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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類應施檢驗商品介紹1/2 
應施檢驗商品-機械類(1) 

 汽車零件：座椅安全帶、合金輪圈(18吋以下)(110年5月1日擴
增檢驗超過18吋至26吋以下)、汽車燃氣系統 

 嬰幼兒用品：手推嬰幼兒車、嬰幼兒學步車、兒童自行車、汽      
               車用兒童保護裝置 
 廚房用品：瓦斯爐、休閒爐、登山爐、瓦斯熱水器、瓦斯烤箱/

  烤爐、家庭用壓力鍋(25公升以下)、熱水器用排氣
  管、瓦斯軟管             

 建築裝修：防火門、耐燃板材、防火塗料 

 手工具：千斤頂 

 運動用品：輪式溜冰鞋、直排輪、滑溜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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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類應施檢驗商品介紹2/2 

應施檢驗商品-機械類(2) 
 金屬製品：鋼筋、鋼線(纜)、荷重用吊鉤、鉤環、鋼瓶 
 燃料容器：卡式罐、登山罐、噴燈及填充 
            打火機用燃料容器 
 閥類：鋼瓶閥、高壓鋼瓶閥、壓力調整器 
 拋棄式或簡易式打火機(2.5美元以下塑膠燃料槽) 
 非木質手杖 
 飲水用水龍頭 
 旅行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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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訂定「應施檢驗燃氣烤爐商品之相關檢
驗規定」，自107年8月30日生效，並自108
年7月1日實施列檢。 

參考貨品分類號  品     名   檢驗標準 檢驗方式 

7321.11.00.00.5D 

7321.81.00.00.0B 

燃氣烤爐 

CNS 13604 

(100年版) 

1.驗證登錄 

(型式試驗加符合型式

聲明) 

2.型式認可逐批檢驗 

燃氣烤爐圖片取自 

https://pxhere.com/zh/photo/903596 

機械類商品公告新列檢商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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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類商品公告新列檢商品2/5 

   公告訂定「應施檢驗燃氣用金屬可撓性管、
燃氣用塑膠軟管、燃氣用鋼絲強化橡膠管及
管組合件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自107年10
月29日生效，並自108年7月1日實施列檢。 

參考貨品分類號  品     名   檢驗標準 檢驗方式 

8307.10.00.00.2 

8307.90.90.00.6 

燃氣用金屬

可撓性管 

CNS 15882 

(104年版) 

驗證登錄(型式試驗

加符合型式聲明) 

3917.32.00.10.6 

3917.32.00.20.4 

3917.32.00.10.6 

3917.33.00.20.3 

3917.33.00.90.8 

3917.33.00.10.5 

3917.39.90.00.2 

燃氣用塑膠

軟管 

CNS 15996 

(106年版) 

驗證登錄(型式試驗

加符合型式聲明) 

4009.21.90.00.9A 

4009.22.90.00.8 

4009.31.90.00.7A 

4009.32.90.00.6 

4009.41.90.00.5A 

4009.42.90.00.4 

燃氣用鋼絲

強化橡膠管

及管組合件 

CNS 13814 

(105年版) 

驗證登錄(型式試驗

加符合型式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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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訂定「應施檢驗熱軋H型鋼商品之相關
檢驗規定」，自107年12月10日生效，並自
108年7月1日實施列檢。 

。 
參考貨品分類號  品     名   檢驗標準 檢驗方式 

7216.33.00.10.5 

7216.33.00.20.3 

7216.33.00.30.1 

7216.99.90.00.9 

熱軋H型

鋼(限檢驗

高度80毫

米以上，

車用熱軋

H型鋼除

外) 

1.CNS 2473 

(103年版) 

2.CNS 2947 

(103年版) 

3.CNS 13812 

(103年版) 

4.CNS 4269 

(103年版) 

5.CNS 5083 

(103年版) 

6.CNS 4620 

(103年版) 

驗證登錄 

(型式試驗加

工廠檢查) 

機械類商品公告新列檢商品3/5 



9 

   公告訂定「應施檢驗折合桌商品之相關檢驗
規定」，自109年7月1日生效。 

參考貨品分類號  品     名   檢驗標準 檢驗方式 

9403.10.00.00 

9403.20.00.00 

9403.30.10.00 

9403.30.90.00 

9403.40.10.00 

9403.40.90.00 

9403.50.10.00 

9403.50.90.00 

9403.60.10.00 

9403.60.90.00 

9403.70.00.00A 

9403.82.10.00 

9403.82.90.00 

9403.83.10.00 

9403.83.90.00 

9403.89.10.00 

9403.89.20.00 

9403.89.90.00 

折合桌（限檢

驗垂直交叉折

合式支架且使

用高度60公分

以上者） 

CNS 15185 

(108年版) 

驗證登錄 

(型式試驗加

符合型式聲

明) 

折合桌圖片取自https://www.economic-news.tw/2019/01/Folding-Table.html 

機械類商品公告新列檢商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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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修正「應施檢驗一般家庭用液化石油氣
壓力調整器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自108
年10月17日生效，修正前檢驗標準自109年5
月1日起停止適用。 

參考貨品分類號  品     名   檢驗標準 檢驗方式 

8481.10.00.00.0 

一般家庭用液

化石油氣壓力

調整器 

CNS 7088 

(108年版) 

1.驗證登錄 

(型式試驗加符合型式

聲明) 

2.型式認可逐批檢驗 

調整器圖片取自 

https://www.economic-news.tw/2017/10/LPG-Adjustment-Device-Standards.html 

機械類商品公告新列檢商品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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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修正「應施檢驗建築用鋼筋商品之相關
檢驗規定」，自108年11月4日生效，修正前
檢驗標準自109年5月1日起停止適用。 

參考貨品分類號  品     名   檢驗標準 檢驗方式 

7213.10.00.00.7 

7213.91.20.00.5 

7214.20.00.00.4 

7215.50.20.002 

7228.30.00.90.7 

等 

建築用鋼筋 
CNS 560 

(107年版) 

驗證登錄 

(型式試驗加完全品質

管理、製程品質管理

或工廠檢查模式) 

 

調整器圖片取自 

https://www.economic-news.tw/2017/10/LPG-Adjustment-Device-Standards.html 

機械類商品公告新列檢商品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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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修正「應施檢驗汽車用輕合金盤型輪圈
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自109年4月9日生
效，擴增檢驗直徑超過18吋至26吋以下部分，
自110年5月1日起實施。 

參考貨品分類號  品     名   檢驗標準 檢驗方式 

8708.70.90.00.5 

輕合金盤型輪

圈(限檢驗小

客車或小貨車

用直徑26吋

以下者) 

CNS 7135 

(84年版) 

1.驗證登錄 

(型式試驗加完全品質

管理、製程品質管理

或工廠檢查模式) 

2.型式認可逐批檢驗 

調整器圖片取自 

https://www.economic-news.tw/2017/10/LPG-Adjustment-Device-Standards.html 

機械類商品公告新列檢商品5/5 



機械類應施檢驗商品檢驗方式 
 

  應施檢驗商品本局均有公告其對應的檢驗方式（如
下列4種檢驗方式），其適用之檢驗方式可能包含
一種以上，報驗廠商只需符合一種檢驗模式即算合
格。 

 

  應施檢驗商品檢驗模式: 

       1.逐批檢驗(含型式認可逐批檢驗) 

       2.驗證登錄 

       3.監視查驗 

       4.符合性聲明  

13 



應施檢驗機械類商品檢驗方式－1.逐批檢驗 

廠商於商品運出廠場或進口時，須逐批向標準檢

驗局辦理報驗。商品本體應標示商品檢驗標識，

並經檢驗合格，取得合格證書後，始得運出廠或

輸入於市場上銷售。 

逐批檢驗合格商品： 

                 需貼檢驗標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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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施檢驗機械類商品檢驗方式－2.型式認可 

型式認可逐批檢驗 

 公告為型式認可逐批檢驗之商品報驗廠商於報請檢驗前，需先

執行產品型式試驗，經審查符合後，發給商品型式認可證書，

始可申請報驗。 

 取得型式認可之商品，於報驗時本局得簡化其檢驗程序：  

1.書面審查：以書面方式核對型式 

2.逐批檢核：逐批核對型式並開箱檢查 

3.抽批檢核：抽批核對型式並開箱檢查 

4.取樣檢驗：核對型式後送試驗單位執行檢驗或重點項目測試 

 型式認可逐批檢驗合格商品： 

                          需貼檢驗標識 

 
T3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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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施檢驗機械類商品檢驗方式－3.驗證登錄 

驗證登錄之申請方式： 

須向本局提出指定之符合性評鑑程序文件(如型式試驗報告、符合性

聲明、品質管理系統登錄證書或工場檢查報告，…等)，經審查結果

符合者，准予登錄，並發給商品驗證登錄證書 (有效期限3年)。 

取得驗證登錄之商品，於本體上貼附驗證標識後，即可直接通關及出

廠銷售，無須向本局申請報驗，可加速商品通關。 

驗證登錄商品之檢驗標識圖式為  

證明文件為驗證登錄證書 

 
R3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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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檢驗標識查詢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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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檢驗標識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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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檢驗標識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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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ivil.bsmi.gov.tw/bsmi_pqn/pqn/uqi5

101f.do 



商品檢驗標識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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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ivil.bsmi.gov.tw/bsmi_pqn/pqn/uqi5

102f.do 



機械類應施檢驗品目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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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類應施檢驗品目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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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類應施檢驗品目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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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類應施檢驗品目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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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採購機械類安全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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