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TO/TBT 重要通知 

（2015 年 4 月～2015 年 5 月） 

  第五組 

序號 
發出會員/ 

文件編號 

通知日期/ 

截止日期 
產品內容 內容重點 

1 
日本 

G/TBT/N/JPN/485 

2015.04.09 

2015.06.09 

有毒有害物

質 

根據有毒有害物質控制法，日本厚

生勞動省指定新的有害物質。  

2 
美國 

G/TBT/N/USA/977 

2015.04.09 

2015.05.26 

複合無機含氧

酸的金屬鹽 

環保署 (EPA)擬撤銷根據有毒物質

控制法案 (TSCA)的第 5(a)(2)針對兩

種化學物質所公告的重大新使用規

則 (SNUR)。 EPA 發布了一個基於

TSCA 章節 5(e)的 SNUR，同意指

定一些活動作為重大新使用法令。  

3 
韓國 

G/TBT/N/KOR/571 

2015.04.10 

2015.06.10 
化粧品 

改變下列殺菌防腐劑成分在化粧品

中的使用條件 (產品類別、身體部

位 )：二氯苯氧氯酚、甲基氯異噻唑

啉酮以及甲基異噻唑啉酮。  

4 
美國 

G/TBT/N/USA/978 

2015.04.10 

2015.06.01 
住宅用鍋爐 

美國能源署（DOE）擬修訂住宅用

鍋爐的節能標準。  

5 
美國 

G/TBT/N/USA/979 

2015.04.10 

2015.04.03 

攜帶式汽油

容器 

攜帶式汽油容器的消費者產品標

準，預計將透過法律的實施來融入

ASTM 2015 修訂的標準  



 

 

6 
美國 

G/TBT/N/USA/980 

2015.04.10 

2015.04.15 
泵浦 

美國能源署 (DOE)擬針對泵浦建立

一個新的測試程序。  

7 
美國 

G/TBT/N/USA/981 

2015.04.10 

2015.06.01 
泵浦 

DOE 擬給泵浦建立新的節能標準。  

8 
加拿大 

G/TBT/N/CAN/441 

2015.04.10 

2015.07.03 
無線通訊設備 

無 線 電 標 準 規 範 RSS-213 ， 第 3

版 ， 2GHz 免 執 照 個 人 通 訊 服 務

(LE-PCS)裝置，將於加拿大工業部

網站公告後始生效。  

9 
法國 

G/TBT/N/FRA/162 

2015.04.15 

2015.06.15 
菸草產品 

將 素 面 包 裝 要 求 加 入 至 以 指 令

2014/40/EU 第 24.2 條為基礎的法

國法律。  

10 
韓國 

G/TBT/N/KOR/573 

2015.04.15 

2015.06.15 
電子設備 

目前對所有受到安全確認規範的電

子產品的安全確認有效期為五年。

然而，根據所通知的草案，有效期

將依產品的危險程度由 5 年調整到

10 年。  

11 
歐盟 

G/TBT/N/EU/280 

2015.04.16 

2015.06.16 

紡織製品含

有 NPE（壬

基酚聚氧乙

烯醚） 

定義「紡織製品」為 任何未完成

的、半成品或成品，其紡織纖維最

少要達到重量的 80%，或者任何其

他產品的含有紡織纖維的部分最少

要達到重量的 80%。  

12 
美國 

G/TBT/N/USA/984 

2015.04.17 

2015.05.08 
住宅熱水器 

DOE 擬修訂其有關住宅熱水器的相



 

 

關定義。  

13 
美國 

G/TBT/N/USA/986 

2015.04.22 

2015.06.29 

游離輻射產

品；螢光鏡

儀器 

食品及藥物管理局 (FDA)正擬議修

訂游離輻射的聯邦性能標準，用作

修正螢光鏡儀器量測的草擬誤差。  

14 
美國 

G/TBT/N/USA/987 

2015.04.22 

2015.05.14 
商業型熱水器 

美國能源署正提出建立一套有關熱

水器測試方法的效能分級的數學轉

換係數，可將目前所採用的效能分

級轉換為 DOE 於 2014 年 7 月 11

日所公布的最終規章下的修訂的測

試方法的效能分級。  

15 
美國 

G/TBT/N/USA/989 

2015.04.23 

2015.05.15 
輕型運動飛機 

宣布於 2004 年 9 月 1 日生效的運

動飛行員和輕型運動飛機規則條款

的十一項修訂共識標準之可行性。  

16 
韓國 

G/TBT/N/KOR/580 

2015.04.27 

2015.06.27 

數位私人行

動無線設備 

多項數位行動設備技術性法規修訂

草案，將 6.25kHz 從 3.125kHz 窄頻

的指定頻段當中分離出來  

17 

韓國 

G/TBT/N/KOR/582

、583 

2015.04.27 

2015.06.27 

化粧品 

修訂「化粧品法的執行法令」 及

「化粧品法的執行規則」。  

18 
加拿大 

G/TBT/N/CAN/445 

2015.05.01 

無評論期 
機動車輛輪胎 

交通運輸部已修訂技術標準文件

（TSD）第 120 號，有關輪胎的選

擇和有著超過 4536 公斤之車輛總



 

 

重額定值的機動車輛輪輞。  

19 
泰國 

G/TBT/N/THA/457 

2015.05.06 

2015.07.15 
危險物品 

有害物質的標示應該具有 GHS 的

危害圖像、訊息文字以及危害敘

述。  

20 
越南 

G/TBT/N/VNM/60 

2015.05.07 

2015.07.07 
電動自行車 

電動自行車技術性法規草案，內含

安全規範及測試要求。  

21 
越南 

G/TBT/N/VNM/61 

2015.05.07 

2015.07.07 
電池 

電動摩托車，輕便摩托車適用電池

之技術性法規草案，內含電池的技

術性安全和品質檢驗的要求。  

22 
越南 

G/TBT/N/VNM/62 

2015.05.07 

2015.07.07 
機動車輛 

技術性法規編號 09：2011/ BGTVT 

有關安全品質和機動車環境保護草

案。  

23 
韓國 

G/TBT/N/KOR/586 

2015.05.11 

2015.07.11 
電機設備 

電器安全控制法案操作公告修訂草

案之通知。  

24 
日本 

G/TBT/N/JPN/486 

2015.05.11 

無評論期 

可能影響中

樞神經系統

的物質 

日本指定“Shitei Yakubutsu”(827 項 )

為有毒化學物質，並規範合適的用

途。  

25 
韓國 

G/TBT/N/KOR/586 

2015.05.11 

2015.07.11 
電機設備 

修訂電機設備安全控制法案所規範

之電氣產品的範圍免除特低電壓的

產品。  

26 加拿大 2015.05.18 機動車輛 修訂機動車輛安全法規的目錄六以



 

 

G/TBT/N/CAN/447 2015.06.22 及章節 1106 噪音排放、1201 雪地

車標準、 301.1 液化石油氣燃料系

統整合、以及 301.2 壓縮天然氣燃

料系統整合。  

27 
菲律賓 

G/TBT/N/PHL/192 

2015.05.18 

無註明截止

期 

聲音及影音

產品 

由菲律賓國家標準 IEC 60065:2007

所涵蓋的聲音及影音產品 檢驗指

南。  

28 
泰國 

G/TBT/N/THA/458 

2015.05.18 

2015.07.18 
電烤箱 

建立電烤箱的節能規範。  

29 
泰國 

G/TBT/N/THA/459 

2015.05.18 

2015.07.18 

非深底式電

熱鍋 

建立非深底式電熱鍋的節能規範。  

30 
泰國 

G/TBT/N/THA/460 

2015.05.18 

2015.07.18 

飲用水的電

冷水器和冷 /

熱水器等 

建立 HS: 8418, 8516, ICS: 97.040 等

產品的節能規範。  

31 
美國 

G/TBT/N/USA/991 

2015.05.18 

2015.07.07 
化學物質 

環保局 (EPA)擬根據有毒物質控制

法案 (TSCA)公布 25 項化學物質的

重大新使用規則 (SNURs)。   

32 
日本 

G/TBT/N/JPN/488 

2015.05.29 

無評論期 

可能影響中樞

神經的物質 

日本指定“Shitei Yakubutsu”(6 項 )為

有毒化學物質，並規範 合適的用

途。。  

如對上述通知有任何意見或需相關英文資料，可逕與標準檢驗局查詢單位聯絡， 

電話：02-33435191  傳真：02-23431804  e-mail:tbtenq@bsmi.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