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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商品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會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4 年 8 月 12 日上午 9 時 30 分 

開會地點：本局汐止電氣檢驗科技大樓簡報室 

主 持 人：陳科長振雄代 

出席人員：詳如簽名單 

記錄及電話：陳啟銘（02-86488058 分機 253） 

宣導事項宣導事項宣導事項宣導事項：：：： 

1、、、、第三組第三組第三組第三組 

有關本局應施檢驗商品之限檢驗範圍有疑義時，尤其指限檢驗商品所使用之

電源種類及規格範圍部分（例如：電捕昆蟲器商品以分離式交流轉直流之電

源轉接器供電使用，非屬本局電捕昆蟲器應施檢驗範圍），應洽詢本局第三

組判定，避免本局所屬各單位發生判定不一致。 

2、、、、第六組第六組第六組第六組 

依據本局政風室 100 年 5 月 5 日簽核內容辦理： 

建請第六組於檢驗一致性會議內容註明「本局相關法規法律位階高於檢驗一

致性會議，檢驗一致性會議僅係補強與釋示作用」。 

3、、、、第六組第六組第六組第六組 

本局各單位及本局指定試驗室於電氣商品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會所提出的議

題，其內容引用到廠商技術文件、電路圖、產品照片‧‧‧等等，應先取得

廠商同意書，避免本局將其議題及結論內容公布在本局網站時，侵犯到廠商

的智慧財產權。 

4、、、、第六組第六組第六組第六組 

104 年 7 月型式認可或驗證登錄案件審查抽測結果：  

基隆分局：抽測 1 件，符合。 

新竹分局：抽測 1 件，符合。 

台中分局：抽測 1 件，符合。 

台南分局：抽測 2 件，符合。 

   高雄分局：抽測 1 件，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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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竹分局新竹分局新竹分局新竹分局 

試驗室針對 IEC 60335-2-40(2005) 第 22.116 節第 3 項第 1 點「符合 IEC 

60079-15(2001) (以下稱本標準)第 9~26 節空氣調節機使用可燃性冷媒的要

求」評估一致性原則如下： 

      1.試驗室須對空氣調節機內於正常狀態或冷媒洩漏之情形下均可能動作而

可能成為點火源之電氣元件，依據本標準規定先行評估分類並予以明列，列

舉說明如下： 

(1) 無火花電氣元件或設備。(例如：旋轉電機（如：壓縮機、風扇電動機、步

進馬達）、熔斷器、量測或控制通訊設備、比流器、外部連接線及電路板

用之插頭及插座等，以試驗室所評估之實際樣品元件為準)。 

(2) 其他無火花電氣元件或設備。(各試驗室需依實際樣品評估決定是否有無本

項之元件)。 

(3) 產生電弧、火花或熱表面的電氣元件或設備。(例如：繼電器、電磁閥、電

動機保護器、熔斷器、散熱器等，以試驗室所評估之實際樣品元件為準)。 

   2.經試驗室評估分類為「無火花電氣元件或設備」，則需依本標準第 9~15 節進

行評估，及所對應至第 26 節進行型式試驗，並出具型式試驗報告。 

   3.經試驗室評估結果在本標準第 9~15 節中沒有專門規定的無火花電氣元件

及設備，屬本標準第 16 節標準內容範圍，分類為「其他無火花電氣元件或

設備」，應符合本標準第 4~8 節規定要求評估，及所對應至第 26 節進行型式

試驗，並出具型式試驗報告。 

   4.經試驗室評估分類為「產生電弧、火花或熱表面的電氣元件或設備」，則需依

本標準第 17 節第 1 項規定，得先行針對該元件或設備在正常工作時進行點

燃試驗(須註明點燃試驗用氣體)，點燃試驗情況分別如下： 

(1) 不可點燃情況：依本標準第 18 節進行評估，及所對應第 26 節進行型式

試驗，並出具型式試驗報告。 

(2) 可點燃情況：依本標準第 17~23 節進行評估，及所對應第 26 節進行型

式試驗，並出具型式試驗報告。 

5.本標準第 19 節第 1項規定：「氣密裝置被認為符合密封裝置的要求而不再

試驗」。倘若試驗室評估樣品元件之防止點燃保護裝置屬於氣密裝置，則須

請零件製造或供應商提出該證明文件，可免除該元件之型式試驗。 

   6.熔斷器(Fuses)評估方式:若屬於IEC 60269-3型式 (非重新布線、顯示管式或

非顯示管式) 範圍則依本標準第10節評估，若不適用則依本標準第21.8.2節

評估。 

   7.電磁閥評估方式：以本標準第18節之封閉式斷路器進行評估，及所對應之第

26.5節進行型式試驗。 

   8.「產生熱表面的電氣元件」之評估方式：針對初判會產生該元件先進行溫升試

驗後確認溫升值，再依IEC 60335-2-40 附表 BB.1，溫升值若超過該表中所

對應使用冷媒之自燃溫度，即屬於產生熱表面的電氣元件。 



 5 

   9.試驗室應清楚明列所有可能成為點火源之電氣元件，如最後經評估該電氣

元件無須依本標準相關項次進行檢測時，應以文字敘明評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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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第第第第三三三三組組組組 

         依據中華民國 104 年 7月 27 日經標三字第 10430003250 號書函「研商商品驗

證登錄證書主型式經廢止其證書處理一致性會議紀錄」 

            1.取得驗證登錄證書之商品經取（購）樣檢驗不符合檢驗標準，辦理證書廢

止，仍依據「驗證登錄商品取樣或購樣檢驗不符合處理流程」第 5 點第 2

款規定：「『廢止驗證登錄』指廢止不符合檢驗標準、未依規定標示及未依

規定使用商品驗證登錄證書之型式，與其屬構造相同者亦一併廢止。該等

應廢止之型式，技術單位應併同違規態樣於試驗紀錄表內載明。」之現行

規定辦理。 

   2.商品驗證登錄證書之主型式與其「屬構造相同者」之系列型式經廢止登錄

後，尚保留有系列型式需變更為主型式時，如系列型式之設計、構造、零

組件、電路板等與原登錄技術文件相同，未作變更之條件下，可由廠商提

出欲變更為主型式之系列型式，報驗發證單位受理申請後，為審慎周延，

仍先請技術審查單位審查無誤後，再由報驗發證單位將該系列型式辦理變

更為該證書之主型式商品；惟請將該證書商品依據「驗證登錄商品監督作

業原則」列為高風險商品，及依據「驗證登錄商品邊境查核作業程序」加

強抽批查核，並將該廠商列為重點監督對象，加強市場監督。 

   3.依前述作法變更主型式後，其證書之有效期限不變，故該證書延展、增列

系列商品等規定，與一般證書相同。 

    

7777、、、、第六組第六組第六組第六組    

   案由：依據 104 年 7 月 28 日經標秘字第 10490012250 號函本局第 72 次定期

業務會報紀錄辦理。    

   說明：(1)「流量開關」依 IEC 60335-2-35 第 19.4 節應執行「異常試驗」項

目，「壓力開關」則否，請將 96 年 7月 25 日相關一致性會議紀錄

中瞬熱型電熱水器內之「水盤開關」定義為「壓力開關」一詞依據

104 年 4 月份一致性會議紀錄更正為「流量開關」。 

      (2)針對 IEC 60335-2-35「家用及類似用途電器－安全性－第 2-35

部：瞬熱型電熱水器之個別規定」第 19.4 節「異常試驗項目」條

文之相關規定，予以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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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異常操作 

      除下列所述，CNS 3765 第 19 節本標準適用。 

               開放式熱水器於第 11 節測試時，流量開關及壓力開關短 

               路，其水流控制開關調整到最不利位置。 

    備考 1:關閉閥門的位置可能是其大部份最不利位置。 

             封閉式熱水器流量開關短路及任何壓力洩放裝置使它

失效，且 出水口閥門關閉。然而，若電器沒有流量開

關而有虹吸－反抽水(back-siphonage)的類似情形出

現，須加充份的水覆蓋過加熱元件且操作出水口閥門

打開。 

  備考 2:如電器內已包含逆止閥(non-return valve)或止水閥

(pipe interruptor)，或者使用說明書敘述必須按裝

逆止閥，則無此虹吸－反抽水類似情形出現。 

        19.13 追加： 

        備考－儲水槽視為外殼。 

        第 19.14 節測試時，儲水槽不得破裂及水溫不得超過 

        －開放式熱水器為 99℃； 

                                         －容量超過 1 公升之封閉式熱水器為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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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議題討論議題討論議題討論議題::::    

議題議題議題議題 1:1:1:1:本本本本組組組組((((材料科材料科材料科材料科))))提案提案提案提案    

                        本局擬推動友善家電計畫，建立家電產品使用共通控制器及控制介面整

合之可行性，若屬可行，未來可由專業廠商針對視、聽障等族群開發所

需產品附加功能，並由本局據以推動相關國家標準制定工作。 

       台灣日立股份有限公司台灣日立股份有限公司台灣日立股份有限公司台灣日立股份有限公司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希望可提供家電產品開發視、聽障等族群所需產品附加功能之相關國際

規範及產品設計資訊給國內廠商參考，以了解國際產品設計資訊。 

 

結結結結 論論論論: 建議由本組召集國內廠商及建議由本組召集國內廠商及建議由本組召集國內廠商及建議由本組召集國內廠商及視視視視、、、、聽障等族群進行研商聽障等族群進行研商聽障等族群進行研商聽障等族群進行研商，，，，實際了解使用者實際了解使用者實際了解使用者實際了解使用者    

                            需求需求需求需求以利以利以利以利設計設計設計設計產品共通模組開發產品共通模組開發產品共通模組開發產品共通模組開發，，，，據以推動相關國家標準制定工作據以推動相關國家標準制定工作據以推動相關國家標準制定工作據以推動相關國家標準制定工作。。。。 

 

議題議題議題議題 2222::::臺南分局提案臺南分局提案臺南分局提案臺南分局提案 

       1.提案主旨： 

         家電產品電磁相容型式報告考量量測不確定度時，量測值是否符合標

準判定原則。 

       2.提案說明(依據及理由) 

     驗證登錄及型式認可案件審查，電磁相容型式試驗報告考量量測不 確

定度，該如何判定是否符合標準。 

  目前有一型式認可申請案，電磁相容型式試驗報告傳導干擾擴充不確

定度為「± 2.50(dBμV)」，報告內容 0.16 MHz 頻率點之測量值 64.8 dB

μV，當此頻率點考量量測不確定度時，該點測量值會落於「62.3dB

μV~67.3(dBμV)」之間，若此點落於「62.3dBμV~66dBμV」之間，

則可判定符合標準，若此點落於「66dBμV~67.3dBμV」之間，會超出

標準限制值 66 dBμV，則可判定不符合標準。 

  因此，此量測值有符合標準的機率，亦有不符合標準的機率，此量測

值無法明確的表示百分之百符合標準，亦即這樣的值是否符合標準，

無法確定，故待測物量測數據是否符合標準，仍屬未定之數，報告判

定符合，實有疑慮。 

    實驗室於型式試驗製作報告階段，應該明確的告訴本局所有量測的   

值，就算考量量測不確定度，亦應完全符合標準，而不是告訴本局，

報告內容某些量測值是未確定值。 

         備註：同份報告電磁場幅射干擾擴充不確定度為「±3.53(dB)」，亦有

多點量測數據有上述相同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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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提案建議(解決方法) 

所有量測數據均是量測機率的問題，實驗室製作報告時，人員操作的

熟練度及精準度，量測儀器的精密度，都會影響量測結果，故應將量

測不確定度一起納入考量，且考量量測不確定度之後，報告內容所呈

現的數據，應該要完全符合標準，而非模稜兩可的未定值。 

              

          彙整意見如下彙整意見如下彙整意見如下彙整意見如下：：：： 

          第六組電磁科意見第六組電磁科意見第六組電磁科意見第六組電磁科意見: 

          前量測不確定度普遍作法並未要求與實測值一起評估前量測不確定度普遍作法並未要求與實測值一起評估前量測不確定度普遍作法並未要求與實測值一起評估前量測不確定度普遍作法並未要求與實測值一起評估，他只是評估一

家試驗室對於自己量測能力的判斷，對於量測值結果加上其不確定

度可能超過限制值要求，可加強抽驗來確定該試驗室之測試能力是

否仍符合本局要求，而不可直接要求報告之測試結果必須包含不確

定度因素。 

 

 晶復科技晶復科技晶復科技晶復科技: 

          1.我們的報告是有放入量測不確定度我們的報告是有放入量測不確定度我們的報告是有放入量測不確定度我們的報告是有放入量測不確定度。 

          2.基於量測不確定對測試結果造成的影響，我們能理解貴局的考量但

現在高速產品的時代來臨速度越來越快 Clock 也越來越多很少有

廠商能做到"低於限制值 4dB"而實驗室依據 CISPR 16-1-4 考量所

有量測設備的精確度所算出的量測不確定度以輻射量測來說一般

至少都有+/- 4dB 若按照標檢局的要求一堆廠商的產品將很難符

合標檢局的要求因此希望貴局能把理論與實際面都考量進去。 

 

大電力大電力大電力大電力::::    

         1.目前大電力的測試報告無備註量測不確定度測試報告無備註量測不確定度測試報告無備註量測不確定度測試報告無備註量測不確定度(家電與燈具的安規 

           與 EMC)。 

          2.不過 EMC 試驗室內部有控管，餘裕值低於量測不確定度的樣品會

請廠商改善，以免後市場時起爭議。 

 

    毅豐光電毅豐光電毅豐光電毅豐光電::::    

          1.實驗室報告目前未加註擴充不確定度未加註擴充不確定度未加註擴充不確定度未加註擴充不確定度! 

          2.至於測試結果評估方式,CISPR 16-4-2 中有提到(如下圖) 

      

      當擴充不確定度小於或等於表 1,依照實測值判定! 

 反之,若擴充不確定度大於表 1,測試結果須將不確定度評估進去,須

完 全符合標準,始可判定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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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檢中心台南實驗室電檢中心台南實驗室電檢中心台南實驗室電檢中心台南實驗室::::    

       1.目前的報告沒有註明不確定度。 

       2.建議:維持目前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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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萊因德國萊因德國萊因德國萊因 EMCEMCEMCEMC 實驗室實驗室實驗室實驗室::::    

       1.德國萊因出具的 EMI 報告皆已註明量測不確定度。 

       2.依據 EN 55014-1:2006+A1:2009+A2:2011，第 10 章節，依據 EN 

55015:2013，第 11 章節， 

     量測不確定度不用來判定測試結果。 

  但 CNS 13783-1(93 年版)， CNS 14115 (93 年版) 並没提到量測不確

定度。 

       如果 BSMI 將量測不確定度一起納入考量，將會有以下影響: 

    (1)測試 limit 變為:“標準所定之 limit”減“量測不確定度”，將會

比原 limit 嚴格。 

(2)此 limit 與國際標準不相容，會導至同一產品可能通過 CE/FCC/PSE 

   …等認證，卻無法符合 BSMI 認證。 

    (3)因每家實驗室所評估之量測不確定度都不相同，會導至不同的 

limit。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使用標準及評估方式應盡可能與世界同步，没新法規制定之前，不應將

量測不確定度一起納入測試結果判定之考量。 

 

結結結結        論論論論：：：：本局現階段辦理本局現階段辦理本局現階段辦理本局現階段辦理家電產品電磁相容性檢測標準家電產品電磁相容性檢測標準家電產品電磁相容性檢測標準家電產品電磁相容性檢測標準 CNS 13783CNS 13783CNS 13783CNS 13783----1(931(931(931(93 年版年版年版年版))))無無無無        

「「「「量測不確定度量測不確定度量測不確定度量測不確定度」」」」之相關要求之相關要求之相關要求之相關要求，，，，故不應將故不應將故不應將故不應將「「「「量測不確定度量測不確定度量測不確定度量測不確定度值值值值」」」」加入量測加入量測加入量測加入量測

結果結果結果結果值後計算整體總值後計算整體總值後計算整體總值後計算整體總((((差差差差))))值值值值，，，，做為最終符合性之判定做為最終符合性之判定做為最終符合性之判定做為最終符合性之判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