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與國外相互承認協議
實驗室認證服務計畫

文件編號：TAF-CNLA-A13(10)
文件類別：實驗室申請資訊
日
期：2019 年 3 月 11 日

1.背景說明：
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以下簡稱為本會)為協助(註 1 與註 2)政府主管機關與
國外主管機關，達成有關符合性評估作業相互承認協議(詳見適用範圍)，促進
本會認可實驗室測試報告的接受性，避免重覆評鑑，以及提昇認證效益，特訂
定本服務計畫。
一般而言，主管機關間對測試報告相互接受的協議通常會涉及實驗室指派
(designate)作業(註 3 與註 4)。指派基礎是實驗室應具有 ISO/IEC 17025 的認證
資格，並具從事對方國家技術法規的測試能力，而由我方主管機關提送實驗室
詳細資訊給對方，獲得對方主管機關登錄，或正面回應等形式接受即完成指派
作業。
本服務計畫主要敘述如何經由向本會申請認證而成為被主管機關所指派的實
驗室，以及相關權利與義務。本服務計畫未明列或詳列的部份，將依據本會實
驗室與檢驗機構認證服務手冊（以下簡稱服務手冊，編號：TAF-CNLA-A01）
之規定。
註 1:依據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2005 年 10 月 11 日經標三字第 09430007470 號與
2006 年 2 月 27 日經標三字第 09530000960 號辦理。
註 2:依據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2006 年 12 月 25 日經標三字第 09530008240 號與
經標三字第 09530008241 號辦理。
註 3:依據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2017 年 8 月 21 日經標三字第 10630004750 號辦
理，紐西蘭主管機關將不會對我方提送的指派實驗室名單作登錄、回函等
具體形式的回應。若已獲本基金會就相關測試領域之認證後，即可獲紐方
認可，可直接執行臺紐相互承認協議下之測試領域業務。
註 4:依據駐菲律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與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簽署之「臺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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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產品符合性評鑑相互承認協議」(由我方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與菲律賓
貿易與工業部菲律賓標準局(BPS)執行)，獲本基金會就相關測試領域之認
證，並經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指派及菲律賓貿易與工業部菲律賓標準局(BPS)
認可，即可執行臺菲相互承認協議下之測試領域業務。
2.適用範圍：
本服務計畫所提供的實驗室認證服務包含下列四份協議:
(1) 我駐紐西蘭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與紐西蘭商工辦事處於 2005 年 7 月 15 日
所簽署的「關於促進電氣與電子類產品貿易協議」
，範圍為紐西蘭政府對電
機電子類商品強制檢驗的電磁相容性與電氣安全。電氣安全方面的主管機
關為紐西蘭消費者事務部之能源安全局，電磁相容方面的主管機關為紐西
蘭經濟發展部之無線電射頻管理組，相關法規請參閱紐西蘭主管機關網
站：www.ess.govt.nz 與 www.rsm.govt.nz。此協議於國內的主管機關為經濟
部標準檢驗局。
(2)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與新加坡標準、生產力暨創新局(SPRING, Singapore)於
2005 年 11 月 28 日所簽署的「符合性評估作業相互承認協議」
，範圍為新加
坡政府對電機電子類進口品(包含資訊產品，但電信設備與醫療設備不在此
協議範圍內) 強制檢驗的電磁相容(註 5)與電氣安全。相關法規請參閱新加
坡主管機關網站：www.safety.org.sg。
註 5:新加坡無電磁相容要求。
(3) 我駐美國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與美國在臺協會，於 1999 年 3 月 16 日「關
於電磁相容相互承認協議」之交換信函，範圍為美國政府對電機電子類、
資訊類商品強制檢驗的電磁相容性。電磁相容方面的主管機關為美國聯邦
通信委員會，相關法規請參閱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主管機關網站：
www.fcc.gov。此協議於國內的主管機關為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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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2019 年 1 月 25 日與菲律賓貿易與工業部菲律賓標準局
(BPS)就「臺菲工業產品符合性評鑑相互承認協議」進行雙邊會議確認，範
圍為電機產品與輪胎等認證結果與符合性評鑑結果之互認。相關法規請參
照菲律賓標準局網站: http://www.bps.dti.gov.ph/
3.認證對象：
(1) 依臺紐所簽屬「關於促進電氣與電子類產品貿易協議」及臺星所簽屬「符
合性評估作業相互承認協議」之規定，於國內合法登記的機構，執行國外
強制性規定之第三者測試工作的獨立實驗室，或官方測試機構。
(2) 依臺美之「關於電磁相容相互承認協議」規定，於國內合法登記的機構，
執行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電磁相容法規之測試實驗室，或官方測試機
構。
(3) 依臺菲之「臺菲工業產品符合性評鑑相互承認協議」之「符合性評鑑方案
ICC 方案」規定，於國內合法登記的機構，執行菲律賓貿易與工業部菲律賓
標準局(BPS)公告內與 ICC 方案相關之工業產品之測試實驗室，或官方測試
機構。
4.收費標準與繳費方式：
請參閱「認證收費標準與繳費方式(TAF-CNLA-C02)」。
5.申請作業
(1) 實驗室申請至登錄皆以本會為窗口，由本會與標準檢驗局進行連結完成所
有作業。
(2) 實驗室申請的作業皆依服務手冊(TAF-CNLA-A01)，針對申請有關紐西蘭，
新加坡、美國 FCC、菲律賓相互承認者，請於申請書中勾選申請本服務計
畫。
(3) 申請本特定服務計畫之申請認證內容，須為臺紐、臺星、臺美、臺菲所簽
屬之相互承認協議中所規定之產品名稱與試驗方法。
a.申請臺紐 MRA，申請認證內容須依臺紐「關於促進電氣與電子類產品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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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協議」所規定之產品名稱與試驗方法，請參考以下連結:
http://www.energysafety.govt.nz/appliances-fittings/electrical-appliances-fitti
ngs/core-requirements/international-cooperation-recognition/current-mras/nztaiwan-mra?searchterm=TAIPEI
b.申請臺星 MRA，申請認證內容須依臺星「符合性評估作業相互承認協議」
所規定之產品名稱與試驗方法。請自行至下述連結，下載Singapore
Consumer Protection (Safety Requirements) Registration Scheme Information
Booklet之最新公告；
http://www.spring.gov.sg/Building-Trust/Raising-Confidence/Consumer-Prod
uct-Safety/CPS-Scheme/Pages/cps-scheme.aspx
c.申請臺美 MRA，申請認證內容須依臺美「關於電磁相容相互承認協議」
所規定之產品名稱與試驗方法，請參閱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主管機關網
站：www.fcc.gov，並於本會網站下載 FCC TECHNICAL ASSESSMENT
CHECKLIST (TAF-CNLA-B21)，由實驗室先行自評及填寫該自評表後，
將可編輯之電子檔案上傳至本會資訊系統或以紙本寄回本會。
d.申請臺菲 MRA，申請認證內容須依臺菲「臺菲工業產品符合性評鑑相互
承認協議」所規定之產品名稱與試驗方法，請參照菲律賓標準局網站:
http://www.bps.dti.gov.ph/
(4) 實驗室評鑑、審議與認證決定依本會服務手冊(TAF-CNLA-A01)進行，唯於
現場評鑑結束後，實驗室需填寫並寄回下列申請書:
a. 申請臺紐 MRA: 無須填寫申請書。
b. 申請新加坡 MRA: 請填寫「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MRA 符合性評鑑機構(測
試實驗室)指定申請書) (TAF-CNLA-B10)」，針對欲被指派的國別、產品
範圍與測試方法/標準進行填寫。
c. 申請美國 MRA: 請填寫「Laboratory Information for Applying FCC Test
Firm Registration (TAF-CNLA-B11)」。
d. 申請菲律賓 MRA: 請填寫「Designation of Conformity Assessment Bodies
under the TECO-MECO MRA)」申請表 (請自行至下述連結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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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smi.gov.tw/wSite/lp?ctNode=8930&CtUnit=3384&BaseDSD=
7&mp=1) , 就指派機構之相關內容、申請範圍與測試方法/標準等進行填
寫。
6.認可證書與登錄作業
(1)申請本服務計畫且獲得本會認證的實驗室，其認證證書的內容會載明在本服
務計畫項下所認可的事項。
(2)實驗室依照此服務計畫取得本會認證後，本會將副知標準檢驗局。由標準檢
驗局指派且轉送至相互承認之對方國主管機關認可後，由標準檢驗局依相互
承認協議的程序取得該主管機關認可資訊(如認可登錄編碼)且知會本會，本
會將於本會網站中，登錄實驗室於本計畫的認可實驗室名單中，供各方檢索。
(3)若國外主管機關(如新加坡、菲律賓)對本計畫認可測試實驗室的接受狀態有
任何改變時，該認可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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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或撤銷本會的認證則需視情況而定。
7.異動
(1)異動申請：依本會權利義務與規章以及服務手冊(TAF-CNLA-A01)之規定，
測試實驗室有異動事項發生時，應依異動內容檢附相關資料，向本會提出申
請。本會對異動申請之處理結果，於通知認可測試實驗室的同時，將副本函
知標準檢驗局。
(2)資訊傳達：本計畫認可測試實驗室的各類申請案的提出與認可狀態的改變，
本會將主動通知標準檢驗局。
8.維持認證
(1)本服務計畫對實驗室維持認證的監督評鑑、查訪、年會、實驗室主管在職
訓練等活動皆說明於服務手冊(TAF-CNLA-A01)中，實驗室應接受及配合本
會安排之定期或不定期之監督評鑑、查訪等活動。
(2)指派為臺美 MRA 之測試實驗室，每年實施至少一次監督評鑑活動。
(3)認證實驗室應持續符合認證規範及要求，當主管機關對實驗室的技術能力
或出具的測試報告有疑義時，實驗室應配合及接受本會的查證，包含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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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記錄提供、現場查訪及召開會議等，以釐清事實。當主管機關認定認證
實驗室無法維持服務計畫項目而改變其指派或認證狀態(包含：不認可、廢
止、撤銷、暫停等)，本會將依其影響範圍同時變更認證實驗室的認證維持(包
含:暫時終止、減列、終止或撤銷)。
9.認可實驗室轉至/增加本計畫認證
認可實驗室要轉至/增加本計畫認證可以增列認證或異動方式提出。若不涉及增
加認證項目時，請以認可實驗室異動的方式提出。
10.其它注意事項
(1)經由本服務計畫所認可實驗室，於執行本服務計畫之測試所發行的測試報
告應附有本會認證標誌或 ILAC-MRA 實驗室組合標記。
(2)實驗室不應受到製造廠商或貿易商等的影響，且應秉持公正無私、客觀與
專業執行本服務計畫的測試工作與發出測試報告。
(3)當對方國主管機關對實驗室的技術能力或出具的測試報告有疑義時，實驗
室應能配合接受本會的查訪與/或提供相關說明資料或紀錄等，以解釋/澄清
/處理相關問題。
11.連絡資訊
(1) 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新竹辦公室
網址：www.taftw.org.tw
地址：3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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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oe@taftw.org.tw

(2)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第三組
網址：www.bsmi.gov.tw
地址:台北市濟南路一段 4 號
連絡窗口：陳業鴻先生
連絡電話：02-2343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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