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傳播設備測試實驗室認證服務計畫

實驗室申請資訊
TAF-CNLA-A06(8)

說明
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iwan Accreditation Foundation，TAF，以下簡稱本會)
是一個提供全方位專業認證服務的非營利性機構，也是我國唯一獲得國際認證組織承認
之認證機構。本會建構符合國際標準之符合性評鑑制度，並且結合國內相關技術團體，
運用專業的評鑑人力，以提供公正、獨立與透明之認證服務。推動國內符合性評鑑機構
(實驗室、檢驗機構、能力試驗執行機構、參考物質生產機構及驗證機構)各領域之國際
認證，提昇其品質與技術能力，並致力於人才培訓與資訊推廣，強化認證公信力，以滿
足顧客(政府、工商業、消費者等)之需求，促進與提昇產業、國家競爭力及民生消費福
祉。
本會為國際實驗室認證聯盟(International Laboratory Accreditation Cooperation；簡稱
ILAC)及亞太認證聯盟(Asia Pacific Accreditation Cooperation；簡稱 APAC)的正會員，並
代表我國簽署國際相互承認協議(Mutual Recognition Arrangement；簡稱 MRA)。本會認
可實驗室與檢驗機構所出具試驗/校正/檢驗報告(或證書)，可為國際間簽署相互承認協
議之認證機構所接受。
本會為公正、獨立與透明之認證機構，對於認證相關文件之規劃、制訂與審查透過
公開意見徵詢，包括公告於本會網站、TAF 會員網之會員專區進行公開徵詢意見、邀
請本會技術委員或外部專家制訂與/或審查等，依各類文件性質不同而採用上述必要的
審查方式，以廣納各界意見。新文件的發行與實施事宜亦於本會網站、認證服務資訊系
統會員專區公告。
聲明：本份文件之智慧財產權屬於本會所有，未經與本會有書面約定前，任何人不得逕
自使用、修改、重製、公開播送、改作、散布、發行、公開發表、解編、反向組譯或販
售。
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
台北辦公室
電話：02-2809 0828 傳真：02-2809 0979
地址：25170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東路二段 27 號 23 樓
新竹辦公室
電話：03-533 6333

傳真：03-533 8717

地址：新竹市 30044 北大路 95 號 2 樓
網址：www.taftw.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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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說明：
為簡化國內電信設備測試實驗室評鑑申請流程，我國負責該項業務之主管機關交通
部電信總局(後於自 2006 年起改制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 1998 年 12 月 31 日正式
登錄「中華民國實驗室認證體系（CNLA）」(後於 2003 年改制為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
會)為該局認可之測試實驗室認證機構，亦即，針對國內電信設備測試規範，經由「財
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會）認證通過之國內測試實驗室，經本會函報至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並經審查通過即可取得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之認可。
為消除電信設備技術性貿易障礙，避免各經濟體電信設備重複測試及驗證，APEC
TEL WG（亞太經合會電信工作小組）於 1998 年 5 月 8 日完成電信設備符合性評鑑相互
承 認 協 定 （ Mutual Recognition Arrangement for Conformity Assessment of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ment，簡稱 APEC TEL MRA）。
在相互承認符合性評鑑機構(CAB)的架構下，透過符合性評鑑程序的一致性，使參加上
揭協定之各經濟體相互認可測試實驗室/驗證機構可依對方經濟體技術法規出具電信設備檢
測報告/驗證證明書，藉此消除重覆檢測、驗證所需之額外成本負擔，縮短產品上市時程，
以促進亞太地區電信設備進出口貿易。有關 APEC TEL MRA 主要協定說明如下：
(1) 協定性質：為一自願性、非法律約束力及多邊架構的相互承認協定。
(2) 產品範圍：包括 APEC Telecom MRA 參與經濟體所接受通訊傳播技術法規所列管
之設備。
(3) 實施階段：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相互承認測試實驗室和相互接受檢測報告程
序；第二階段為相互承認驗證機構和相互接受設備驗證程序。
電信總局於 1998 年正式登錄本會為該局認可之測試實驗室認證機構時，並同時將
本會登載於 APEC Telecom MRA 之附件 II「權責機關和認證機構一覽表」中。亦即，國
內凡經本會認證登錄並報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認可之測試實驗室，依對方經濟體技術
法規所出具之通訊傳播設備檢測報告，即可為 APEC Telecom MRA 參與經濟體所接受。
為簡化我國符合性評鑑機構（測試實驗室）之指派程序，提供廠商便捷之服務，電信總
局以 2003 年 6 月 12 日電信工字第 09205037450 號函請本會作為受理申請及初審之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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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請目的：
(1) 欲成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認可之測試實驗室：
a. 申請作業依本會實驗室認證服務手冊（TAF-CNLA-A01）辦理。
b. 經本會評鑑認可並經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認可之測試實驗室,可依據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之通訊傳播技術規範提供的檢測服務。
c. 國內相關通訊傳播技術規範請至 www.ncc.gov.tw 查詢。
(2) 欲成為通訊傳播設備 MRA 符合性評鑑機構（測試實驗室）：
a. 申請作業依本會驗室認證服務手冊（TAF-CNLA-A01）辦理。
b. 經本會評鑑認可並經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指派為通訊傳播 MRA 符合性評鑑機構
之我國測試實驗室者，可依 APEC TEL MRA 第一階段經濟體之通訊傳播技術規
範提供設備檢測服務。
c. 與我國達成通訊傳播 MRA 合作關係之國家或 APEC 經濟體所規範之技術法規，
請至各國或 APEC 經濟體設置之相關網站瀏覽。
d. 申請台美 MRA 之測試實驗室，請於本會網站下載 FCC 法規要求實驗室自我評
估表 (TAF-CNLA-B21)，由實驗室先行自評，完成填寫該表後，以可編輯之電子
檔案格式上傳至本會資訊系統。
註：非申請成為 APEC 上開經濟體所接受之測試實驗室者，則不為本服務計畫適
用範圍。
3. 繳費方式：
視申請通訊傳播設備測試項目收取相關費用，收費標準請參考本會認證收費標準與繳
費方式(TAF-CNLA-C02)。

4. 申請作業
(1) 受理申請窗口：測試實驗室之申請至登錄皆以本會為窗口，由本會與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進行連結完成所有作業。
(2) 需檢附之資料：
a. 申請書
b. 申請成為通訊傳播 MRA 符合性評鑑機構(測試實驗室)時須增加附件二「通訊
傳播 MRA 符合性評鑑機構（測試實驗室）指派聲明書」及附件三「通訊傳播
MRA 符合性評鑑機構（測試實驗室）指派申請書」書面資料及電子檔，申請
成為通訊傳播 MRA 符合性評鑑機構(測試實驗室)之公司之指派聲明書僅需填
送乙次，毋需逐案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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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事項：
a. 異動申請：依本會權利義務規章之規定，測試實驗室發生任何異動事項時，應
依異動內容檢附相關資料（新增檢測方法或範圍亦屬異動申請），俾利審查作
業進行（請參照附件一），本會對異動申請之處理結果，於通知認可測試實驗
室時，將副本函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b. 評審員：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得指派人員擔任評審員(或技術專家)。
c. 資訊傳達：本計畫認可測試實驗室之各種申請案的提出與認可狀態的改變，本
會將主動通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d. 技術簡報：依國外所規範之技術法規申請通訊傳播設備測試項目時，申請者應
於評鑑前至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簡報相關測試技術法規(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決定是否需要)。

5. 登錄作業
依照此服務計畫經本會認可後，本會將副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經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認可之測試實驗室，將登載於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及本會網站供各方檢索。
擬成為通訊傳播設備 MRA 符合性評鑑機構者，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將依 APEC TEL
MRA 的相關程序函送相關經濟體之通訊傳播主管機關認可。獲認可之測試實驗室，亦
將登載於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網站供各方檢索。
若國內外通訊傳播主管機關(如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
(FCC)、澳洲 ACA 等)對本計畫認可測試實驗室的接受狀態有任何改變時，該認可測試
實驗室也會被暫時終止、終止或撤銷於本計畫的登錄，至於是否亦會暫時終止、終止
或撤銷認證則需視情況而定。

6.其他注意事項
經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指派為通訊傳播 MRA 符合性評鑑機構(測試實驗室)者，應
確實遵行下列條款，違反者，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得逕自去函對口權責機關撤銷 MRA
符合性評鑑機構(測試實驗室)之指派，並將撤銷資訊公告於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網站。
(1) 應確實依照對口國權責機關之技術法規，公正及確實執行設備測試工作及出具符
合規定之測試報告。
(2) 應持續確保測試實驗室認證狀態。
(3) 申請本服務計畫之測試實驗室，每年實施至少一次監督評鑑活動。
(4) 發行 FCC 測試報告應使用本會認證標誌或 ILAC-MRA 實驗室組合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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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認證範圍、認證狀態、實驗室地址、實驗室負責人及公司所有權或名稱有任何異
動或發生其它足以影響測試實驗室成為符合性評鑑機構能力之顯著異動時，應於
十五日內檢附相關認證資料函知本會。
(6) 當對口國權責機關對通訊傳播 MRA 符合性評鑑機構(測試實驗室)的技術能力或
出具的測試報告有疑義時，應於期限內，檢具中英文說明資料及證明文件提送國
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函轉該國澄清。
(7) 不得從事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指派範圍外之不實宣導活動。
(8) 不得提報不實的申請資料。

7.連絡資訊
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新竹辦公室
網址：www.taftw.org.tw (申請書表可於網站下載)
地址：300 新竹市北大路 95 號 2 樓
連絡窗口：實驗室認證一處 電光組
電話：03-5336333 傳真：03-5338717

2019.01.28
註:本文件中畫底線的部份為本版次主要修訂處

Email:oe@taftw.org.tw

第 4 頁，共 8 頁

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

TAF-CNLA-A06(8)

附件一 通訊傳播設備測試實驗室送審評鑑及認可登錄應檢具文件明細表
項
次

送審評鑑及認可登錄應檢具之文件項目

1 人員一覽表（資格、學經歷、受訓）
2 測試實驗室配置圖

3 儀器設備及場地能量校正一覽表
4 儀器設備及場地能量校正結果

說明
如報告簽署人等
如 OPEN TEST SITE、CHAMBER 及隔離室
之尺寸及數量、照片等
需包含校正週期、日期、追查日期、校正狀
態、查核人員等
需可追溯國家量測標準
1.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量測不確定度評估報
告需包含：
A. 內容需包含量測目的、參考標準、量
測標準、評估結果及應用。
B. 評估項目需涵蓋：
a. 傳導干擾量測（CE）
b. 輻射干擾量測（RE）
（3 m 測距、10
m 測距）：含各頻段，頻帶邊緣，混
附發射水平及垂直

通訊傳播設備量測不確定度（Uncertainty）評
5

估報告

c. 操作頻率穩定度（對溫度、電壓之變
動）之量測
d. 峰值輸出功率量測（含 Radiation 及
Conducting 二種）
e. 峰值功率磁場密度（power density）
量測
f. 頻率偏移量量測
g. 佔用頻寬測試（含 6dB, 20dB, 26dB）
h. 鄰頻道功率測試（dB）
i. 最大調變量（%）
有效輻射功率測試（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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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電信終端設備量測不確定度評估報告需
包含：
A. 內容需包含量測目的、參考標準、量
測標準、評估結果及應用。
B. 無線電信終端設備評估項目（依實際
設備檢驗項目）需涵蓋：
a. 傳導干擾量測（CE）
b. 輻射干擾量測（RE）
：含水平及垂直
c. 操作頻率穩定度（對溫度、電壓之變
動）之量測
d. 輸出功率（RF Conducted power）量

通訊傳播設備量測不確定度（Uncertainty）評
5

估報告

測（含 Radiation 或 Conducting）
e. 電磁波能量比吸收率（SAR）量測
f. 頻率偏移量量測
C. 有線電信終端設備評估項目（依實際
設備檢驗項目）需涵蓋：
a. 公眾電話交換網路介面量測
b. ISDN 終端設備量測
c. ADSL 終端設備量測
d. DS1 終端設備量測
e. 網路語音閘道器/網路電話量測
3. 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量測不確定度評
估報告需涵蓋：
a. DVB-C 傳輸標準量測項目
b. Ethernet 傳輸標準量測項目
依備申請項目，提供國內或國外技術規範要

6 測試標準作業程序（SOP）

求之檢測方法程序（含測試標準之依據、儀
器配置圖、測試方法、儀器設定值、掃瞄測
試圖）

7 測試實驗室測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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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通訊傳播 MRA 符合性評鑑機構（測試實驗室）指派聲明書
經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指派為通訊傳播 MRA 符合性評鑑機構(CAB)者，應確實遵
行以下條款，違反者，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得逕行去函對口國權責機關撤銷該 MRA
CAB 之指派，並將撤銷資訊公告於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網站。
一、應確實依照對口國權責機關之技術法規，公正及確實執行設備測試工作及出具符合規
定之測試報告。
二、應持續確保測試實驗室認證狀態。
三、認證範圍、認證狀態、實驗室地址、實驗室負責人有任何異動或發生其他足以影響測
試實驗室成為符合性評鑑機構能力之顯著異動時，應於十五日內檢附相關認證資料向
全國認證基金會提出申請。
四、當對口國權責機關對 MRA CAB 的技術能力或所出具的測試報告有疑義時，應於限期
內，檢具中英文說明資料及或證明文件提送本會函轉該國澄清。
五、不得從事與本會指派範圍外之不實宣傳活動。
六、不得提報不實之申請資料。
本公司已充分瞭解上述條款內容並清楚作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指派MRA CAB應負
的責任，本公司願意督促所屬測試實驗室切實遵守並全力配合，如有違反，願接受貴會撤銷
指派之處置，絕無異議。
此致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公司全銜及蓋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代表人簽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 年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月 _________________ 日
備註：
一家公司僅需填送乙次聲明書，請於所屬測試實驗室提出首次通訊傳播 MRA CAB 申請案時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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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通訊傳播 MRA 符合性評鑑機構（測試實驗室）指派申請書
1. 測試實驗室資料(Testing Laboratory Information)
測試實驗室名稱：
Name of Testing Lab:

測試場地址對應的 FCC Registration
Number (FRN, 10 digits in length)

測試實驗室實際地址(請列出所有測試場地地址)：
Physical Address of Testing Laboratory:
測試實驗室郵寄地址：
Mailing Address of Testing Laboratory:

Web Site（網址）:
姓名：

職稱：

測試實驗室負責人 Name：
(Head of Testing
電話(Tel):
Laboratory)
電子信箱(E-mail):

測試實驗室
聯絡人
(Contact Person of
Testing Laboratory )

2.

傳真(Fax):
聯絡地址(Contact’s Address):

姓名：

職稱：

Name：

Title：

電話(Tel):

傳真(Fax):

電子信箱(E-mail):

聯絡地址(Contact’s Address):

申請指派之範圍(Scope of Designation Sought)
設備種類
(Product Type)

國別(Country)

3.

Title：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or part(s) thereof
技術規範名稱及其章節

認證資料(Accreditation Information) （本項資料由本會填寫）

認可編號( Lab Code):

證書號碼(Certificate Number):

證書核發日期(Date of Issue of Accreditation):

證書有效期限(Date of Expiry of Accreditation):

公司全銜及蓋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公司代表人簽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申請案聯絡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it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EL: ____________________ Fax: 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日期：
本會審核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審核完成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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