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TO/TBT 重要通知 

（2015 年 6 月～2015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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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大陸 

G/TBT/N/CHN/1078

、1079、1780 

2015.06.01 

2015.07.30 
消防車 

標準化管理委員會提出消防車動力

輸出裝置、救援消防車、高空消防

車之術語和定義、測試方法等。  

2 
中國大陸 

G/TBT/N/CHN/1081 

2105.06.01 

2015.08.01 
公路運輸車輛 

標準化管理委員會提出用於申請公

路運輸或作公路運輸使用的車輛標

準。  

3 

中國大陸 

G/TBT/N/CHN/1082

、1083 

2015.06.01 

2015.08.01 

膠質硝化甘

油炸藥、電

雷管 

標準化管理委員會提出膠質硝化甘

油炸藥及工業電雷管的術語、定

義、分類、測試方法等規範。  

4 

美國 

G/TBT/N/USA/996

、998 

2015.06.05 

2015.08.03 

家 用 除 濕

機、烤箱 

美國能源署修訂不同種類的家用除

濕機的節能標準 (996)以及新修訂的

家用傳統烤箱節約能源標準 (998)。  

5 
美國 

G/TBT/N/USA/997 

2015.06.09 

2015.07.06 
化學物質 

美國國家環保局提出 22 項化學物

質的管制措施。  

6 
加拿大 

G/TBT/N/CAN/449

2015.06.11 

2015.08.26 
無線通訊 

加拿大工業部通知「在頻率範圍

27.41-960 MHz 內運作之陸地移動



 

 

及 450 或固 定 設備 無線 標 準 規範 RSS-

119，第 12 版」及「數位傳輸系

統、跳頻系統及免執照當地區域網

絡裝置之無線標準規範 RSS-247，

第 1 版」將於公布後生效。  

7 
美國 

G/TBT/N/USA/999 

2015.06.16 

2015.07.27 

可再生燃料

標準 

美國國家環保局提出制定纖維素生

質燃料的三年規畫，並擬廢止 2011

年纖維素生質燃料標準。  

8 
美國 

G/TBT/N/USA/1000 

2015.06.16 

2015.08.16 
化學物質 

美國國家環保局提出生產前通知

(PMNs)30 種化學物質之重要新用

途規則 (SNURs)。  

9 
越南 

G/TBT/N/VNM/65 

2015.06.18

2015.08.18 

重型機車和輕

型機車 

越南交通部修訂和補充與重型和輕

型機車安全和環保檢驗相關法規。  

10 
印度 

G/TBT/N/IND/48 

2015.06.19 

2015.08.19 

鋼鐵及鋼鐵產

品 

鋼鐵和鋼鐵產品的製造須取得印度

標準局的發證，才能於一般生產前

使用其標準標誌。  

11 
美國 

G/TBT/N/USA/1001 

2015.06.24 

2015.08.03 

商用電動機

車及電動車 

美國聯邦汽車運輸安全管理局要求

商用電動機車及商用電動車須貼上

相關驗證標誌。  

12 
美國 

G/TBT/N/USA/1002 

2015.06.24 

2015.08.17 

收發機設備、

航空電子設備

和系統 

美國聯邦航空總署就現行免除滑翔

機符合收發機設備規定之徵求評論

意見。  



 

 

13 
歐盟 

G/TBT/N/EU/294 

2015.06.26 

2015.06.28 

油漆、亮光

漆 

歐盟委員會提出對市場販售的特定

塗料的鎘之進一步使用限制。  

14 
日本 

G/TBT/N/JPN/490 

2015.07.01 

2015.07.31 

石腦油精及

耐火陶纖維

等 

日本厚生勞動省提出「工業安全和

健康法之執行法令」及相關條例的

部分修訂。  

15 

日本 

G/TBT/N/JPN/491

、492 

2015.07.01 

2015.08.31 

電池及螢光

燈等可能含

汞的產品。 

日本經濟產業省和環境部提出「特

定的水銀添加產品」的汞含量限制

值 (491)及針對「新天家汞的產品」

的相關規範 (492)。  

16 
韓國 

G/TBT/N/KOR/590 

2015.07.01 

2015.09.01 

網路協定電視

設備(IPTV) 

國 家 無 線 電 研 究 署 指 出 已 修 訂

IPTV 技術規範下的 3 項條文，以

反應「互聯網多媒體廣播業務法

案」和信息及通信技術的發展。  

17 
加拿大 

G/TBT/N/CAN/457 

2015.07.02 

2015.10.12 

無線電控制

器 

加拿大工業部通知「干擾源設備標

準 ICES-008, 第 1 版，電纜配電

網」，關於規定電纜分配網絡的限

值和量測方法，將於公告後生效。  

18 
美國 

G/TBT/N/USA/1007 

2015.07.03 

2015.08.31 
航空器 

美國環境保護局提出修訂與溫室氣

體有關的規範。  

19 
日本 

G/TBT/N/JPN/494 

2015.07.06 

2015.09.06 

燃氣設備和

器具、液化

氣設備及器

械 

日本經濟、貿易及工業部提出修正

該等產品有關的技術性規範條例。  



 

 

20 
泰國 

G/TBT/N/THA/461 

2015.07.06

2015.09.06 

廢棄電機和

電子設備以

及其他壽命

終止產品 

泰國汙染控制部門提出訂定「廢棄

電機和電子設備以及其他壽命終止

產品」草案，並成立壽命終止產品

管理委員會做為政策制定者。  

21 
歐盟 

G/TBT/N/EU/299 

2015.07.07 

2015.09.07 

掛車的空氣

動力學裝置  

歐盟委員會提出附於掛車後部的空

氣動力學裝置（所謂的後襟翼）在

歐洲路上使用的規範草案。  

22 
泰國 

G/TBT/N/THA/462 

2015.07.10 

2015.09.10 

汽 車 壓 縮

機、交流電

風扇 

泰國工業標準機構提出撤銷「 TIS 

812-2548(2005) 汽車─壓縮機：安

全規範」，並以「TIS 812-2558 」

取代作為強制性標準 (462)及「TIS 

934-2533 (2005)交流電風扇─安全

規範」，並且以「 TIS 934-25XX」

取代作為強制性標準。  

23 
歐盟 

G/TBT/N/EU/301 

2015.07.17 

2015.09.17 

空氣加熱產

品、降溫產品

和高溫處理冷

水機組 

歐盟委員會提出空氣加熱產品、降溫

產品和高溫處理冷水機組產品之能源

效率規範。  

24 
美國 

G/TBT/N/USA/1008 

2015.07.20 

2015.09.09 

攜帶式鉤接式

椅子 

美國消費品安全委員會訂定攜帶式

鉤接式椅子的安全標準草案。 

25 
美國 

G/TBT/N/USA/1010 

2015.07.20 

2015.08.08 
無線電通信等 

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提出讓視障或

視力受損者能夠聽見緊急資訊的相

關設備規範。  



 

 

26 
美國 

G/TBT/N/USA/1011 

2015.07.20 

2015.09.11 

中型和重型車

輛 

美國能源署與美國國家公路交通安

全管理局提出「溫室氣體排放和燃

油效率標準對於中重型發動機和車

輛  - 第 2 階段」草案。  

27 

中國大陸 

G/TBT/N/CHN/1094

、1095 

2015.07.22 

2015.09.22 

木質家具及床

墊 

標準化管理委員會提出規範木製品

家 具 的 甲 醛 等 化 學 物 質 的 限 量

(1094)及提出規範揮發性有機化合

物、可分解芳香胺和阻燃劑室內床

墊和測試方法和檢驗規則 (1095)。  

28 
菲律賓 

G/TBT/N/PHL/193 

2015.07.23 

無評論期 
多項產品 

菲律賓標準局提出下列產品將從

「強制性產品驗證」清單中撤除：

瓷磚、合板、平板玻璃、普通釘及

GI 板。  

29 
美國 

G/TBT/N/USA/1014 

2015.07.27 

2015.08.17 
玩具及木材 

美國消費品安全委員會提出「玩

具：確定未完成和未處理木頭的重

元素限值」 (草案 )。  

30 
美國 

G/TBT/N/USA/1015 

2015.07.27 

2015.08.19 
化學物質 

美國國家環保局修訂「有毒物質法

案」第 5 部分關於電子申報規範。  

31 
美國 

G/TBT/N/USA/1017 

2015.07.28 

2015.09.21 
化學物質 

美國國家環保局提出修訂「化學物

質資料報告 (CDR)」中可部分豁免

申報附加資訊的化學物質的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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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BT 查詢單位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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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