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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家標準 

 National Standards 

1.1 國家標準制定、修訂及廢止公布 

 Promulgation for development, revision and withdrawal of national standards 

經濟部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22 日 

發文字號：經授標字第 10920051080 號 

主  旨：制定 CNS 4797-9「玩具安全－第 9 部：家庭室內/外用鞦韆，滑梯及類似之活動用玩具」

國家標準等二種、修訂 CNS 12639「嬰兒紙尿褲」國家標準等七種、廢止 CNS 8804

「電子遙控玩具」國家標準一種。 

依  據：國家標準制定辦法第十四條及第十六條。 

公告事項： 

一、制定國家標準二種（如目錄）。 

二、修訂國家標準七種（如目錄）。 

三、廢止國家標準一種（如目錄）。 

部 長  王 美 花 

 
制定國家標準目錄 
Contents of developed national standards 
 
標準總號 

CNS 
Number 

類 號 
Category 
Number 

標  準  名  稱 
Title of Standard 

4797-9 Z7066-9 
玩具安全－第 9 部：家庭室內/外用鞦韆，滑梯及類似之活動用玩具 
Safety of toys – Part 9: Swings, slides and similar activity toys for indoor 
and outdoor family domestic use 

30101 X6141 
資訊技術－感測器網路－感測器網路及其與智慧電網系統之介面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Sensor networks − Sensor network and its 
interfaces for smart grid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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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國家標準目錄 
Contents of revised national standards 
 
標準總號 

CNS 
Number 

類 號 
Category 
Number 

標  準  名  稱 
Title of Standard 

12639 P2071 嬰兒紙尿褲 
Disposable diaper for baby 

13005 Z7214 
銲接材料－軟鋼、高強度鋼及低溫用鋼 TIG 銲接用實心線及填料棒 
Welding consumables – Solid wires and rods for TIG welding of mild 
steels, high strength steels and low temperature service steels 

13719 Z7268 
銲接材料－軟鋼、高強度鋼及低溫用鋼用被覆銲條 
Welding consumables − Covered electrodes for mild steel, high tensile 
strength steel and low temperature service steel 

14123 Z7285 
金屬及合金之腐蝕－大氣腐蝕測試－現場測試之一般要求 
Metals and alloys − Atmospheric corrosion testing − General 
requirements for field tests 

14276 Z7286 電驅動玩具安全要求 
Electric toys – Safety 

14596 Z7298 

銲接材料－軟鋼、高強度鋼及低溫用鋼氣遮護及自遮護電弧銲接用包藥銲
線 
Welding consumables – Gas shielded and self-shielded flux cored wires 
for arc welding of mild steel, high strength steel and low temperature 
service steel 

14601 Z7303 
銲接材料－軟鋼、高強度鋼及低溫用鋼 MAG 及 MIG 銲接用實心銲線 
Welding consumables – Solid wires for MAG and MIG welding of mild 
steel, high strength steel and low temperature service steel 

 
 
廢止國家標準目錄 
Contents of withdrawn national standards 
 
標準總號 

CNS 
Number 

類 號 
Category 
Number 

標  準  名  稱 
Title of Standard 

8804 C7152 電子遙控玩具 
Electronic remote control 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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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24 日 

發文字號：經授標字第 10920051110 號 

主  旨：制定 CNS 61439-3「低電壓開關裝置及控制裝置組裝品－第 3 部：由一般人員操作之

配電盤(DBO)」國家標準等七種、修訂 CNS 15415「體操設備－一般安全要求及試驗法」

國家標準一種。 

依  據：國家標準制定辦法第十四條。 

公告事項： 

一、制定國家標準七種（如目錄）。 

二、修訂國家標準一種（如目錄）。 

部 長  王 美 花 

 
制定國家標準目錄 
Contents of developed national standards 
 
標準總號 

CNS 
Number 

類 號 
Category 
Number 

標  準  名  稱 
Title of Standard 

61439-3 C4606-3 

低電壓開關裝置及控制裝置組裝品－第 3 部：由一般人員操作之配電盤
(DBO) 
Low-voltage switchgear and controlgear assemblies – Part 3: 
Distribution boards intended to be operated by ordinary persons (DBO) 

61439-4 C4606-4 

低電壓開關裝置及控制裝置組裝品－第 4 部：建築工地用組裝品(ACS)
之個別要求 
Low-voltage switchgear and controlgear assemblies – Part 4: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for assemblies for construction sites (ACS) 

61850-5 X2030-5 

電力公用事業自動化之通訊網路及系統－第 5 部：功能及裝置模型之通訊
要求事項 
Communication networks and systems for power utility automation – 
Part 5: Communication requirements for functions and device models 

61850-8-
1 

X2030-8-
1 

電力公用事業自動化之通訊網路及系統－第 8-1 部：特定通訊服務對映
(SCSM)－對映至 MMS(CNS 13740-1 及 CNS 13740-11)與對映至
ISO/IEC 8802-3 
Communication networks and systems for power utility automation – 
Part 8-1: Specific communication service mapping (SCSM) – Mappings 
to MMS (CNS 13740-1 and CNS 13740-11) and to ISO/IEC 8802-3 



國家標準 

4 
標準公報 / 一一Ｏ年 第一期 

Standards Gazette / Number 1, 2021 
 

標準總號 
CNS 

Number 

類 號 
Category 
Number 

標  準  名  稱 
Title of Standard 

61850-90
-1 

X2030-90
-1 

電力公用事業自動化之通訊網路及系統－第 90-1 部：CNS 61850 用於變
電所間之通訊 
Communication networks and systems for power utility automation – 
Part 90-1: Use of CNS 61850 for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substations 

61850-90
-8 

X2030-90
-8 

電力公用事業自動化之通訊網路及系統－第 90-8 部：電氣行動機制之物
件模型 
Communication networks and systems for power utility automation – 
Part 90-8: Object model for E-mobility 

62443-1-
1 

X6143-1-
1 

工業通訊網路－網路及系統安全－第 1-1 部：術語、概念及模型 
Industrial communication networks – Network and system security – 
Part 1-1: Terminology, concepts and models 

 
 
修訂國家標準目錄 
Contents of revised national standards 
 
標準總號 

CNS 
Number 

類 號 
Category 
Number 

標  準  名  稱 
Title of Standard 

15415 S1249 體操設備－一般安全要求及試驗法 
Gymnastic equipment − General safety requirements and test metho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