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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保護業務簡訊 

 
 

本局自 101 年 10 月 1 日起對「成

衣、毛衣、泳衣、織襪、毛巾、寢

具、內衣」實施強制檢驗 

為確保紡織品安全並保護消費者權益，

本局已公告自 101 年 10 月 1 日起，將成

衣、毛衣、泳衣、織襪、毛巾、寢具、內衣

等商品列為應施檢驗品目範圍，屆時不論進

口或生產列檢範圍內的商品皆須符合相關檢

驗標準規定。 

成衣等紡織產品在印染和後處理等過程

中需加入各種染料、助劑等整理劑，這些整

理劑中或多或少地含有或產生對人體有害的

物質，當有害物質殘留在紡織品上達到一定

量時，就會對人們的皮膚，乃至人體健康造

成危害，據此本 局將依據國 家標準 CNS 

15290「紡織品安全規範(一般要求)」、「織

品標示基準」及「服飾標示基準」對上述紡

織品進行「游離甲醛」、「禁用之偶氮色

料」、「鎘、鉛」、「有機錫」、「繩帶及

拉帶之物理性安全要求」檢測及「中文標

示」查核。 

為使產製或進口相關商品業者能明瞭檢

驗規定，並積極因應，相關檢驗規定已置於

本局網站(www.bsmi.gov.tw)/業務專區/商品檢

驗業務/紡織品檢驗園地，歡迎各界參考。 

本局呼籲業者應生產或進口符合規定之

紡織品及提醒消費者應選購標示完整之產

品，以確保使用該項產品安全。 

 

本局公布「攜帶式卡式爐」及「卡

式瓦斯罐」購樣檢測結果 

攜帶式卡式爐及卡式瓦斯罐（以下簡

稱為瓦斯罐）因輕巧方便，近年來已逐漸

成為野炊烤肉的熱門商品。為確保民眾之

使用安全，本局已在中秋節前赴五金超

市、百貨商行及大賣場執行卡式爐及瓦斯

罐之市場購樣檢測。本次各計購買 10 種廠

牌型號之卡式爐及瓦斯罐，檢測結果瓦斯

罐全部合格；卡式爐則品質檢測項目全部

符合規定，但標示檢查有 2 種廠牌型號不

符合。 

    對於不符合商品將派員調查不符合原

因，並依規定要求報驗義務人限期回收改

正或予以相關處分；同時本局將持續加強

卡式爐及瓦斯罐之出廠、進口檢驗及市場

檢查，以確保民眾之消費權益及使用安

全。 

    卡式爐及瓦斯罐均為本局應施檢驗商

品，本次市場購樣檢測，卡式爐係依照國

家標準 CNS 14529「攜帶式卡式爐」進行檢

測，檢測項目為「構造檢查」、「燃氣通

路之氣密性」、「燃氣通路之耐壓性」、

「燃燒狀態」、「電氣點火性能」、「壓

力感知安全裝置」及「標示檢查」等 7

項；而瓦斯罐則依照國家標準 CNS 14530

「攜帶式卡式爐用燃料容器」進行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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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項目為「氣密試驗」、「耐壓試驗」

及「標示檢查」等 3 項。檢測結果標示檢

查不符合之 2 種廠牌型號，一種為本體標

示之型號與原報驗型號不符，另一種為本

體與使用說明書標示之製造日期不一致，

影響民眾之消費權益。 

本局呼籲消費者應選購貼有商品安全

標章之產品，對於經檢驗合格之卡式爐及

瓦斯罐，仍應正確使用，不正確的使用方

式，亦可能發生危險。以下列出常被忽略

的注意事項，提醒民眾注意安全： 

一、選購與使用前： 

（一）選購時，確認卡式爐及瓦斯罐本體貼

印中文標示、操作及使用注意事項標

示，並附有使用說明書。 

（二）使用前先詳閱說明書與注意事項，並

確認卡式爐及瓦斯罐體無銹蝕、變

形，且爐具與爐架能平穩放置，旋鈕

與按壓開關操作順暢，本體結構良好

無鬆動之情形。 

二、烹煮使用過程： 

（一）使用場所要保持良好通風，以避免造

成缺氧或一氧化碳中毒之意外。 

（二）安裝瓦斯罐時，將瓦斯罐上之「環扣

缺口」朝上，與卡式爐上凸出之「導

引片」對正後再接合。 

（三）使用時，確認爐具能穩固平放置於

地面或枱面，並遠離易燃物及備用

瓦斯罐。 

（四）點火前，依本體使用標示及說明書正

確操作，並按壓旋鈕瓦斯開關，確認

瓦斯罐接合部位及爐具瓦斯通路無漏

氣現象，亦可用簡易方式檢查，先聞

有無瓦斯異味或用肥皂泡沬檢查。 

（五）烹煮時，卡式爐及瓦斯罐本體應避免

過熱。例如不可使用超出爐架面積之

過大鍋具、烤盤；不可將兩台卡式爐

並排使用；卡式爐使用時附近不可接

近固定式瓦斯爐或其他火源，以避免

熱輻射造成器具接合處的密合墊劣化

及瓦斯罐壓力升高，產生漏氣致著火

爆炸。 

（六）使用卡式爐，發現有漏氣異常或使用

故障現象時，應立即停止使用，並連

絡廠商修理。 

三、使用後儲放： 

（一）烹煮完畢，應將瓦斯罐退出卡式爐，

且爐具內不可放置備用瓦斯罐，並將

爐具清理乾淨後適當存放。 

（二）瓦斯罐使用完畢，切記不可將空罐擲

入火源，且不可再充填瓦斯使用。 

（三）收存瓦斯罐時，應置放在陰涼、乾燥

及通風良好處，避免陽光直接照射，

並勿置於高溫或密閉空間如汽、機車

行李箱。 

卡式爐使用前應先行檢查其安全裝置

是否有銹蝕或動作不順的現象，若有銹蝕

或動作不順的現象應即勿使用；卡式爐使

用中，若瓦斯罐過熱導致安全裝置作動，

自動關閉燃氣通路而熄火時，應立即停止

使用，待排除瓦斯罐過熱原因及更換瓦斯

罐後再行使用，以避免發生氣爆之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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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銀樓用秤交易公平 本局再次

呼籲業者儘速申請檢定 

由於黃金價格飆漲，銀樓用秤準確度

攸關業者及消費者雙方權益，目前大部分

銀樓業者皆已使用經本局檢定合格磅秤交

易，本局再次呼籲少數尚未申請銀樓用秤

檢定之業者儘速申請檢定。 

銀樓用秤係屬應經檢定法定度量衡

器，非經檢定合格者，不得提供計量交易

使用。民眾買賣黃金時請注意磅秤本體是

否貼有『同』字檢定合格單，店家門口是

否貼有「本營業場所交易用秤已檢定合

格」之標識。 

免收臨場檢定費新臺幣 500 元之優惠

措施將於本（101）年 12 月 31 日結束，請

尚未申請銀樓用秤檢定之業者儘速申請檢

定，以維護計量準確及確保買賣雙方權

益。 

申請銀樓秤檢定電話：02-28348456(代

表號)分機 107、109。 

     

 

     本局呼籲消費者購買液晶電視時，

請記得與業者討論加裝防傾倒措施 

鑑於 2011 年日本 311 大地震之後，日

本電視機廠商收到許多消費者反映液晶電

視傾倒事件，其中大部分申訴電視面板受

損，部分則申訴兒童遭電視砸傷，本局呼

籲消費者購買液晶電視時，請記得與業者

討論加裝防傾倒措施，業者也應採取適當

措施加以因應此議題。 

在科技進步的引領下，液晶電視發展

已為世界潮流，為提升高畫質電視節目品

質，無線電視台採用數位化技術傳送數位

(digital)電視節目，相較於傳統映像管電

視，民眾可以收看更清晰之電視節目內

容，因此液晶電視也越來越普遍。然而液

晶電視較同尺吋傳統映像管電視輕且薄型

化，相對較不穩固，由於台灣與日本同為

地震發生頻繁之國家，為維護消費者安

全，本局已發函建議電視機廠商在產品說

明書中應加強記載如何確保電視機穩固之

措施。本局也提醒民眾購買液晶電視時，

請記得與業者討論如何加裝防止傾倒裝

置，以免電視機傾倒損毀或危及家中兒童

安全。本局建議預防傾倒措施如下： 

一、購買液晶電視時，在溝通安裝細節

時，請記得與業者討論加裝防傾倒裝

置。 

二、安裝液晶電視時，應將液晶電視鎖附

於牆壁或電視櫃上。 

三、液晶電視放置於家具上時，應儘可能

使液晶電視置於家具的後方。 

四、會吸引孩童的玩具、遙控器或類似物

品，不宜放置於液晶電視周圍。 

五、讓液晶電視的電纜線遠離孩童。 

本局再次呼籲消費者及業者應重視液

晶電視防傾倒措施，以確保安全地享受液

晶電視帶來之視聽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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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監視員反映應施檢驗商品案件統計表 

(電腦資料統計時間：101 年 1～10 月) 

 

 

 

 

 

「臺歐盟產品風險評估暨玩具符合性

評鑑程序研討會」 已於 10 月 29 日

在臺北登場 

    本局與歐洲經貿辦事處已於本（101）

年 10 月 29 日(星期一)假臺大凝態科學暨物

理學館國際會議廳共同舉辦「臺歐盟產品

風 險 評 估 暨 玩 具 符 合 性 評 鑑 程 序 研 討

會」。 

    本研討會除邀請歐盟企業總署主管官

員及歐盟產業界代表發表演講外，並有我

方行政院經建會、本局及在台國際檢測機

構專家代表發表演講。本研討會邀請相關

政府機關、公會、協會、實驗室、廠商、

研究機構等單位參加，與歐方共同研討及

分享在玩具產品風險評估制度中所實施經

驗、問題、解決方式及未來政策方向，俾

協助我國廠商瞭解歐盟法規及促進臺歐雙

方未來法規管理合作之交流。 

    良好的產品風險評估制度除可提升產                                                

品安全、保障消費者權益外，更大幅降低

廠商符合性評鑑之成本及節省行政資源，

近年來在國際場域間，相關議題已被廣泛

的研究，而自去年我國與歐盟合辦「供應

商符合聲明研討會」後，國內討論亦持續

發酵中，為延續及呼應去年研討會主軸，

本研討會之焦點將放在玩具產品上，藉由

臺歐雙方深度剖析特定產品風險評估之實

施經驗，可作為彼此相關單位及部門等在

執行上之借鏡。 

本研討會上午議程主要將針對法規制

度進行分享，下午則就符合性評鑑執行面

及市場監督作討論，期待本研討會能加深

臺歐雙方在政策方向及技術能力之了解，

促進雙方未來在標準與符合性評鑑領域更

進一步之合作。 

 

 

 

 

 

 

 

 

  案件 

分局 
應施檢 

驗商品 

度量

衡 

正字 

標記 

商品 

標示 
其他 

年度 

小計 

總局 125 0 0 24 4 153 

基隆分局 170 0 0 5 0 175 

新竹分局 485 1 0 554 0 1040 

臺中分局 334 0 0 175 0 509 

臺南分局 488 3 0 99 5 595 

高雄分局 531 8 0 175 1 715 

花蓮分局 209 0 0 695 0 904 

合計 2342 12 0 1727 10 4091 

R30001 

國內外消費性商品訊息 

（本 QR code 可連結至本局商

品安全資訊網/義務監視員專區/

消費者保護簡訊） 

交流園地

101 年 11 月 1 日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