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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義務監視員職前作業說明會 

化工類應施檢驗商品介紹 

 



 簡報大綱 

民生類應施檢驗商品 

化工類應施檢驗商品 

 



民生類應施檢驗商品 

兒童用品 

玩具 

筆擦 

兒童自行車 

兒童高腳椅 

兒童雨衣 

手推嬰幼兒車 

嬰幼兒學步車 

兒童用床邊護欄 

民生用品 

旅行箱 

感熱紙 



兒童用品－玩具 

 範圍：凡設計、製造、銷售、陳列或標示供14 
歲以下兒童玩耍遊戲之產品均稱之為玩具。 

 檢驗方式與商品檢驗標識 

 驗證登錄 

 監視查驗 

M00000 

      

或 

R00000 

      



兒童用品－玩具（續） 

鑑於玩具商品種類繁多，無法全數列舉，自103年3月1
日起凡屬CNS 4797定義之玩具均為本局公告應施檢驗
玩具商品範圍，貨品分類號列僅係協助邊境管理之參
據，是否屬應施檢驗玩具範圍仍由本局核判。經本局
核判屬應施檢驗玩具範圍者，業者不得因商品之品目
非屬本局公告之貨品分類號列而主張非為應施檢驗玩
具商品。 



兒童用品－筆擦 

 範圍－包括典型橡皮擦、橡皮擦筆、造型橡皮擦、組合文

具組、附其他功能之橡皮擦等。檢驗方式與商品檢驗標
識 

 驗證登錄 

 監視查驗 

M00000 

      或 

R00000      



兒童用品－兒童自行車 

 範圍－座墊最大高度在435 mm 以上， 未滿635 mm， 

憑藉後輪驅動之兒童自行車。 

 檢驗方式與商品檢驗標識 

 驗證登錄 

 監視查驗 

R00000 

      

或 

M00000 

      



兒童用品－兒童高腳椅 

 範圍－供6個月以上36個月以下能自主配合坐穩之兒童
使用，提高座位高度能達餐桌高度之自立式坐椅。 

 檢驗方式與商品檢驗標識 

 驗證登錄 

 監視查驗 

R00000 

      

或 

M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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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用品－兒童雨衣 

 範圍－限檢驗標示「兒童雨衣」或「適穿身高70公分以
上至150公分以下」之商品，不包含具防水功能之紡織
服飾。 

 檢驗方式與商品檢驗標識 

 驗證登錄 

 監視查驗 

R00000 

      

或 

M00000 

      



兒童用品－手推嬰幼兒車 

 檢驗方式與商品檢驗標識 

 驗證登錄 

 逐批檢驗 



兒童用品－嬰幼兒學步車 

 檢驗方式與商品檢驗標識 

 驗證登錄 

 逐批檢驗 



兒童用品－床邊護欄(106年11月1日列檢) 

 檢驗方式與商品檢驗標識 

 驗證登錄 

 型式認可逐批檢驗 



民生用品－旅行箱 

 範圍－旅行箱，限檢驗具有輪子或拉桿之有邊框或固定
形狀的箱類產品，自106年3月1日列檢。 

 檢驗方式與商品檢驗標識 

 驗證登錄 

 型式認可逐批檢驗 



民生用品－感熱紙 

範圍－基紙表面塗布熱感應塗料層所組成的感熱紙。主要用
於(1)傳真；(2)買賣收據(Print of sale, POS)：郵件標籤、
提貨和送貨帳單、集合貼紙、信用卡簽帳單、停車單、運輸
憑證、存貨包裝用紙、空運費帳單等；(3)標籤：病歷報告
標籤、賣場食物標籤、ATM收據、航空公司登機牌、行李牌
等；(4)票券：車票、樂透彩券、高鐵票等。  

檢驗方式－監視查驗   免貼檢驗標識 
市售感熱紙商品應依文具商品標示基準之特殊文具商品
應行標示事項正確標示。 

中文標示：包括商品名稱、尺度(或淨重)、基重、主要
用途及使用方法、主要材質或成分、注意事項或緊急處
理方法、有效日期、警告標示及製造廠商名稱、電話；
其為進口者，應標示代理商、進口商或經銷商名稱、電
話、原始製造商名稱、地址及原始製造地。 



化工類應施檢驗商品 

建築裝修用品－木製品、耐燃建材、塗料、
水泥 

個人防護用具－防護頭盔、護目鏡、防護手
套、作業用安全帶、安全鞋 

紡織品－嬰幼兒服裝、毛巾、內衣、寢具、
成衣、毛衣、泳衣、織襪 

其他－輪胎、太陽眼鏡、石油製品、PVC 塑
膠管、低壓電表塑膠箱體及固定板 



化工類應施檢驗商品-建築裝修用品 

木製品－合板、層積材(角材)、木質地板、
粒片板、中密度纖維板、裝修用集成材等 

耐燃建材－岩綿裝飾吸音板、岩綿襯板、纖
維水泥板、石膏板、矽酸鈣板、氧化鎂板、
耐燃合板以及耐燃壁紙(布)等 

塗料－防火塗料、一般塗料 

水泥 



建築裝修用品 －木製品 

範圍－ 

合板：普通、特殊、結構用、混凝土模板用、
施工架踏板用、運輸墊板用合板 

層積材(角材)：單板、結構用 

木質地板：複合、條狀、方塊、鑲嵌  

粒片板、中密度纖維板 

裝修用集成材：化粧單板貼面裝修用、結構
用、化粧單板貼面結構用、集成柱 



建築裝修用品 －木製品 

層積材(LVL) 

 

合板(Plywood) 



建築裝修用品 －木製品 

粒片板
(Particleboards) 

 

中密度纖維板(MDF) 

註:以植物纖維為
主要原料,密度
350kg/m3以上,未
滿800kg/m3 



建築裝修用品 －木製品 

木質地板(Wood 
flooring) 

 

集成材(Glulam) 



建築裝修用品 －木製品 

檢驗方式與商品檢驗標識 

驗證登錄 

型式認可逐批檢驗 
R00000 T00000 

或 

 檢驗項目：甲醛釋出量、標示。 

   甲醛會對人體健康造成慢性危害效應，若經由呼吸道
吸入會造成肺功能減弱，並會對皮膚產生過敏，國際
癌症研究署（IARC）將其列為致癌物。 



建築裝修用品 －耐燃建材 

範圍－岩綿裝飾吸音板、岩綿襯板、纖
維水泥板、石膏板、矽酸鈣板、氧化鎂
板、耐燃合板以及耐燃壁紙等 

石膏板   岩綿裝飾吸音板 
(礦纖板)    

耐燃壁紙   



建築裝修用品 －耐燃建材 

檢驗方式與商品檢驗標識 

驗證登錄 

監視查驗 

R00000 

或 

 檢驗項目：耐燃性、強度、標示。 



建築裝修用品－水泥 

檢驗方式與商品檢驗標識 

監視查驗 

管理系統監視查驗 或 

Q00000  

 檢驗項目：物理性、化學性  



建築裝修用品 －塗料 

範圍－ 
防火塗料 

一般塗料：調和漆(合成樹脂型)、瓷漆、水
性水泥漆、溶劑型水泥漆 

 



建築裝修用品－塗料 

檢驗方式與商品檢驗標識 

驗證登錄 

型式認可逐批檢驗 
或 

R00000  

 檢驗項目 

 有害重金屬含量、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標示， 

「防火塗料」加驗防火性， 「調合漆、瓷漆
水性水泥漆及溶劑型水泥漆」加驗甲醛釋出
量。 



化工類應施檢驗商品-個人防護用具 

防護頭盔－騎乘機車用、騎乘自行車用、運
動用、產業用 

護目鏡－職業場所用以及機車用護目鏡 

防護手套－職業場所用 

作業用安全帶－職業場所用 

安全鞋－職業場所用 



個人防護用具－防護頭盔 
                騎乘機車用安全帽 

檢驗方式與商品檢驗標識 

驗證登錄 

逐批檢驗 

R00000 

或 



個人防護用具－防護頭盔 
運動用防護頭盔（騎乘自行車、溜冰鞋、滑板、直排
輪以及棒球、壘球等） 

檢驗方式與商品檢驗標識 

驗證登錄 

逐批檢驗 

R00000 

     或 



個人防護用具－防護頭盔 
                產業用防護頭盔 

檢驗方式與商品檢驗標識 

驗證登錄 

逐批檢驗 

R00000  

或 



個人防護用具－護目鏡 

檢驗方式與商品檢驗標識 

驗證登錄 

逐批檢驗 

R00000 

     或 

職業場所用，包含遮光用、熔接用、工業用防護眼
鏡、熔接用防護面具之濾光板 



個人防護用具－防護手套 

檢驗方式與商品檢驗標識 
塑膠製職業衛生用防護手套－符合性聲明 

 

 

 

橡膠製職業衛生用、電路作業用及熔接作業用－逐
批檢驗及驗證登錄 

  
D00000 

R00000 

或 



個人防護用具－作業用安全帶 

檢驗方式與商品檢驗標識 

驗證登錄 

逐批檢驗 

R00000 

     或 

包含高處作業用安全帶、繫身型安全帶、背負式安全帶 



個人防護用具－安全鞋 

檢驗方式與商品檢驗標識 
驗證登錄(安全鞋、防護鞋、職業衛生用長統靴) 

逐批檢驗(職業衛生用長統靴) 

型式認可逐批檢驗(安全鞋、防護鞋) 

 
R00000 

     或 

安全鞋 職業衛生用長統靴 

包含安全鞋、防護鞋、職業衛生用長統靴 



化工類應施檢驗商品-紡織品 

嬰幼兒穿著之服裝－供24個月以下或身高86cm以
下之嬰幼兒穿著(例如:嬰兒服、圍兜、布製尿片、
手套，惟嬰兒鞋除外)  

毛巾－毛巾、拭手巾、浴巾、童巾、 方巾、茶巾等 

內衣－胸罩、束腰及束褲腰帶、連胸緊身內衣 

寢具－ 
1. 床罩組：床單、床罩、枕套(含抱枕套)、被套、床裙、床

飾巾、床包 

2. 枕、被胎：被類(包括蓋被褥、棉被)、毛巾被、   睡袋、
枕頭(含抱枕) 

成衣、毛衣、泳衣、織襪 



紡織品－嬰幼兒服裝、毛巾、內衣、寢具     

檢驗方式與商品檢驗標識 

監視查驗 

M00000 

      
Q00000 

      



紡織品－成衣、毛衣、泳衣、織襪 

檢驗方式與商品檢驗標識 

監視查驗-市場購樣之隨時查驗 

免貼商品檢驗標識 



化工類應施檢驗商品-其他化工類 

汽車輪胎、機車輪胎 

太陽眼鏡、太陽眼鏡鏡片 

石油製品 

PVC塑膠管 

低壓電表塑膠箱體及固定板 



其他化工類－輪胎 

檢驗方式與商品檢驗標識 

驗證登錄 

監視查驗 

R00000 

     或 



其他化工類－太陽眼鏡 

檢驗方式與商品檢驗標示－符合性聲明 

  

D00000 

 



其他化工類－石油製品 

範圍－汽油、柴油、煤油、航空燃油、
燃料油、液化石油氣 

檢驗方式－監視查驗 

免貼檢驗標識 



其他化工類－PVC塑膠管 

範圍－導電線用、自來水用、一般用 

檢驗方式與商品檢驗標識 

驗證登錄 

逐批檢驗 

R00000 

     或 



其他化工類－低壓電表塑膠箱體及固定板 

檢驗方式與商品檢驗標識 

驗證登錄 

型式認可逐批檢驗 

R00000 

     或 



感謝各位的聆聽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