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認可工廠檢查機構名單
更新時間：110 年 5 月 13 日

境內認可工廠檢查機構
機構名稱及
代碼

財團法人台灣
大電力研究試
驗中心
FIB41202

財團法人台灣
商品檢測驗證
中心
FIB41203

財團法人台灣
燃氣器具研發
中心
FIB31104

財團法人金屬
工業研究發展

認可範圍

機構住址

商品驗證登錄(RPC)：
 電機類產品（19 項）
：經本
局公告之適用標準及版
次。
 電子類產品（2 項）：經本
局 公 告 之 適 用 標 準 及 版 桃園市觀音區榮工南路
次。
6-6 號
自願性產品驗證(VPC)：
 電機電子產品類（11 項）：
經本局公告之適用標準及
版次。
查閱詳細品目
商品驗證登錄(RPC)：
 電機類產品（30 項）
：經本
局公告之適用標準及版
次。
 電子類產品（2 項）：經本
局公告之適用標準及版
次。
 電動手工具（11 項）
：經本 桃園市龜山區樂善里文
局 公 告 之 適 用 標 準 及 版 明路 29 巷 8 號
次。
自願性產品驗證(VPC)：
 電機電子產品類（4 項）：
經本局公告之適用標準及
版次。
查閱詳細品目
商品驗證登錄(RPC)：
 機械類產品（家庭用燃氣
熱水器）
：適用標準為 CNS
13603。
桃園市桃園區春日路
 機械類產品（燃氣台爐、 1434 巷 90 號
燃氣烤箱）：適用標準為
CNS 13604。
查閱詳細品目
商品驗證登錄(RPC)：
 電機類產品（24 項）
：經本 高雄市楠梓區高楠公路
局 公 告 之 適 用 標 準 及 版 1001 號
次。

機構電話

聯絡人

03-4839090
#6202

曾倩玉

03-3280026
#280

張榮昌

03-3550560
#201

黃銘濃

07-3513121
#2922

林雪娥

FIB71105

 機械產品類：
（1 項）
：經本
局公告之適用標準及版
次。
 電動手工具（11 項）
：經本
局公告之適用標準及版
次。

財團法人精密
機械研究發展
中心

查閱詳細品目
商品驗證登錄(RPC)：
 電機類產品（16 項）
：經本
局公告之適用標準及版
次。
臺中市西屯區協和里工
 電動手工具（11 項）
：經本 業區 37 路 27 號
局公告之適用標準及版
次。

中心

FIB51106

04-23599009
#324

林慶瑀

查閱詳細品目

境外認可工廠檢查機構
機構名稱及
代碼

認可範圍

機構住址

一般財團法人
日本品質保證
機構

商品驗證登錄(RPC)：
 電機類產品（3 項）：經本
局 公 告 之 適 用 標 準 及 版 日本國東京都八王子市
南大沢四丁目 4 番地 4
次。

RFIBJP001

查閱詳細品目

機構電話

聯絡人

+81-42-679-0
立原 克法
126

財團法人台灣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
商品驗證登錄（RPC）認可範圍
一、電機產品類：
1. 含密閉式壓縮機之空氣調節機（限檢驗額定電壓單相 250V 以下或三相 600V 以下，
且冷氣能力在 71kW 以下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415.10.10.10.7、8415.10.10.20.5、8415.10.90.10.0、
8415.10.90.20.8、8415.81.00.00.5A、8415.82.00.00.4A、8415.90.10.00.2】
2. 電冰箱（限檢驗額定電壓單相交流 250V 以下，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源轉接器
使用或充電者，且有效內容積 700 公升以下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418.10.12.00.4、8418.10.13.00.3、8418.21.20.00.1、
8418.21.90.00.6A、8418.29.99.00.9】
3. 電動吸收式冰箱（限檢驗額定電壓單相交流 250V 以下，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
源轉接器使用或充電者，且有效內容積 700 公升以下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418.29.20.00.3】
4. 直立式冷凍櫃（限檢驗額定電壓單相交流 250V 以下，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源
轉接器使用或充電者，且有效內容積 400 公升以下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418.40.90.00.3】
5. 冷藏保溫箱（限檢驗額定電壓單相交流 250V 以下，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源轉
接器使用或充電者，且有效內容積 100 公升以下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418.21.90.00.6B、8418.50.90.00.0、8418.69.90.00.9C】
6. 飲水供應機（限檢驗額定電壓單相交流 250V 以下，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源轉
接器使用或充電者）
【商品分類號列：8418.69.90.00.9A、8516.10.00.00.9D】
7. 家用洗碗碟機（限檢驗額定電壓單相交流 250V 以下，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源
轉接器使用或充電者，且額定消耗電功率 1650W 以下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422.11.00.00.1、8422.19.00.00.3】
8. 洗衣機（限檢驗額定電壓單相交流 250V 以下，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源轉接器
使用或充電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450.11.10.00.4、8450.11.20.00.2、8450.11.30.00.0、
8450.12.10.00.3、8450.12.20.00.1、8450.12.30.00.9、8450.19.10.00.6、8450.19.20.00.4、
8450.19.30.00.2、8450.20.00.00.5】
9. 乾衣機（限檢驗額定電壓單相交流 250V 以下，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源轉接器
使用或充電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451.21.10.00.1、8451.21.20.00.9、8451.21.30.00.7、
8451.29.00.00.5】
10. 除濕機（具壓縮機式者，限檢驗額定電壓單相交流 250V 以下，包括附有交流轉直
流之電源轉接器使用或充電者，且額定消耗電功率 1000W 以下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479.89.10.00.8B、8509.80.90.00.4D】
11. 即熱式電熱水器（限檢驗額定電壓單相交流 250V 以下，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
源轉接器使用或充電者）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516.10.00.00.9A】
貯備型電熱水器(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下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516.10.00.00.9B】
儲備型電開水器（限檢驗額定電壓單相交流 250V 以下，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
源轉接器使用或充電者，且容量 500 公升以下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516.10.00.00.9C】
燙（整）髮機（限檢驗額定電壓單相交流 250V 以下，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源
轉接器使用或充電者，且非屬動物用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516.32.00.00.3B】
微波爐（限檢驗額定電壓單相交流 250V 以下，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源轉接器
使用或充電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516.50.00.00.0】
電磁爐（限檢驗額定電壓單相交流 250V 以下，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源轉接器
使用或充電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516.60.30.00.2】
無熔絲開關（含具漏電保護功能者，限檢驗交流額定電壓 600V 以下，額定電流 800A
以下，啟斷容量 220V/50kA、380V/30kA、440V/25kA 或 600V/20kA 以下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536.20.41.00.4、8536.20.49.00.6】
漏電斷路器（限檢驗交流額定電壓 600V 以下，額定電流 225A 以下，具無熔絲開
關功能者限檢驗啟斷容量 220V/50kA、380V/30kA、440V/25kA 或 600V/20kA 以下
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536.20.90.00.4】
電子式馬桶（便）座（馬桶之加熱或噴洗座墊，限檢驗額定電壓 250V 以下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6910.10.00.00.5B、6910.90.00.00.8B、8516.79.00.00.7C】

二、電子產品類：
1. 電動機車用充電系統設備(限檢驗定置型且具傳導式供電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504.40.99.90.0I】
2. 電動機車用電池交換系設備(限檢驗定置型且具傳導式供電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504.40.99.90.0J】

自願性產品驗證（VPC）認可範圍
1.
2.
3.
4.
5.
6.
7.
8.

冷媒壓縮機
電器用開關
家用自動控制器
設備用斷路器
熱泵熱水器
中小型風力機
LED 燈管
大容量無熔絲斷路器（限檢驗交流電壓 600V 以下，額定電流超過 800A 或短路容量
超過 220V/50kA、380V/30kA、440V/25kA 及 600V/20kA）

9. 空氣斷路器
10. 電機電子產品之原物料、材料及零組件
11. 再生能源系統(變流器)
以下空白

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
商品驗證登錄（RPC）認可範圍
一、電機產品類：
1. 電毯(限檢驗額定電壓單相交流 250V 以下，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源轉接器使用
或充電者，且非屬動物用或藥事法所稱醫療器材者)
【商品分類號列：6301.10.00.00.2】
2. 個人用之電保暖器具(限檢驗額定電壓單相交流 250V 以下，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之
電源轉接器使用或充電者，且非屬藥事法所稱醫療器材者)
【商品分類號列：6307.90.90.90.1F、8516.29.90.90.0B、8516.79.00.00.7V、
9404.30.00.00.8A、9404.90.90.11.3A、9404.90.90.19.5A、9404.90.90.90.7A】
3. 含密閉式壓縮機之空氣調節機（限檢驗額定電壓單相 250V 以下或三相 600V 以下，
且冷氣能力在 71kW 以下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415.10.10.10.7、8415.10.10.20.5、8415.10.90.10.0、
8415.10.90.20.8、8415.81.00.00.5A、8415.82.00.00.4A、8415.90.10.00.2】
4. 電冰箱（限檢驗額定電壓單相交流 250V 以下，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源轉接器
使用或充電者，且有效內容積 700 公升以下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418.10.12.00.4、8418.10.13.00.3、8418.21.20.00.1、
8418.21.90.00.6A、8418.29.99.00.9】
5. 電動吸收式冰箱（限檢驗額定電壓單相交流 250V 以下，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
源轉接器使用或充電者，且有效內容積 700 公升以下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418.29.20.00.3】
6. 直立式冷凍櫃（限檢驗額定電壓單相交流 250V 以下，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源
轉接器使用或充電者，且有效內容積 400 公升以下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418.40.90.00.3】
7. 冷藏保溫箱（限檢驗額定電壓單相交流 250V 以下，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源轉
接器使用或充電者，且有效內容積 100 公升以下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418.21.90.00.6B、8418.50.90.00.0、8418.69.90.00.9C】
8. 飲水供應機（限檢驗額定電壓單相交流 250V 以下，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源轉
接器使用或充電者）
【商品分類號列：8418.69.90.00.9A、8516.10.00.00.9D】
9. 家用洗碗碟機（限檢驗額定電壓單相交流 250V 以下，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源
轉接器使用或充電者，且額定消耗電功率 1650W 以下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422.11.00.00.1、8422.19.00.00.3】
10. 洗衣機（限檢驗額定電壓單相交流 250V 以下，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源轉接器
使用或充電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450.11.10.00.4、8450.11.20.00.2、8450.11.30.00.0、
8450.12.10.00.3、8450.12.20.00.1、8450.12.30.00.9、8450.19.10.00.6、8450.19.20.00.4、
8450.19.30.00.2、8450.20.00.00.5】
11. 乾衣機（限檢驗額定電壓單相交流 250V 以下，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源轉接器
使用或充電者）

12.

13.

14.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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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451.21.10.00.1、8451.21.20.00.9、8451.21.30.00.7、
8451.29.00.00.5】
除濕機（具壓縮機式者，限檢驗額定電壓單相交流 250V 以下，包括附有交流轉直
流之電源轉接器使用或充電者，且額定消耗電功率 1000W 以下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479.89.10.00.8B、8509.80.90.00.4D】
即熱式電熱水器（限檢驗額定電壓單相交流 250V 以下，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
源轉接器使用或充電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516.10.00.00.9A】
貯備型電熱水器(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下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516.10.00.00.9B】
儲備型電開水器（限檢驗額定電壓單相交流 250V 以下，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
源轉接器使用或充電者，且容量 500 公升以下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516.10.00.00.9C】
燙（整）髮機（限檢驗額定電壓單相交流 250V 以下，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源
轉接器使用或充電者，且非屬動物用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516.32.00.00.3B】
微波爐（限檢驗額定電壓單相交流 250V 以下，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源轉接器
使用或充電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516.50.00.00.0】
電磁爐（限檢驗額定電壓單相交流 250V 以下，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源轉接器
使用或充電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516.60.30.00.2】
聚氯乙烯絕緣電力電纜(限檢驗未裝有插接器，電壓超過 80V，不超過 1000V 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544.49.90.00.1A】
聚氯乙烯絕緣電線(限檢驗未裝有插接器，電壓超過 80V，不超過 1000V 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544.49.90.00.1B】
橡膠絕緣電線(限檢驗未裝有插接器，電壓超過 80V，不超過 1000V 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544.49.90.00.1C】
橡膠花線(限檢驗未裝有插接器，電壓超過 80V，不超過 1000V 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544.49.90.00.1D】
聚氯乙烯(PVC)花線(限檢驗未裝有插接器，電壓超過 80V，不超過 1000V 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544.49.90.00.1E】
引出用橡膠絕緣電線(限檢驗未裝有插接器，電壓超過 80V，不超過 1000V 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544.49.90.00.1F】
電機器具用聚氯乙烯絕緣電線(限檢驗未裝有插接器，電壓超過 80V，不超過 1000V
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544.49.90.00.1G】
耐熱聚氯乙烯絕緣電線(限檢驗未裝有插接器，電壓超過 80V，不超過 1000V 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544.49.90.00.1H】
屋外用聚氯乙烯絕緣電線(限檢驗未裝有插接器，電壓超過 80V，不超過 1000V 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544.49.90.00.1I】

28. 聚乙烯絕緣電線(限檢驗未裝有插接器，電壓超過 80V，不超過 1000V 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544.49.90.00.1J】
29. 聚氯乙烯絕緣接戶電線(限檢驗未裝有插接器，電壓超過 80V，不超過 1000V 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544.49.90.00.1K】
30. 橡膠絕緣輕便電纜(限檢驗未裝有插接器，電壓超過 80V，不超過 1000V 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544.49.90.00.1L】

二、電子產品類：
1. 電動機車用充電系統設備(限檢驗定置型且具傳導式供電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504.40.99.90.0I】
2. 電動機車用電池交換系設備(限檢驗定置型且具傳導式供電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504.40.99.90.0J】

三、電動手工具：
1. 手持型電鑽(限檢驗交流電用，30kg 以下，非屬職業安全衛生法所指定之機械設備器
具者)
【商品分類號列：8467.21.00.00.5A】
2. 其他手持型電鑽(限檢驗交流電用，30kg 以下，非屬職業安全衛生法所指定之機械設
備器具者)
【商品分類號列：8467.21.00.00.5B】
3. 手持型沖、鎚擊電鑽(限檢驗交流電用，30kg 以下，非屬職業安全衛生法所指定之機
械設備器具者)
【商品分類號列：8467.21.00.00.5C】
4. 手持型電動圓盤鋸（限檢驗交流電用，30kg 以下，非屬職業安全衛生法所指定之機
械設備器具者）
【商品分類號列：8467.22.00.00.4A】
5. 手持型電鋸(限檢驗交流電用，30kg 以下，非屬職業安全衛生法所指定之機械設備器
具者)
【商品分類號列：8467.22.00.00.4B】
6. 手持型研磨機（限檢驗交流電用，30kg 以下，非屬職業安全衛生法所指定之機械設
備器具者）
【商品分類號列：8467.29.10.00.5A】
7. 手持型圓盤型磨機（限檢驗交流電用，30kg 以下，非屬職業安全衛生法所指定之機
械設備器具者）
【商品分類號列：8467.29.10.00.5B】
8. 手持型電刻磨機(限檢驗交流電用，30kg 以下，非屬職業安全衛生法所指定之機械設
備器具者)
【商品分類號列：8467.29.10.00.5C】
9. 手持型電剪(限檢驗交流電用，30kg 以下，非屬職業安全衛生法所指定之機械設備器
具者)
【商品分類號列：8467.29.20.00.3】

10. 手持型電動套筒扳手(限檢驗交流電用，30kg 以下，非屬職業安全衛生法所指定之機
械設備器具者)
【商品分類號列：8467.29.30.00.1】
11. 其他手持型工具（限檢驗交流電用，30kg 以下，非屬職業安全衛生法所指定之機械
設備器具者）
【商品分類號列：8467.29.90.00.8】

自願性產品驗證（VPC）認可範圍
一、電機電子產品類：
1. 電器用開關（排除未標示 T 溫度之開關及腳踏開關測試領域）
2. 器具用插接器
3. LED 燈管
4. 太陽光電系統(結晶矽、薄膜模組)
以下空白

財團法人台灣燃氣器具研發中心
商品驗證登錄（RPC）認可範圍
一、機械產品類：
1. 鋼鐵製烹飪器具及加熱板，氣體燃料或氣體與其他燃料兩用者（限檢驗燃氣台爐及
燃氣烤箱）
【商品分類號列：7321.11.00.00.5A】
2. 燃氣灶，鋼（鐵）製（限檢驗燃氣台爐及燃氣烤箱）
【商品分類號列：7321.81.00.00.0A】
3. 即熱型燃氣熱水器
【商品分類號列：8419.11.00.00.6】
以下空白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商品驗證登錄（RPC）認可範圍
一、電機產品類：
1. 電毯(限檢驗額定電壓 250V 以下，且非屬動物用或藥事法所稱醫療器材者)
【商品分類號列：6301.10.00.00.2】
2. 個人用之電保暖器具(限檢驗額定電壓 250V 以下，且非屬藥事法所稱醫療器材者)
【商品分類號列：6307.90.90.90.1F、8516.29.90.90.0B、8516.79.00.00.7V、
9404.30.00.00.8A、9404.90.90.11.3A、9404.90.90.19.5A、9404.90.90.90.7A】
3. 飲水供應機（限檢驗額定電壓單相交流 250V 以下，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源轉
接器使用或充電者）
【商品分類號列：8418.69.90.00.9A、8516.10.00.00.9D】
4. 家用洗碗碟機（限檢驗額定電壓 250V 以下，且額定消耗電功率 1650W 以下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422.11.00.00.1、8422.19.00.00.3】
5. 洗衣機（限檢驗額定電壓 250V 以下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450.11.10.00.4、8450.11.20.00.2、8450.11.30.00.0、
8450.12.10.00.3、8450.12.20.00.1、8450.12.30.00.9、8450.19.10.00.6、8450.19.20.00.4、
8450.19.30.00.2、8450.20.00.00.5】
6. 乾衣機（限檢驗額定電壓 250V 以下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451.21.10.00.1、8451.21.20.00.9、8451.21.30.00.7、
8451.29.00.00.5】
7. 即熱式電熱水器（限檢驗額定電壓 250V 以下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516.10.00.00.9A】
8. 貯備型電熱水器(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下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516.10.00.00.9B】
9. 儲備型電開水器（限檢驗額定電壓 250V 以下，且容量 500 公升以下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516.10.00.00.9C】
10. 燙（整）髮機（限檢驗額定電壓 250V 以下，且非屬動物用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516.32.00.00.3B】
11. 聚氯乙烯絕緣電力電纜(限檢驗未裝有插接器，電壓超過 80V，不超過 1000V 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544.49.90.00.1A】
12. 聚氯乙烯絕緣電線(限檢驗未裝有插接器，電壓超過 80V，不超過 1000V 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544.49.90.00.1B】
13. 橡膠絕緣電線(限檢驗未裝有插接器，電壓超過 80V，不超過 1000V 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544.49.90.00.1C】
14. 橡膠花線(限檢驗未裝有插接器，電壓超過 80V，不超過 1000V 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544.49.90.00.1D】
15. 聚氯乙烯(PVC)花線(限檢驗未裝有插接器，電壓超過 80V，不超過 1000V 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544.49.90.00.1E】
16. 引出用橡膠絕緣電線(限檢驗未裝有插接器，電壓超過 80V，不超過 1000V 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544.49.90.00.1F】

17. 電機器具用聚氯乙烯絕緣電線(限檢驗未裝有插接器，電壓超過 80V，不超過 1000V
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544.49.90.00.1G】
18. 耐熱聚氯乙烯絕緣電線(限檢驗未裝有插接器，電壓超過 80V，不超過 1000V 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544.49.90.00.1H】
19. 屋外用聚氯乙烯絕緣電線(限檢驗未裝有插接器，電壓超過 80V，不超過 1000V 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544.49.90.00.1I】
20. 聚乙烯絕緣電線(限檢驗未裝有插接器，電壓超過 80V，不超過 1000V 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544.49.90.00.1J】
21. 聚氯乙烯絕緣接戶電線(限檢驗未裝有插接器，電壓超過 80V，不超過 1000V 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544.49.90.00.1K】
22. 橡膠絕緣輕便電纜(限檢驗未裝有插接器，電壓超過 80V，不超過 1000V 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544.49.90.00.1L】
23. 電子式馬桶(便)座(馬桶之加熱或噴洗座墊，限檢驗額定電壓 250V 以下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6910.10.00.00.5B、6910.90.00.00.8B、8516.79.00.00.7C】
24. 含密閉式壓縮機之空氣調節機（限檢驗額定電壓單相 250V 以下或三相 600V 以下，
且冷氣能力在 71kW 以下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415.10.10.10.7、8415.10.10.20.5、8415.10.90.10.0、
8415.10.90.20.8、8415.81.00.00.5A、8415.82.00.00.4A、8415.90.10.00.2】

二、機械產品類：
1. 熱軋 H 型鋼（限檢驗高度 80 毫米以上者，車用熱軋 H 型鋼除外）
【商品分類號列：7216.33.00.10.5、7216.33.00.20.3、7216.33.00.30.1、7216.99.90.00.9】

三、電動手工具：
1. 手持型電鑽(限檢驗交流電用，30kg 以下，非屬職業安全衛生法所指定之機械設備器
具者)
【商品分類號列：8467.21.00.00.5A】
2. 其他手持型電鑽(限檢驗交流電用，30kg 以下，非屬職業安全衛生法所指定之機械設
備器具者)
【商品分類號列：8467.21.00.00.5B】
3. 手持型沖、鎚擊電鑽(限檢驗交流電用，30kg 以下，非屬職業安全衛生法所指定之機
械設備器具者)
【商品分類號列：8467.21.00.00.5C】
4. 手持型電動圓盤鋸（限檢驗交流電用，30kg 以下，非屬職業安全衛生法所指定之機
械設備器具者）
【商品分類號列：8467.22.00.00.4A】
5. 手持型電鋸(限檢驗交流電用，30kg 以下，非屬職業安全衛生法所指定之機械設備器
具者)
【商品分類號列：8467.22.00.00.4B】

6. 手持型研磨機（限檢驗交流電用，30kg 以下，非屬職業安全衛生法所指定之機械設
備器具者）
【商品分類號列：8467.29.10.00.5A】
7. 手持型圓盤型磨機（限檢驗交流電用，30kg 以下，非屬職業安全衛生法所指定之機
械設備器具者）
【商品分類號列：8467.29.10.00.5B】
8. 手持型電刻磨機(限檢驗交流電用，30kg 以下，非屬職業安全衛生法所指定之機械設
備器具者)
【商品分類號列：8467.29.10.00.5C】
9. 手持型電剪(限檢驗交流電用，30kg 以下，非屬職業安全衛生法所指定之機械設備器
具者)
【商品分類號列：8467.29.20.00.3】
10. 手持型電動套筒扳手(限檢驗交流電用，30kg 以下，非屬職業安全衛生法所指定之機
械設備器具者)
【商品分類號列：8467.29.30.00.1】
11. 其他手持型工具（限檢驗交流電用，30kg 以下，非屬職業安全衛生法所指定之機械
設備器具者）
【商品分類號列：8467.29.90.00.8】
以下空白

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
商品驗證登錄（RPC）認可範圍
一、電機產品類：
1. 含密閉式壓縮機之空氣調節機（限檢驗額定電壓單相 250V 以下或三相 600V 以下，
且冷氣能力在 71kW 以下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415.10.10.10.7、8415.10.10.20.5、8415.10.90.10.0、
8415.10.90.20.8、8415.81.00.00.5A、8415.82.00.00.4A、8415.90.10.00.2】
2. 電冰箱（限檢驗額定電壓單相交流 250V 以下，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源轉接器
使用或充電者，且有效內容積 700 公升以下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418.10.12.00.4、8418.10.13.00.3、8418.21.20.00.1、
8418.21.90.00.6A、8418.29.99.00.9】
3. 電動吸收式冰箱（限檢驗額定電壓單相交流 250V 以下，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
源轉接器使用或充電者，且有效內容積 700 公升以下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418.29.20.00.3】
4. 直立式冷凍櫃（限檢驗額定電壓單相交流 250V 以下，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源
轉接器使用或充電者，且有效內容積 400 公升以下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418.40.90.00.3】
5. 冷藏保溫箱（限檢驗額定電壓單相交流 250V 以下，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源轉
接器使用或充電者，且有效內容積 100 公升以下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418.21.90.00.6B、8418.50.90.00.0、8418.69.90.00.9C】
6. 飲水供應機（限檢驗額定電壓單相交流 250V 以下，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源轉
接器使用或充電者）
【商品分類號列：8418.69.90.00.9A、8516.10.00.00.9D】
7. 家用洗碗碟機（限檢驗額定電壓單相交流 250V 以下，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源
轉接器使用或充電者，且額定消耗電功率 1650W 以下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422.11.00.00.1、8422.19.00.00.3】
8. 洗衣機（限檢驗額定電壓單相交流 250V 以下，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源轉接器
使用或充電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450.11.10.00.4、8450.11.20.00.2、8450.11.30.00.0、
8450.12.10.00.3、8450.12.20.00.1、8450.12.30.00.9、8450.19.10.00.6、8450.19.20.00.4、
8450.19.30.00.2、8450.20.00.00.5】
9. 乾衣機（限檢驗額定電壓單相交流 250V 以下，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源轉接器
使用或充電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451.21.10.00.1、8451.21.20.00.9、8451.21.30.00.7、
8451.29.00.00.5】
10. 除濕機（具壓縮機式者，限檢驗額定電壓單相交流 250V 以下，包括附有交流轉直
流之電源轉接器使用或充電者，且額定消耗電功率 1000W 以下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479.89.10.00.8B、8509.80.90.00.4D】

11. 即熱式電熱水器（限檢驗額定電壓單相交流 250V 以下，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
源轉接器使用或充電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516.10.00.00.9A】
12. 貯備型電熱水器(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下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516.10.00.00.9B】
13. 儲備型電開水器（限檢驗額定電壓單相交流 250V 以下，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
源轉接器使用或充電者，且容量 500 公升以下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516.10.00.00.9C】
14. 燙（整）髮機（限檢驗額定電壓單相交流 250V 以下，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源
轉接器使用或充電者，且非屬動物用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516.32.00.00.3B】
15. 微波爐（限檢驗額定電壓單相交流 250V 以下，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源轉接器
使用或充電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516.50.00.00.0】
16. 電磁爐（限檢驗額定電壓單相交流 250V 以下，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源轉接器
使用或充電者）
【參考商品分類號列：8516.60.30.00.2】

二、電動手工具：
1. 手持型電鑽(限檢驗交流電用，30kg 以下，非屬職業安全衛生法所指定之機械設備器
具者)
【商品分類號列：8467.21.00.00.5A】
2. 其他手持型電鑽(限檢驗交流電用，30kg 以下，非屬職業安全衛生法所指定之機械設
備器具者)
【商品分類號列：8467.21.00.00.5B】
3. 手持型沖、鎚擊電鑽(限檢驗交流電用，30kg 以下，非屬職業安全衛生法所指定之機
械設備器具者)
【商品分類號列：8467.21.00.00.5C】
4. 手持型電動圓盤鋸（限檢驗交流電用，30kg 以下，非屬職業安全衛生法所指定之機
械設備器具者）
【商品分類號列：8467.22.00.00.4A】
5. 手持型電鋸(限檢驗交流電用，30kg 以下，非屬職業安全衛生法所指定之機械設備器
具者)
【商品分類號列：8467.22.00.00.4B】
6. 手持型研磨機（限檢驗交流電用，30kg 以下，非屬職業安全衛生法所指定之機械設
備器具者）
【商品分類號列：8467.29.10.00.5A】
7. 手持型圓盤型磨機（限檢驗交流電用，30kg 以下，非屬職業安全衛生法所指定之機
械設備器具者）

8.

9.

10.

11.

【商品分類號列：8467.29.10.00.5B】
手持型電刻磨機(限檢驗交流電用，30kg 以下，非屬職業安全衛生法所指定之機械設
備器具者)
【商品分類號列：8467.29.10.00.5C】
手持型電剪(限檢驗交流電用，30kg 以下，非屬職業安全衛生法所指定之機械設備器
具者)
【商品分類號列：8467.29.20.00.3】
手持型電動套筒扳手(限檢驗交流電用，30kg 以下，非屬職業安全衛生法所指定之機
械設備器具者)
【商品分類號列：8467.29.30.00.1】
其他手持型工具（限檢驗交流電用，30kg 以下，非屬職業安全衛生法所指定之機械
設備器具者）
【商品分類號列：8467.29.90.00.8】

以下空白

一般財團法人 日本品質保證機構
商品驗證登錄（RPC）認可範圍
電機產品類：
1. 微波爐（限檢驗額定電壓 250V 以下者）
【商品分類號列：8516.50.00.00.0】
2. 家用洗碗碟機（限檢驗額定電壓 250V 以下，且額定消耗電功率 1650W 以下者）
【商品分類號列：8422.11.00.00.1 8422.19.00.00.3】
3. 電磁爐（限檢驗額定電壓 250V 以下者）
【商品分類號列：8516.60.30.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