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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場監督法規與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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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檢查 

 第49條 

標準檢驗局為確保商品符合本法規定，得派員對下列場所

之應施檢驗商品執行檢查： 

一.陳列銷售之經銷場所。 

二.生產或存放之生產廠場或倉儲場所。 

三.安裝使用之勞動、營業或其他場所。 

標準檢驗局為辦理前項檢查，得要求前項場所之負責人提

供相關資料，並得要求報驗義務人於限期內提供檢驗證明、

技術文件及樣品，以供查核或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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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違規調查 

 第50條 

標準檢驗局因前條檢查或其他情事，發現有違反本法規定

之虞者，應即進行調查。前項調查，得依下列方式進行： 

一.向報驗義務人、經銷者或其他關係人查詢，並得要

求提供相關文件或資料。 

二.派員前往前條第一項之場所進行調查，並得對可疑

違規商品取樣檢驗或請報驗義務人或經銷者提出與涉違

規商品同型式之產品送驗。 

三.必要時，得對可疑違規商品加以封存，交第一款之

代表人具結保管或運存指定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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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監督作為 

 第50、51條 

涉嫌違規調查，應於調查場所或指定之處所作成訪問紀錄，

並得通知第一款之代表人陳述意見。 

依第50條調查遇有障礙時，非警察機關協助不足以排除時，

得個案請求警察機關派員協助。 

依第49、50條規定受檢查、調查、檢驗或封存者，無正當

理由，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依第49、50條規定執行檢查、調查或檢驗之人員，應出示

有關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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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檢驗 

市場監督 
商品 

市場監督 

處理要點 

驗證登錄 
商品邊境查核 
作業程序  

商品市場 

檢查辦法 

 

驗證登錄 

商品監督 

作業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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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場監督法規與計劃5/9 

本局107年市場監督目標件數 
市場監督類型  全年應執行數  

市場檢查（含網路查核）  50,000件 

市場購樣    2,000件 

取樣檢驗及驗證登錄商品監督
作業  

  1,500件 

驗證登錄商品邊境查核       950件 

宣導      400場 

義務監視員反映案件    1,80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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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場監督法規與計劃6/9 

本局107年市場檢查計劃標識
查核應執行數50,00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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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場監督法規與計劃7/9 

商品市場檢查的評估要點 
高風險商品 

高風險商品意指:風險因子數值大於等於6者（風險因子
數值=危險性+違規率+普及率） 
 
輪胎、耐燃建材、木質地板、防火塗料、機車用安全帽、
太陽眼鏡、層積材、合板、音響擴大機組、碟式錄放影
機(DVD、VCD)、筆記型電腦(含PDA)、交換式電源供
應器、數位攝影機、除濕機、烘碗機、電源線組(裝有插
接器)、一般室內照明用燈具及配件(重點項目：支架燈)、
神明桌用神明燈、開飲機、電咖啡機、即熱式電熱水器、
電捕昆蟲器、電蚊香器、個人用電保暖器具、即熱型燃
氣熱水器、輕合金盤型輪圈等共26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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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場監督法規與計劃8/9 

商品市場檢查的評估要點 

107年須加強查核商品 
 行動電源、音箱喇叭、3C二次鋰單電池、電源供應器、多  
  媒體播放器、數位攝影機、隨身碟、鍵盤、數位機上盒、 
    除濕機、LED燈泡、瓦斯爐、瓦斯軟管、毛巾、內衣、嬰幼 
  兒服飾、寢具、玩具、太陽眼鏡、指尖陀螺、排油煙機。 

罰鍰最多之商品 
106年度涉違規案件之前10名 
  行動電源、音箱喇叭、數位攝影機、隨身碟、鍵盤、多媒  
 體播放器、兒童安全座椅、指尖陀螺、LED燈泡、手推嬰幼  
  兒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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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場監督法規與計劃9/9 

反映案件 
106年度受理義務監視員反映案件涉違規前10名     
  玩具、紡織品(毛巾、寢具、成衣、織襪)、太陽眼鏡、 
   揚聲器、瓦斯軟管、LED燈泡、自行車、插頭、行動電源 
  充玩具、寢具、嬰幼兒服飾。  檢舉案件 
106年度受理檢舉案件涉違規前10名 
  行動電源、音箱喇叭、數位攝影機、隨身碟、鍵盤、多媒  
 體播放器、兒童安全座椅、指尖陀螺、LED燈泡、手推嬰幼  
  兒車。 

事故通報案件 
106年度受理事故通報案件最多之前10名 
    除濕機、洗衣機、冷氣機、行動電源、洗碗機、電冰箱、 

    電風扇、吹風機、排油煙機、液晶顯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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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場監督案例與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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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場監督案例與實務1/5 

市場檢查之執行實務1/2 

熟讀相關法規 
商品市場檢查辦法 

商品市場監督處理要點 

熟記應施檢驗商品品目及範圍 
醫療性電毯 

玩具與文具(筆擦) 

玩具與飾品(吊飾) 

 10公升以上壓力鍋 

 71kw以上冷氣機 

無壓縮機之除濕機 

手機P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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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檢查之執行實務2/2 

檢查注意事項 

是否貼附商品檢驗標識、標示公司名稱、地
址 

筆記型電腦比對型號，檢查是否正確與有無移用
之情形 

本局商品安全資訊網已揭露召回除濕機、電捕蚊
燈、電暖器等商品 

商品上標有多組型號時應特別注意 
必要時與業務組確認並以照相代替封存 

填寫市場檢查報告表 

涉違規商品填寫封存及進貨證明及保管書 

注意加強查核商品（如年度計畫） 

二、市場監督案例與實務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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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調查之執行實務1/3 

廠商違規原因分析 

標識脫落、漏貼(報驗義務人) 

標識脫落、漏貼(經銷商) 

不瞭解檢驗規定，不知道需檢驗 

是否屬於應施檢驗品目認知不同 

(少量多樣商品)因檢驗時程或成本未檢驗 

商品性質不適合以商品檢驗模式管理 

二、市場監督案例與實務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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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調查之執行實務2/3 

製作訪問紀錄技巧及注意事項 

授權書 

運出廠場/進口銷售時間 

銷售數量(出貨單據) 

銷售金額：進口為起岸價格(CIF)、國內
銷售:出廠未稅價格 

檢附照片或樣品 

調查所得之資料、證明應確認其合理性及
正確性後，併訪問紀錄逐一檢附於「涉嫌
違規商品追蹤處理摘要表」或「涉違規商
品移轉通知單」後 

二、市場監督案例與實務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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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調查之執行實務3/3 

調查之幫手 

法規及一致性會議紀錄 

本局PCM系統 

本局網站「商品檢驗業務申辦服務系統」  

商工登記資料公示查詢系統 

營業登記資料公示查詢 

戶政事務所 

稅捐機關 

搜尋引擎 

二、市場監督案例與實務5/5 



1.行車紀錄器案例(D5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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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旅行箱案例(日期:2016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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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攜式無線按摩器案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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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攜式無線按摩器案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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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玩具案例(未陳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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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指尖陀螺玩具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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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舒壓玩具案例 

2018/5/15 24 



7.太陽眼鏡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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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5/15 26 

列檢日期 列檢商品 

100年10月1日 塑膠擦 

100年10月1日 兒童自行車 
 

101年1月20日 
 

吊飾及鑰匙圈(兒童玩具) 
 

101年7月1日 伺服器、路由器、橋接器、
交換器及集線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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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檢日期 列檢商品 

101年10月1日 毛巾、寢具、內衣 

101年10月15日 機車用外胎 

101年12月1日 一般塗料 

101年12月1日 混凝土模板用合板及 

施工架踏板用合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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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檢日期 列檢商品 

102年1月1日 感熱紙 

103年3月1日 兒童高腳椅 

103年5月1日 3C二次鋰電池、 

行動電源及電池 
充電器 

103年7月1日 電動機車用二次
鋰電池及充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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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檢日期 列檢商品 

103年7月1日 安定器內藏式發
光二極體(LED) 
燈泡 

103年7月1日 毯及旅行用毯、 

薄件式寢具 

104年8月1日 非木質手扙 

104年9月1日 兒童雨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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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檢日期 列檢商品 

106年1月1日 飲用水水龍頭 

106年3月1日 旅行箱 

106年7月1日 外接式投影機、
無線網路多媒體
播放器 

106年11月1日 兒童用床邊護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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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檢日期 列檢商品 

107年7月1日 燃氣熱水器用排
氣管(限檢驗不銹
鋼者) 

108年1月1日 充電式電剪髮器 

108年1月1日 汽車點菸用電源
供應器 



106年8月8日暑期商品安全業務
推廣活動(北市南港冠傑南港總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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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8月22日暑期商品安全業務
推廣活動(北市士林區優睿兒童
托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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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月19日赴富安國小進行商
品使用安全暨正字標記宣導活動 

2018/5/15 34 



107年3月31日赴東湖國小進行商
品使用安全暨正字標記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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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標準檢驗局為確保商品符合商品 
      檢驗法規定，因49條檢查或其他             
      情事，應派員進行調查。 
      是依據商品檢驗法第幾條的規定？ 
 

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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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標準檢驗局107年市場監督之義務 
      監視員反映案件目標件數是多少 
      件? 
 

 

 

Ａ：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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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標準檢驗局公告“行李箱”商品 
   於何時開始實施強制列檢? 
 

 

 

 

Ａ：              10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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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標準檢驗局公告“兒童用床邊 
   護欄”商品於何時開始實施列檢? 
 

 

 

Ａ：              10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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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標準檢驗局公告“燃氣熱水器用 
   排氣管(限檢驗不銹鋼者)”商品 
      於何時開始實施列檢? 
 

 

 

Ａ：              10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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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