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TO/TBT 重要通知 

(2015 年 10 月～2015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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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 

G/TBT/N/USA/1032

及 133 

2015.10.01 

無評論期(法

規已生效) 

採礦偵測系統 

美 國 礦 業 安 全 及 健 康 管 理 局

(MSHA)要求地下採礦公司需配備

連續採礦設備接近偵測系統，並在

煤礦牽引機及杓鏟裝設接近偵測系

統。  

2 
英國 

G/TBT/N/GBR/26 

2015.10.02 

2015.12.02 

 

非自動衡器 

英國國家量測及法規機關 (NMRO)

提出「2016 年非自動衡器法規」，

以撤銷並取代「2000 年非自動衡器

法規」及其修訂。  

3 
英國 

G/TBT/N/GBR/27 

2015.10.02 

2016.01.02 
量測工具 

英國 NMRO 提出「2016 年量測工

具法規」，以撤銷及取代「2006 年

量測器法規」及其修訂。  

4 
泰國 

G/TBT/N/THA/466 

2015.10.08 

2015.12.08 
洗衣機 

泰國工業標準協會 (TISI)提出撤銷

TIS 1463-2540(1997)家用衣服洗衣

機：安全規範，並 以 TIS 1463-

2556(2013) 標 準 取 代 為 強 制 性 標

準。  



 

 

5 
美國 

G/TBT/N/USA/1035 

2015.10.12 

2015.11.08 
化學物質 

美國環保署 (EPA)依據「有毒物質

管理法案」擬針對 30 種化學物質

公布重要新使用規則。  

6 
美國 

G/TBT/N/USA/1036 

2015.10.12 

2015.10.19 
食品標示 

美國食品安全及檢驗局 (FSIS)擬修

改食品標準及標示政策書，修改後

的政策書將提供肉或禽類產品在標

籤上所需的最新資訊。  

7 
美國 

G/TBT/N/USA/1037 

2015.10.12 

2015.12.07 

車輛及零組

件 

美國聯邦車輛安全局 (FMCSA)擬修

改聯邦車輛安全法規中有關「安全

運作組件與附件」及「檢驗、修理

及維護」的規定。  

8 
美國 

G/TBT/N/USA/1039 

2015.10.12 

2015.12.07 

兒科醫療嬰兒

床及搖籃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HHS)擬將兒

科病床重新命名為兒科醫療嬰兒床

並訂出管理規定。  

9 
泰國 

G/TBT/N/THA/467 

2015.10.15 

2015.12.15 
燈具 

泰國 TISI 提出螢光燈的鎮流器檢驗

標準改為 TIS 23 25XX (原 TIS 23-

2521 (1978)撤銷）。  

10 
歐盟 

G/TBT/N/EU/320 

2015.10.16 

2015.12.16 

電氣及電子設

備 

歐洲委員會提出修訂用於修理或翻

新醫療設備或電子顯微鏡的回收

鉛 、 鎘 、 六 價 鉻 和 多 溴 聯 苯 醚

（PBDE）零配件的豁免。  

11 歐盟 2015.10.16 電解裝置的 歐洲委員會提出修訂石棉（纖蛇紋



 

 

G/TBT/N/EU/321 2015.12.16 隔膜 石）和含有這些纖維的物品及故意

添加這些纖維的混合物的製造及市

場販售的限制。  

12 
中國大陸 

G/TBT/N/CHN/1139 

2015.10.19 

2015.12.19 
一般消費品 

中國大陸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

(AQSIQ)提出規範不良消費品之召

回法規。  

13 
韓國 

G/TBT/N/KOR/609 

2015.10.19 

2015.12.19 
電氣產品 

韓國技術及標準局（KATS）擬修

訂電氣安全控制法案操作公告。  

14 
美國 

G/TBT/N/USA/1041 

2015.10.21 

2015.11.13 
兒童器材 

美國消費商品安全委員會 (CPSC) 

公布允許第三者機構在特定情況下

測試並驗證兒童器材產品零組件的

規定及含鉛成分的測試。  

15 

美國 

G/TBT/N/USA/1042

、1043 

2015.10.21 

2016.01.04 

兒 童 折 疊

椅、嬰兒搖

搖座椅 

美國 CPSC 擬制定兒童折疊椅及嬰

兒搖搖座椅的安全標準。  

16 
中國大陸 

G/TBT/N/CHN/1140 

2015.10.27 

2015.12.27 
微波爐 

中國大陸 SAC 提出微波爐的節能

標準 (部分條文為強制性 )。  

17 
韓國 

G/TBT/N/KOR/611 

2015.10.27 

2015.12.27 

攜帶式雷射

設備 

韓國 KATS 提出攜帶式雷射設備自

我規範安全確認準則修正草案。  

18 
中國大陸 

G/TBT/N/CHN/1155 

2015.10.29 

2015.12.29 
電子玩具 

中國大陸 SAC 提出家用電子玩具

的標準。  



 

 

19 
日本 

G/TBT/N/JPN/501 

2015.10.29 

2015.11.29 

道路運輸車

輛 

日本國土交通省 (MLIT)將部分修改

道路運輸車輛法施行條例。  

20 
韓國 

G/TBT/N/KOR/617 

2015.11.20 

2016.01.20 
化粧品 

韓國食品及藥品安全部 (MFDS)提出

修訂化粧品的色素成分及標準。  

21 
美國 

G/TBT/N/USA/1051 

2015.11.20 

2016.01.20 
外部電源 

美國能源部 (DOE)提出編纂 2014 年

外部電源 (EPS)服務部分法令。  

22 
美國 

G/TBT/N/USA/1052 

2015.11.20 

2016.01.04 
中央空調 

美國 DOE 提出強制性中央空調的

區域標準。  

23 
歐盟 

G/TBT/N/EU/325 

2015.11.25 

2016.01.25 
有害物質 

歐洲委員會提出法規 (EC)1272/2008

關於物質及混合物 (CLP 法規 )的分

類、標示及包裝技術發展之第 9 次

調適提案草案。  

24 
日本 

G/TBT/N/JPN/507 

2015.11.30 

2016.01.30 
電氣冰箱  

日本消費者事務局 (CAA)擬部分修

訂電氣產品品質標示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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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