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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資產品公告列檢資訊 

相關檢驗規定資訊查詢 
本局全球資訊網站https://www.bsmi.gov.tw/，查詢路徑
首頁/商品檢驗/應施檢驗商品專區/電機(子)類產品/公告。 

https://www.bsmi.gov.tw/


電資產品公告列檢資訊 



電資產品公告列檢資訊 

相關證書資訊查詢 
查詢路徑首頁(下拉)/商品檢驗業務申辦服務系統/驗證型式
認可查詢/驗證登錄證書或型式認可證書。 



電資產品公告列檢資訊 

相關應施/非應施商品判例資訊簡易查詢 
查詢路徑首頁/商品檢驗業務申辦服務系統/商品品目查詢/
案例查詢。 



電資產品公告列檢資訊 

公告修正檢驗規定實施期程 

編號 品名 公告日期 實施日期 

1 自動資料處理機等六項商品 104.12.29 106.07.01 

2 網路多媒體播放器及投影機商品 104.12.29 106.07.01 

3 空氣調節機商品 104.12.22 105.01.01 

4 開飲機商品 105.04.06 105.12.01 

5 電動手工具商品 105.11.17 106.01.01 

6 配線用插接器及電源線組商品 105.12.27 107.01.01 

7 無線電鍵盤等九十二項商品 106.01.04 107.01.01 

8 電毯等第六十三項商品 106.02.24 
RoHS：107.01.01 
安規：108.01.01 

近期現已實施公告修正(1/3) 



電資產品公告列檢資訊 

編號 品名 公告日期 實施日期 

9 安定器內藏式螢光燈炮商品 106.02.24 107.01.01 

10 飲水供應機商品 106.03.24 107.01.01 

11 電動機等三十二項商品 106.03.27 107.01.01 

12 電源供應器等七項商品 106.04.10 
RoHS：107.01.01 
安規：108.01.01 

13 空氣調節機及照明類等八項商品 106.04.24 107.07.01 

14 熱陰極螢光燈管及其交流安定器商品 106.04.25 107.01.01 

15 印表機與影像複印機商品 106.05.18 107.01.01 

16 電動自行車用充電器等四項商品 106.10.05 108.01.01 

17 揚聲器等二十四項商品 106.10.12 107.01.01 

近期現已實施公告修正(2/3) 



電資產品公告列檢資訊 

編號 品名 公告日期 實施日期 

18 排油煙機商品 107.05.27 108.01.01 

19 車用數位攝影機商品 107.03.20 108.01.01 

20 汽車點菸用電源供應器商品 107.05.03 108.01.01 

近期現已實施公告修正(3/3) 



將實施公告修正(1/1) 

編號 品名 公告日期 實施日期 

1 開飲機商品 107.11.27 109.01.01 

2 電子式馬桶(便)座商品 
108.01.11 
108.05.14 

109.07.01 

3 可攜式雷射指示器商品 108.03.12 109.01.01 

4 電鍋商品 108.05.20 109.01.01 

5 貯備型電熱水器及空氣調節機商品 108.05.24 109.07.01 

6 無線充電器商品 108.05.27 109.01.01 

電資產品公告列檢資訊 



公告修正檢驗規定主要面向 

限用物質含有情況標示(RoHS) 

變更檢驗標準範圍及增列個別要求 

 
增列「能源效率」要求 

公告修正主要面向 

公告訂定應施檢驗商品(新列檢) 



限用物質含有情況標示(RoHS) 

RoHS(1/3) 

電機電子類商品現已公告檢驗之商品，僅鋰系單電池、
電池組、行動電源(不論3C用或動力用)及可攜式雷射指
示器商品，未要求「限用物質含有情況標示」，其餘品
項皆須符合限用物質含有情況標示之規定。 

限用物質含有情況標示&標示樣張位置 

如圖1所示，樣張位置應於產品「本體」或「外包裝」或
「說明書」或「網頁方式」揭露。 



「網頁方式」應將網址明確記載於「本體」或「外包裝
」或「說明書」。 

圖 1 

RoHS(2/3) 



商品檢驗標識 

由報驗義務人自行印製。在該圖示下方或右方，增加「
限用物質含有情況」標示識別。如因商品本體太小無法
於商品檢驗標識下方或右方加註者，得於商品檢驗標識
鄰近處進行標示。 

 •採用「驗證登錄」者。 

•採用「型式認可逐批檢驗」者。 

RoHS(3/3) 



變更檢驗標準範圍(一般家用電器通用原則) 
限檢驗單向交流250 V以下，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
源轉接器或充電者。 

(產品使用直流電源供電(例如：USB埠)，但與電源轉接
器(交流電壓轉直流電壓輸出)一同販售者) 

排除衛福部所稱醫療器材。 

排除動物專用。 

(如宣稱人與動物皆可則屬應施檢)。 

限用物質含有情況標示。 

檢驗範圍及個別要求(1/6) 



變更檢驗標準範圍及增列個別要求 
品目 要求 變更前 變更後 

電風扇 

消耗電功率 

未達125 W者、125 W
以上 

無電熱裝置且500 W以
下者 

水冷扇 
無電熱500 W以下、有

電熱2 kW以下 
無電熱者500 W以下 

電咖啡機、浸入式電熱
器、電咖啡壺、烤盤 

3 kW以下 

1650 W以下 
 

洗碗碟機、電氣蒸籠、
魚缸加溫器、保溫盤、
電熱便當箱、保溫鍋、
食物保溫鍋、保溫壺、
奶瓶消毒器、蒸(煮)蛋器 

1 kW以下 

烘碗機 無限制 

檢驗範圍及個別要求(2/6) 



品目 要求 變更前 變更後 

洗衣機、乾衣機 

有效內容積 

乾衣未達6公斤、6~8
公斤、8~10公斤、超

過10公斤者 
無限制 

磨咖啡豆機 無限制 進料斗容量500公克以下 

電鍋 無限制 
5公升以下之油炸鍋、平

底鍋、烹飪鍋 

電壺 無限制 額定容量不超過10公升 

品目 要求 變更前 變更後 

網路多媒體播放器 
變更檢驗 
範圍 

N/A 
「包含有線及無線網路

多媒體播放器」 

投影機 N/A 
「包含內投及外投式投

影機」 

檢驗範圍及個別要求(3/6) 



品目 要求 變更前 變更後 

開飲機 各別標準 

CNS 13516(88 年版) 
第4.10 節「水溫」、
第4.14 節「生水阻隔
裝置」、「構造」之第
5.1.9節規定 

第6.9 節「貯水桶容量」、
第6.11節「每24 小時備
用損失 E24」 

針對不具有連接自來水
之構造且其水源係以人 
工加包裝飲用水之「包
裝飲用水供水式開飲機」
商品，得免測CNS 
13516第6.3節、第6.7
節及第7.1.(i)節測試項
目。 

針對不具有連接自來水
之構造且其水源係以人
工加包裝飲用水之「包
裝飲用水供水式開飲機」
商品，得免測CNS 
13516第6.3節、第6.7節 、
第 6.9節、第 6.1 1 節及
第7.1.(i)節測試項目，惟
其商品之本體及說明書
皆須註明「本機僅限使
用包裝飲用水」等字樣。 

檢驗範圍及個別要求(4/6) 



品目 要求 變更前 變更後 

飲水供應機 各別標準 
CNS 3910(89年版)第
1.3節「輸出水溫」 

CNS 3910(105年版)第5
節「輸出水溫」、第8.3
節「貯水桶容量」、第
10節「每24小時備用損
失E24」、第13節「標示」

品目 要求 變更前 變更後 

手提電鑽、各種電鑽、
沖、鎚擊電鑽、電鋸、
手提電刻磨機、電剪、

電動套筒扳手 

變更檢驗 
範圍 

N/A 
「手持型」且30kg以下，
非屬職業安全衛生法所
指定之機械設備器具者 

檢驗範圍及個別要求(5/6) 



品目 要求 變更前 變更後 

印表機與影像複印機 
增加檢驗 
範圍 

N/A 

包含傳真或掃描；輸出
標籤、條碼、收據、號
碼、相片及存摺列印功
能之設備列檢 

品目 要求 變更前 變更後 

排油煙機 
增加檢驗 
範圍 

N/A 
增加CNS 3805(78年版)
「風量」要求及標示 

品目 要求 變更前 變更後 

電鍋 
增加檢驗 
範圍 

N/A 

容量10公升以下有煮飯
功能及內鍋之電鍋增加
CNS 2518(105年版)第
6.5節「熱效率」、第7
節「標示」 

檢驗範圍及個別要求(6/6) 



增列「能源效率」要求(本局列檢品項) 

依能源局公告要求之品項，在陳列或銷售時應於展售區
明顯處張貼或懸掛能源效率分級標示圖，不得隱匿、毀
損或以他法致消費者無法辨識。 

應將核准之能源效率分級標示圖印製或張貼於產品最小
銷售包裝明顯處，或置於產品最小銷售包裝內。能源效
率分級標示圖須以彩色原尺寸揭露，並得等比例放大。 

「能源效率」要求(1/4) 



除濕機（具壓縮機式者，限檢驗額定電壓單相交流
250V以下，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源轉接器使用或
充電者，且額定消耗電功率1000W以下者）。 

安定器內藏式螢光燈泡。 

電冰箱（限檢驗額定電壓單相交流250V以下，包括附 

有交流轉直流之電源轉接器使用或充電者，且有效內 

容積700公升以下者）。 

增列「能源效率」要求(已實施品項)(1/2) 

電壺（限檢驗額定電壓單相交流250V以下，包括附有
交流轉直流之電源轉接器使用或充電者，且額定容量不 

超過 1 0 公升者）。 

「能源效率」要求(2/4) 



貯備型電熱水器（不包括太陽能熱水器，限檢驗額定電
壓250V 以下者）。 

含密閉式壓縮機之空氣調節機(限檢驗額定電壓單相
250V以下或三相600V以下，且冷氣能力在71kW以下
者)。 

開飲機（包括包裝飲用水供水式開飲機，限檢驗額定電
壓250V以下者）。 

飲水供應機（限檢驗額定電壓單相交流 250V以下，包
括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源轉接器使用或充電者） 。 

「能源效率」要求(3/4) 

增列「能源效率」要求(已實施品項)(2/2) 



增列「能源效率」要求 

(109年1月1日將實施品項) 

電鍋（炒鍋、燉鍋、電碗、5公升以下之油炸鍋、平底 

鍋、烹飪鍋及額定烹飪壓力不超過140kPa且額定容量
不超過10公升之壓力鍋，限檢驗額定電壓250V以下者
）。 

「能源效率」要求(4/4) 



公告訂定應施檢驗商品(新列檢)(1/5) 
107年3月20日公告訂定「車用數位攝影機等商品之相
關檢驗規定」即日生效，自108年1月1日起實施進口及
國內產製商品檢驗。 

品名 公告內容概述 

1. 數位攝影機 
2. 車用數位攝影機 
3. 其他聲頻擴大器 
4. 監視器 
5. 頭戴式顯示器 
6. 自動資料處理系統用之監視
器 
7. 自動資料處理系統用之頭戴
式顯示器 

1. 增列品項：車用數位攝影機、頭
戴式顯示器、自動資料處理系統用
之頭戴式顯示器 
2. 細分品項檢驗方式：數位攝影機
(符合性聲明)、車用數位攝影機(模
式2+3) 

新列檢商品品目(1/5) 



107年5月3日公告訂定「應施檢驗汽車點菸用電源供應
器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即日生效，自108年1月1日起
實施進口及國內產製商品檢驗。 

品名 公告內容概述 

汽車點菸用電源供
應器 

汽車點菸器一般為直流電壓12 V升降壓至
直流電壓5 V供3C產品使用 

新列檢商品品目(2/5) 

公告訂定應施檢驗商品(新列檢)(2/5) 



108年3月12日公告訂定「應施檢驗可攜式雷射指示器
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即日生效，自109年1月1日起實
施進口及國內產製商品檢驗。 

品名 公告內容概述 

可攜式雷射指示
器（專供天文觀
星教學研究用之
可攜式雷射指示

器除外） 

1. 「天文觀星教學研究用之可攜式雷射指示器」
為公率超過1毫瓦(mW)且在100 mW以下，供行
政機關(構)、公立或立案私立學校用於天文觀星
或科學研究，並能檢具證明文件及計畫書，經本
局審查同意者 
2. 無「限用物質含有情況標示」要求 

新列檢商品品目(3/5) 

公告訂定應施檢驗商品(新列檢)(3/5) 



108年1月11日公告訂定「應施檢驗免治馬桶（便）座
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即日生效，自109年7月1日起實
施進口及國內產製商品檢驗。 

品名 公告內容概述 

電子式馬桶（便）
座（馬桶之加熱或
噴洗座墊，限檢驗
額定電壓250V以下

者） 

1.商品具USB連接埠本體輸入電壓為直流
5V且未附電源轉接器、僅使用汽車電源供
電且附有汽車點菸電源供應器、僅以三相
電壓或單純電池為電源供電者，非屬應施
檢驗範圍 
2.108年1月11日公告修正品名為「電子式
馬桶(便)座」 

 

新列檢商品品目(4/5) 

公告訂定應施檢驗商品(新列檢)(4/5) 



108年5月27日公告訂定「應施檢驗無線充電器商品之
相關檢驗規定」即日生效，自109年1月1日起實施進口
及國內產製商品檢驗。 

品名 公告內容概述 

無線充電器 不設輸入規定，上市前完成檢驗 

新列檢商品品目(5/5) 

公告訂定應施檢驗商品(新列檢)(5/5) 



正字標記制度 

依本局公告「正字標記圖式之圖樣尺度及製圖法」標示 

圖式之稱呼： 
中文－正字標記 
英文－CNS Mark  

其為散裝者，應於送貨單上標示  

廠商使用正字標記應將正字標記圖式連同證書字號，標示
於正字標將正記產品之顯著部位 
產品上無法標示時，應在其包裝或容器上標示 

正字標記標示 



正字標記制度 

產品須具備下列條件： 

該項產品已制定有國家標準(CNS)。 

經標準檢驗局公告為申請使用正字標記之產品品目 

那些產品可以申請使用正字標記? 

產品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且本局或本局認可之檢驗機構，
具執行國家標準檢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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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架、
機車用防護頭盔等) 

公告為正字標記品目之審查基準 



正字標記制度 

生產工廠符合(ISO 9001)品質保證制度 

產品品質必需符合CNS國家標準 

產品每年至少抽檢1次 

產品取得正字標記條件 

每年不定期工廠查核 

每年不定期品管追查 

每年不定期產品檢驗 

正字標記管理 



正字標記制度 

廠商：可藉由正字標記信譽，爭取顧客信賴以拓展市
場，增加產業競爭力 

正字標記的效益 

推行現況－截至108年8月底止 

正字標記廠商－672家 

正字標記產品－1,996件 

產品品目數－ 725種 

消費者：可經辨識正字標記，簡易購得優良商品，使
自身權益獲得保障 

政府採購者：採購規格指定為正字標記或其同等品，
可保障採購規格之妥善、週延性及驗收便利性 



正字標記制度 

正字標記推廣網站 
本局全球資訊網站https://www.bsmi.gov.tw/，查詢路徑
首頁/標準與正字標記 /正字標記推廣專區。 

https://www.bsmi.gov.tw/


國家標準(CNS)網路服務系統網站 
網址：https://www.cnsonline.com.tw/。 

正字標記制度 

https://www.cnsonline.com.tw/


以飲水供應機為例 

標準總號輸入「3910」或標準名稱輸入「飲水供應機」 

正字標記制度 



查詢結果 

正字標記制度 



正字標記制度 

正字標記資料查詢 



正字標記制度 

總號輸入「3910」或品目名稱輸入「飲水供應機」 



正字標記制度 

查詢結果 



諮詢服務 

『檢驗服務團』法規與技術到廠服務 
服務項目 

 新取得商品驗證登錄工廠法規講習、取(購)樣檢驗不合格廠商
改正輔導及新公告(或修正) 檢驗品目產品法規輔導到廠服務。 

 協助商品安全技術性分析，協助自主性安全檢測控管機制建置
等到廠服務。 

申請方式 

 以電子郵件(leo.chiou@bsmi.gov.tw)、電話或來函(402台中
市南區工學路70號)方式申請。 

聯絡方式 

 邱課長建智；聯絡電話： (04)22612161 分機611 
 陳技正榮志；聯絡電話： (04)22612161 分機613 
 李技正政哲；聯絡電話： (04)22612161 分機617 

mailto:leo.chiou@bsmi.gov.tw
mailto:leo.chiou@bsmi.gov.tw
mailto:leo.chiou@bsmi.gov.tw
mailto:leo.chiou@bsmi.gov.tw
mailto:leo.chiou@bsmi.gov.tw
mailto:leo.chiou@bsmi.gov.tw
mailto:leo.chiou@bsmi.gov.tw


諮詢服務 

『檢驗服務團』法規與技術到廠服務 

線上預約 

• 網站https://taichung.bsmi.gov.tw/ ， 

• 查詢路徑首頁/預約服務/檢驗服務團預約 

https://taichung.bsmi.gov.tw/


諮詢服務 

檢驗業務聯絡資訊 

業務咨詢 主辦課室 聯絡方式 聯絡人 

報驗發證(含檢驗收費
、應施檢驗商品免驗
申請) 

第六課 
電話：(04)22612161 
傳真：(04)22621292 

分機661 邱課長 
分機662 黃專員 

台中港口辦
事處 

電話：(04)26562483 
傳真：(04)26562485 

分機10   蔡秘書 
分機16   蔡技士 

電機、電子及資訊商
品檢驗技術 

第一課 
電話：(04)22612161 
傳真：(04)22612180 

分機611 邱課長 
分機613 陳技正 
分機617 李技正 

違規處理(含事故通報) 第五課 
電話：(04)22612161 
傳真：(04)22612181 

分機651 劉課長 
分機656 林技士 



Q&A 



政府把關，民眾心安。正字標記，品質保證。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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