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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法規制（訂）定、修正、廢止 

 Establishment, revision and rescission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5 月 18 日 

發文字號：經標一字第 11010007660 號 

主  旨：修正「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設置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說    明： 

一、檢附修正「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設置要點」1 份。 

二、本案經檢討後，擇定須辦理英譯。 

局  長  連 錦 漳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總說明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設置要點係於八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訂定，並於八十八年四

月二十八日修正。本次修正係考量本局及所屬分局業務相關人員對各該領域之商品及技術發展甚為

嫻熟，爰配合實務作業需求，修正國家標準技術委員遴聘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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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一、為辦理國家標準制定有關事
項，依標準法第六條規定設
立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爰
訂定本要點。 

一、為辦理國家標準制定有關事
項，依標準法第六條規定設
立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爰
訂定本要點。 

本點未修正。 

二、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以下簡
稱本局）設各類國家標準技
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各委員
會）如下： 

（一）土木工程及建築國家標準
技術委員會。 

（二）機械工程國家標準技術委
員會。 

（三）電機工程國家標準技術委
員會。 

（四）電子工程國家標準技 術委
員會。 

（五）機動車及航太工程國 家標
準技術委員會。 

（六）軌道工程國家標準技 術委
員會。 

（七）造船工程國家標準技 術委
員會。 

（八）鐵金屬冶煉國家標準 技術
委員會。 

（九）非鐵金屬冶煉國家標 準技
術委員會。 

（十）核子工程國家標準技術委
員會。 

（十一）化學工業國家標準技術
委員會。 

（十二）紡織工業國家標準技術
委員會。 

（十三）礦業國家標準技術委員
會。 

（十四）農業國家標準技術委員
會。 

（十五）食品國家標準技術委員
會。 

二、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以下簡
稱本局）設各類國家標準技
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各委員
會）如左： 

（一）土木工程及建築國家標準
技術委員會。 

（二）機械工程國家標準技術委
員會。 

（三）電機工程國家標準技術委
員會。 

（四）電子工程國家標準技 術委
員會。 

（五）機動車及航太工程國 家標
準技術委員會。 

（六）軌道工程國家標準技 術委
員會。 

（七）造船工程國家標準技 術委
員會。 

（八）鐵金屬冶煉國家標準 技術
委員會。 

（九）非鐵金屬冶煉國家標 準技
術委員會。 

（十）核子工程國家標準技術委
員會。 

（十一）化學工業國家標準技術
委員會。 

（十二）紡織工業國家標準技術
委員會。 

（十三）礦業國家標準技術委員
會。 

（十四）農業國家標準技術委員
會。 

（十五）食品國家標準技術委員
會。 

為配合法規內容之編排體
例，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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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十六）木業國家標準技術委員
會。 

（十七）紙業國家標準技術委員
會。 

（十八）陶業國家標準技術委員
會。 

（十九）日常用品國家標準技術
委員會。 

（二十）衛生及醫療器材國家標 
準技術委員會。 

（二十一）資訊及通信國家標準
技術委員會。 

（二十二）工業安全國家標準技
術委員會。 

（二十三）品質管制國家標準技
術委員會。 

（二十四）物流及包裝國家標準
技術委員會。 

（二十五）環境保護國家標準技
術委員會。 

（二十六）一般及其他類國家標
準技術委員會。 

前項各委員會得視實際需要
增減之。 

（十六）木業國家標準技術委員
會。 

（十七）紙業國家標準技術委員
會。 

（十八）陶業國家標準技術委員
會。 

（十九）日常用品國家標準技術
委員會。 

（二十）衛生及醫療器材國家標
準技術委員會。 

（二十一）資訊及通信國家標準
技術委員會。 

（二十二）工業安全國家標準技
術委員會。 

（二十三）品質管制國家標準技
術委員會。 

（二十四）物流及包裝國家標準
技術委員會。 

（二十五）環境保護國家標準技
術委員會。 

（二十六）一般及其他類國家標
準技術委員會。 

前項各委員會得視實際需要
增減之。 

 

三、各委員會委員由本局局長遴
聘各有關機關、團體、專家
學者、本局或本局所屬分局
業務相關人員任之，任期二
年。各委員會委員人數，得 
視實際需要定之。 

三、各委員會委員由本局局長聘
請有關機關、團體、學校、
廠礦或其他專門人員充任
之，任期二年。各委員會委
員人數，得視實際需要定
之。 

本局職司標準、商品檢驗及
度量衡等相關業務，其業務
相 關人員對各該領域之商
品及技術發展甚為嫻熟，爰
為實務作業所需，修正國家
標準技術委員遴聘之範
圍，並酌作文字修正。 

四、各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國家標準草案之編擬及審
查。 

（二）國家標準草案技術內容及
與數個標準體系配合之審
查。 

（三）國家標準內容之適用與解
釋之審議事項。 

（四）其他有關之建議事項。 

四、各委員會之任務（如）左：

（一）國家標準草案之編擬及審
查。 

（二）國家標準草案技術內容及
與數個標準體系配合之審
查。 

（三）國家標準內容之適用與解
釋之審議事項。 

（四）其他有關之建議事項。 

為配合法規內容之編排體
例，酌作文字修正。 



國家標準 

4 
標準公報 / 一一Ｏ年 第十一期 

Standards Gazette / Number 11, 2021 
 

五、各委員會設主席一人，由本
局局長就各該委員會委員中
遴選之。 

（一）主席為各該委員會召集
人，並於會議時擔任主
席。主席因故不能出席會
議時，由出席委員推選一
人代理之。 

（二）各委員會得設執行秘書一
人、秘書一至三人，由本
局指定或由委員會主席就
委員中推薦本局聘兼之。 

五、各委員會設主席一人，由本
局局長就各該委員會委員中
遴選之。 

（一）主席為各該委員會召集
人，並於會議時擔任主
席。主席因故不能出席會
議時，由出席委員推選一
人代理之。 

（二）各委員會得設執行秘書一
人、秘書一至三人，由本
局指定或由委員會主席就
委員中推薦本局聘兼之。

本點未修正。 

六、各委員會必要時得設各分組
委員會辦理第四點之事項，
其主席由各該技術委員會在
委員中推選之；各分組委員
會得設秘書一人由本局指定
或由該分組委員會主席就委
員中推薦本局聘兼之。 

六、各委員會必要時得設各分組
委員會辦理第四點之事
項，其主席及委員，由各該
技術委員會在委員中推選
之；各分組委員會得設秘書
一人由本局指定或由該分組
委員會主席就委員中推薦本
局聘兼之。 

實務上委員並非由各該技
術委員會相互推選，爰酌作
文字修正。 

七、各委員會及各分組委員會之
委員、執行秘書、秘書均為
無給職。但非屬本局或本局
所屬分局業務相關人員兼任
之委員得依規定支領出席
費。 

七、各委員會及各分組委員會之
委員、執行秘書、秘書均為
無給職。但非屬本局人員兼
任之委員得依規定支領出席
費。 

配合修正規定第三點，酌作
文字修正。 

八、各委員會開會時，得邀請其
他委員會有關之委員出席。 

八、各委員會開會時，得邀請其
他委員會有關之委員出席。

本點未修正。 

九、本局必要時得召開各委員會
全體委員會議（以下簡稱全
體委員會議）或全部或部分
委員會主席聯席會議（以下
簡稱主席聯席會議），討論共
同之標準或相關事項。 

九、本局必要時得召開各委員會
全體委員會議（以下簡稱全
體委員會議）或全部或部分
委員會主席聯席會議（以下
簡稱主席聯席會議），討論共
同之標準或相關事項。 

本點未修正。 

十、全體委員會議或主席聯席會
議以局長或其指定之人員為
召集人，並於開會時擔任主
席。主席因故缺席時，由出
席委員或各委員會主席推選
一人代理之。 

十、全體委員會議或主席聯席會
議以局長或其指定之人員為
召集人，並於開會時擔任主
席。主席因故缺席時，由出
席委員或各委員會主席推選
一人代理之。 

本點未修正。 

十一、各委員會會議，全體委員
會議及主席聯席會議之決
議，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
同意為之。 

十一、各委員會會議，全體委員
會議及主席聯席會議之決
議，以出席人員過半數之
同意為之。 

實務上各該會議決議係以
出席委員意見為據，為使文
字更臻明確，爰酌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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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全體委員會議及主席聯席
會議之決議，視為各委員
會會議之決議。 

十二、全體委員會議及主席聯席
會議之決議，視為各委員
會會議之決議。 

本點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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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規定 
 
一、為辦理國家標準制定有關事項，依標準法第六條規定設立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爰訂定本要點。 

二、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以下簡稱本局）設各類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各委員會）如下： 

（一）土木工程及建築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 

（二）機械工程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 

（三）電機工程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 

（四）電子工程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 

（五）機動車及航太工程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 

（六）軌道工程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 

（七）造船工程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 

（八）鐵金屬冶煉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 

（九）非鐵金屬冶煉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 

（十）核子工程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 

（十一）化學工業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 

（十二）紡織工業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 

（十三）礦業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 

（十四）農業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 

（十五）食品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 

（十六）木業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 

（十七）紙業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 

（十八）陶業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 

（十九）日常用品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 

（二十）衛生及醫療器材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 

（二十一）資訊及通信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 

（二十二）工業安全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 

（二十三）品質管制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 

（二十四）物流及包裝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 

（二十五）環境保護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 

（二十六）一般及其他類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 

   前項各委員會得視實際需要增減之。 

三、各委員會委員由本局局長遴聘各有關機關、團體、專家學者、本局或本局所屬分局業務相關人

員任之，任期二年。各委員會委員人數，得視實際需要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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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國家標準草案之編擬及審查。 

（二）國家標準草案技術內容及與數個標準體系配合之審查。 

（三）國家標準內容之適用與解釋之審議事項。 

（四）其他有關之建議事項。 

五、各委員會設主席一人，由本局局長就各該委員會委員中遴選之。 

（一）主席為各該委員會召集人，並於會議時擔任主席。主席因故不能出席會議時，由出席委

員推選一人代理之。 

（二）各委員會得設執行秘書一人、秘書一至三人，由本局指定或由委員會主席就委員中推薦

本局聘兼之。 

六、各委員會必要時得設各分組委員會辦理第四點之事項，其主席由各該技術委員會在委員中推選

之；各分組委員會得設秘書一人由本局指定或由該分組委員會主席就委員中推薦本局聘兼之。 

七、各委員會及各分組委員會之委員、執行秘書、秘書均為無給職。但非屬本局或本局所屬分局業

務相關人員兼任之委員得依規定支領出席費。 

八、各委員會開會時，得邀請其他委員會有關之委員出席。 

九、本局必要時得召開各委員會全體委員會議（以下簡稱全體委員會議）或全部或部分委員會主席

聯席會議（以下簡稱主席聯席會議），討論共同之標準或相關事項。 

十、全體委員會議或主席聯席會議以局長或其指定之人員為召集人，並於開會時擔任主席。主席因

故缺席時，由出席委員或各委員會主席推選一人代理之。 

十一、各委員會會議，全體委員會議及主席聯席會議之決議，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為之。 

十二、全體委員會議及主席聯席會議之決議，視為各委員會會議之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