） ( CNS14335 草案)，附錄Ｓ型式試驗燈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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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族系或系列的識別要求： 

 

S.2S.2S.2S.2        燈具的系列或族系的系列或族系的系列或族系的系列或族系    

一個具有類似結構的系列或族系的燈具應考慮到： 

(a) 符合相同的適用標準第二部分； 

(b) 裝有具有如下相同特性的光源： 

（1） 鎢絲燈，包括鎢絲鹵素燈;  

（2） 螢光燈; 

（3） 氣體放電燈； 

(c) 相同的防觸電保護類別； 

(d) 相同的 IP 等級。 

應依據 S.2 來建立其符合性。 

備考：要對每個系列燈具進行逐個考慮。系列燈具必須由同一製

造商在相同的品質保證系統下製造，系列中型號的變異必須

實質上在所用的材料、部件和所用的技術是相等。型式試驗

樣品應由製造商和試驗機構協商選擇。 

 

3. 綜合上述，本案擬判定為「不可歸屬同一型式分類，不可列於同一證 

   書中」，並修正燈具分類原則如附。 

 

室內照明燈具安規報告及證書系列分類原則 

基本設計 

用途及構造 光源 電路設計 防電擊保護等

級 

1. 吸頂燈、壁燈、吊

燈、線吊燈 

2. 桌燈、檯燈、立

燈、夾燈 

3. 嵌燈 

4. 神明燈 

5. 軌道燈 

6. 其他（小夜燈） 

1. 白熾燈、鹵素燈 

2. 複金屬燈、高壓

鈉燈 

3. 熱陰極螢光燈 

4. 省電燈泡 

5. 冷陰極螢光燈 

6. LED 燈 

7. LVD 無極燈 

電路基本設計相

同 

（如：傳統式安定

器與電子式安定器

應分開） 

1. I 類 

2. II 類 

3. III 類 

註： 

1. 基本設計「用途及構造＋光源＋電路設計＋防電擊保護等級」相同，得

列於同一證書中。 

2. 適用檢驗標準不同者，不得列於同一證書中。（例如：多功能產品與單

一功能產品之檢驗標準不同時，應分為不同型式分類。） 

3. 適用檢驗標準： 固定式一般功能燈具（CNS14335＋IEC60598-2-1） 

嵌入式燈具（CNS14335＋IEC60598-2-2） 

攜帶式一般功能燈具（CNS14335＋IEC60598-2-4） 



 9 

結結結結    論論論論：：：：因軌道燈與其它燈具之用途及構造不同因軌道燈與其它燈具之用途及構造不同因軌道燈與其它燈具之用途及構造不同因軌道燈與其它燈具之用途及構造不同，，，，其基本設計不同其基本設計不同其基本設計不同其基本設計不同，，，，應分屬不同應分屬不同應分屬不同應分屬不同    

                            型式及證書型式及證書型式及證書型式及證書，，，，並修訂並修訂並修訂並修訂「「「「燈具分類原則燈具分類原則燈具分類原則燈具分類原則」」」」如下如下如下如下。。。。    

 

室內照明燈具安規報告及證書系列分類原則 

基本設計 

用途及構造 光源 電路設計 防電擊 

  保護等級 

1.吸頂燈、壁燈、吊

燈、線吊燈 

2.桌燈、檯燈、立燈、

夾燈 

3.嵌燈 

4.神明燈 

5.軌道燈 

6.其他（小夜燈） 

1.白熾燈、鹵素燈 

2.複金屬燈、高壓

鈉燈 

3.熱陰極螢光燈 

4.省電燈泡 

5.冷陰極螢光燈 

6.LED 燈 

7.LVD 無極燈 

電路基本設計

相同 

（如：傳統式安

定器與電子式安

定器應分開） 

1.I 類 

2.II 類 

3.III 類 

註： 

1. 以上分類原則，係依 91.01.08 電器產品檢驗一致性研討會提案二之

結論，另加入部分以加底線方式註記。 

2. 基本設計「用途及構造＋光源＋電路設計＋防電擊保護等級」相同，

得列於同一證書中。 

3. 「IP 等級」不同者，不得列於同一證書中。 

4. 適用檢驗標準不同者，不得列於同一證書中。（例如：多功能產品與

單一功能產品之檢驗標準不同時，應分為不同型式分類。） 

5. 適用檢驗標準： 固定式一般功能燈具（CNS14335＋IEC60598-2-1） 

嵌入式燈具（CNS14335＋IEC60598-2-2） 

攜帶式一般功能燈具（CNS14335＋IEC60598-2-4） 

6. 104.01 修訂 

    

議議議議    題題題題 4444::::高雄分局提案高雄分局提案高雄分局提案高雄分局提案    

 業者申請 IV 線驗證登錄報告及標示標有低鉛(或無鉛)或 LF(lead free 

  )，CNS 679 標準中並無低鉛(或無鉛)或 LF(lead free)之測試方法或標

示的內容，是否可行? 

          提案建議提案建議提案建議提案建議：：：：    

       (1)不同意驗證登錄報告及標示標有低鉛(或無鉛)或 LF(lead free)之描

述，未經測試不予背書。 

       (2)同意標示，但須依據 ROHS 指令(2002/95/EC)檢具材質測試報告 Pb

值小於 1000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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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結結結    論論論論::::考量廠商考量廠商考量廠商考量廠商 IV(600VIV(600VIV(600VIV(600V 聚氯乙烯絕緣電線聚氯乙烯絕緣電線聚氯乙烯絕緣電線聚氯乙烯絕緣電線))))可能同時符合各國標準驗證可能同時符合各國標準驗證可能同時符合各國標準驗證可能同時符合各國標準驗證，，，，故本故本故本故本

局僅需管理局僅需管理局僅需管理局僅需管理 CNS 679CNS 679CNS 679CNS 679 標標標標準所規定之標示項目即可準所規定之標示項目即可準所規定之標示項目即可準所規定之標示項目即可，，，，另型式試驗報告之標示另型式試驗報告之標示另型式試驗報告之標示另型式試驗報告之標示

登載內容應登載內容應登載內容應登載內容應比照辦理之比照辦理之比照辦理之比照辦理之。。。。    

    

議議議議    題題題題 5555::::臺南分局提案臺南分局提案臺南分局提案臺南分局提案    

      使用CNS 546 之PNCTF(K)(乙烯丙烯橡膠絕緣氯丁二烯被覆(長)圓型花

線)電源線組在第11節正常溫升試驗中限制值及安全電流判定原則，懇請

討論並請裁示。 

      提案說明提案說明提案說明提案說明 

        依據 98 年 9 月份一致性決議符合 CNS 驗證線材依 CNS 9827 規定，其

它如 UL、IEC..等線材依 CNS 3765 第 11 節規定。現因 CNS 9827 表中(參

見下表)並無明確指出 PNCTF(K)應符合之相關欄位，故造成案件審查時

審驗人員有不同的看法，為達成檢驗要求之一致性，故懇請討論並請裁

示。 

 

 

 

 

 

 

 

 

 

 

 

 

        

 

 

提案建議提案建議提案建議提案建議：：：： 

          1.審查人員意見審查人員意見審查人員意見審查人員意見：：：： 

(1)依據CNS 546「300V橡膠絕緣花線」標準，乙烯丙烯橡膠絕緣氯

丁二烯被覆圓型花線記號為PNCTF，乙烯丙烯橡膠絕緣氯丁二烯

被覆長圓型花線記號為PNCTFK，該兩種線被覆層均為「氯丁二

烯」，經查 CNS 9827「花線安全電流」標準，絕緣種類為「氯丁

二烯橡膠」，最高容許溫度為75 ℃，因此，電源線溫升量測位置

是在被覆層，則最高容許溫度應為75 ℃。 

(2)至於絕緣層的最高容許溫度，該兩種電線之絕緣層材質為「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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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烯橡膠」，與CNS 9827「花線安全電流」標準之「EP（乙丙烯）」

是否為相同材質，則有待確認。可否請第六組化學檢驗科解釋，

這兩種材質差異為何，再行判定乙烯丙烯橡膠絕緣的最高容許溫

度。 

(3)實驗室報告應明確載明量測位置為何，電源線分岔處是指被覆層

或是絕緣層。如果測量的位置是被覆層，CNS 9827已經明確載明

為「75℃」，應屬明確。如果量測的位置是絕緣層，則請一致性

會議決議該如何判定。 

 

2.技術小組意見技術小組意見技術小組意見技術小組意見：：：： 

產品評估時，應考量電源線在電器使用時所產生之風險，依CNS 546

其中PNCTF(K)(乙烯丙烯橡膠絕緣氯丁二烯被覆(長)圓型花線)，絕

緣層是乙烯丙烯（EP或P），被覆層是氯丁二烯，依據CNS 3765第

11.3節內容….進行試驗時，於電器內之位置分為電器內部及電器外

部個別考量，均應符合溫升之要求。 

(1)以電器內部而言：電源線之絕緣及被覆應能承受電器內部所發生

之溫度衝擊，絕緣層因具有基本絕緣功能故應符合相關標準（如

CNS 9827；CNS 12357中「EP」之最高容許溫度90 ℃）之要求。

而被覆層若具有保護絕緣功能則應符合相關標準（如CNS 9827；

CNS 12357中「氯丁二烯」之最高容許溫度75 ℃）之要求，然而，

若被覆層若無具保護絕緣功能則溫度限制值不予要求。 

(2)以電器外部而言：電源線之絕緣及被覆應能承受電器外部所發生

之溫度衝擊，絕緣層因可由電器內部之結果涵蓋故無需再予評

估。而被覆層因具有保護絕緣功能應符合CNS 3765第11.8節表3

之溫升（35 K）或相關標準（如CNS 9827中「氯丁二烯（NNFF）」

之最高容許溫度75 ℃）之要求。 

  關於CNS 546其中PNCTF(K)(乙烯丙烯橡膠絕緣氯丁二烯被覆(長)

圓型花線)，絕緣層是乙烯丙烯（EP 或 P），絕緣層的最高容許溫度

為何？因 CNS 9827「花線安全電流」標準之「EP（乙丙烯）」已

訂有限制值（最高容許溫度 90 ℃），建議逕依「EP（乙丙烯）」最

高容許溫度 90 ℃判定。 

                                        基隆分局意見基隆分局意見基隆分局意見基隆分局意見::::    

經查詢 PNCTK 為日本規格電線，其絕緣線材為 EP，參考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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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結結結    論論論論: : : : 1.1.1.1.同意臺南分局技術小組提供意見同意臺南分局技術小組提供意見同意臺南分局技術小組提供意見同意臺南分局技術小組提供意見。。。。    

2.2.2.2.乙烯丙烯乙烯丙烯乙烯丙烯乙烯丙烯（（（（EPEPEPEP 或或或或 PPPP））））絕緣層的最高容許溫度絕緣層的最高容許溫度絕緣層的最高容許溫度絕緣層的最高容許溫度，，，，逕依逕依逕依逕依 CNS 9827CNS 9827CNS 9827CNS 9827「「「「花線安花線安花線安花線安    

全電流全電流全電流全電流」」」」標準標準標準標準「「「「EPEPEPEP（（（（乙丙烯乙丙烯乙丙烯乙丙烯）」）」）」）」最高容許溫度最高容許溫度最高容許溫度最高容許溫度 90909090    ℃℃℃℃判定判定判定判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