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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濟  部  標  準  檢  驗  局 
THE BUREAU OF STANDARDS, METROLOGY AND INSPECTION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商 品 驗 證 登 錄 申 請 書（範例） 
Application Form for the Registration of Product Certification 

 申請日期：98.4.16        受理編號： 
 Date of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No 

一、申請人  
Applicant 

 公司或營業所名稱： 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簽章）       
Name of Company/Business         (Signature) 

地址： 台北市內湖區洲子街123號4樓    統一編號： 12345678    
Address            Uniform No. 

負責人： 陳自強 電子郵件:  chen@abc.com.tw  □v 是 □否 願意收到本局相關檢驗資訊 
Person in charge   E-mail address                              yes   no Receipt of related inspection information                                          

聯絡人：張自立          電話號碼：02-12345678  傳真號碼：02-87654321  
 Contact person                           Telephone No.        Fax No. 

二、生產廠場（生產廠場若超過一家，請另外以附表AP-02-2敘述） 
Factory (Where there are more than one factories, please specify by using the attached AP-02-2 form.) 

廠場名稱：成功電子有限公司         
Factory name 

廠    址：東莞市清溪鎮鵬程工業區           
Factory address 

品管證書核發驗證機構：台灣德國萊因技術監護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品管證書編號：01 100 822 123456 
Quality system certificate issued by        Certificate No.  

三、產品名稱 
Name of Products 

(一) 商品分類號列: 8516.50.00.00-0      
C.C.C. Code 

(二) 中文名稱: 微波爐                        
Chinese name 

(三) 英文名稱: Microwave oven                    
English name 

(四) 型    式: AB36                        
Type 

(五) 系列型式: AB40                         
Series of the type 

(六) 認可試驗室/國外驗證機構編號： SL2-LB-T-001            
Designated Laboratory/Certification Body Code 

(七) 試驗報告/證明書編號：   L98-123-4                        
Test Report/Certificate No. 

四、申請類別 
Types of Application 

□v （一）新申請案（申請人代碼：  R12678                    ）  
New application (code of the applicant) 

□v  1.一般申請案  □ 2.相互承認申請案 （證書有效期依原證明書登錄） 
        General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for Mutual Recognition （The validate of Certificate as original Certificate） 

□（二）變更申請案（原證書號碼：                         ） 
Application for changes (Original Certificate No.) 

 □ 1.增列系列型式 □ 2.延展申請案 □ 3.補換或加發證書 
 Addition of series of the type Extension of the validity period Reissue of the certificate 

 □ 4.授權申請案(被授權人地址:   ) 
Application for authorization(Address of Designated representative) 

□ 5.其他     
Others 

五、申請人願遵守商品驗證相關規範並配合提供驗證評估所須之任何資訊。 
The applicant agrees to comply with the requirements for certification and supply information needed for evaluation of products to be certified. 

 
六、應繳費用: 
收費類別 審查費 補換發證書費 年費 工廠檢查評鑑費 其他 

金 額      

收款單號碼      

收費章      

以下各欄由受理單位填寫 
 

驗證登錄申請模式 
Modules selected for 
registration 
 

□模式一 
Module I 

□模式二加三 
Modules II + III 

□v 模式二加四  
Modules II + IV 

□模式二加五 
Modules II + V 

□模式二加六 
Modules II + VI 

□模式二加七 
Modules II +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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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          科(課)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