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字標記管理及推行業務

本月

正字標記管理

新申請

核准

換證

 2  165 

 276 

廢止

  -   1 

 1  4 

撤銷

正字標記推行

正字標記品目

月底現有數

 169 

 551 

資料來源：本局第一、六組及各分局。

　　主計室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111年 9月 

項         目 本年截至本月止         
合計

工廠(家)

產品(件)

工廠(家)

產品(件)

工廠(家)

產品(件)

工廠查核 (家)

產品抽驗(件)

工廠(家)

產品(件)

工廠(家)

產品(件)

增列(種)

廢止(種)

說明會 (場次)

工廠(家)

產品(件)

品目(種)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受託試驗業務申請統計

單位：人次

類別 總計

男性 女性

電子類  -- --

電機類  -- --

機械類  6  5  83.33  1 16.67

化工類  53  53  100.00 

食品類  -- --

其他類  -- --

資料來源：本局第六組及各分局。

主計室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111年 9月 

百分比
％

百分比
％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局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檢驗技術服務業務

差異原因 差異原因

 532  685  321 -22.34 65.73 

 422  533  261 -20.83 61.69 

-- --

-- --

 59  106  12 -44.34 391.67 

      一般試驗  54  100  10 -46.00 440.00 

      型式試驗  5  6  2 -16.67 150.00 

 51  46  48 10.87 6.25 

-- --

-- --

-- --

一般衛生證明 -- --

歐盟衛生證明 -- --

澳洲衛生證明 -- --

-- --

巴西衛生證明 -- --

俄羅斯衛生證明 -- --

以色列衛生證明 -- --

資料來源：本局第六組及各分局。

　　　主計室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111年 9月 

111年 
9月 

111年 
8月 

110年 
9月 

與上月增
減百分比

%

與上年同
月增減百
分比%

總  計

    臨場作業(批次) 視業者是否申請報驗，
較無法掌握增減。

視業者是否申請報驗，
較無法掌握增減。

    延長作業(批次)

    特約檢驗(批次)

    受託試驗(批次)

視業者是否申請，較無法
掌握增減。

視業者是否申請，較無法
掌握增減。

視業者是否申請，較無
法掌握增減。

    簽發產地證明(批次)

    特約檢驗合格證(份)

        簽發外銷衛生證明書(份)

HACCP產品證明

越南(轉輸銷歐盟)
衛生證明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局

國內市場商品監督
單位：件

差異原因 差異原因

應施檢驗商品

國內市場商品實體店面檢查數 -- --

    化工 -- --

    玩具 -- --

    電子 -- --

    電機 -- --

    機械 -- --

國內市場商品網路查核數 -- --

-- --

國內市場商品購樣檢驗 -- --

國內市場商品取樣檢驗 -- --

驗證登錄商品監督查核 -- --

消費者反映案  167  233  361 -28.33 -53.74 

監視員反映案 -- --

國內市場違規商品 -- --

    化工 -- --

    玩具 -- --

    電子 -- --

    電機 -- --

    機械 -- --

國內廠商輔導 -- --

行政罰鍰催繳案件  6  3  5 100.00 20.00 

非應施檢驗商品 -- --

-- --

市場商品違規調查案件  100  80 25.00 --

資料來源：本局第五組、第六組及各分局。

　　　主計室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111年 9月 

111年 
9月 

111年 
8月 

110年 
9月 

與上月增
減百分比

%

與上年同
月增減百
分比%

國內市場商品經銷商檢查(家)

消費者反映案件係由消
費者主動提出，時有增
減。

消費者反映案件係由消
費者主動提出，時有增
減。

依實際罰鍰催繳案件執
行。

依實際罰鍰催繳案件執
行。

國內商品非應施檢驗商品購樣
檢驗

依實際違規商品件數辦
理調查。

依實際違規商品件數辦
理調查。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局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檢驗行政服務業務
單位：件

差異原因 差異原因

 326  480  191 -32.08 70.68 

 316  376  177 -15.96 78.53 

 2  6  5 -66.67 -60.00 

他分局託辦  162  209  136 -22.49 19.12 

 132 -- -100.00 

 162  209  4 -22.49 3,950.00 

-- --

免驗案件  284  255  321 11.37 -11.53 

品目鑑定查詢服務  2 -100.00 --

重新報驗案件  2  1  5 100.00 -60.00 

複驗案件 -- --

專案規格申請案件  1 -- -100.00 

評核案件 -- --

    HACCP -- --

-- --

銷燬及押退運  47  87  83 -45.98 -43.37 

內銷檢驗商品登記  4  2  1 100.00 300.00 

 6  5 20.00 --

 17  18  46 -5.56 -63.04 

商品驗證登錄變更案  34  22  98 54.55 -65.31 

商品型式認可變更案  60  8  3 650.00 1,900.00 

資料來源：本局第二、三、六組及各分局。

　　　主計室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111年 9月 

111年 
9月 

111年 
8月 

110年 
9月 

與上月增
減百分比

%

與上年同
月增減百
分比%

先行放行案件(批次) 視業者是否申請，較無
法掌握增減。

視業者是否申請，較無
法掌握增減。

查標/取樣/封存案件(批次)
視業者是否申請報驗及抽
批結果，較無法掌握增減
。

標識註銷案件(批次)
視檢驗結果情形辦理標
識註銷，較無法掌握增
減。

視檢驗結果情形辦理標
識註銷，較無法掌握增
減。

    檢驗案件(批次) 視他分局是否託辦案件
，較無法掌握增減。

   查標/取樣/封存案件(批次) 視他分局是否託辦案件
，較無法掌握增減。

視他分局是否託辦案件
，較無法掌握增減。

    標識註銷(批次)

視業者是否申請，較無
法掌握增減。

視業者是否申請，較無
法掌握增減。

視檢驗結果及業者是否
申請，較無法掌握增減
。

批數甚少，百分比變動
差異較大。

        EU
視查驗結果及業者是否
申請，較無法掌握增減
。

視查驗結果及業者是否
申請，較無法掌握增減
。

視業者是否申請，較無
法掌握增減。

視業者是否申請，較無
法掌握增減。

商品檢驗標識自行印製
申請案

視業者是否申請，較無
法掌握增減。

商品驗證登錄證書授權放行
申請案

視業者是否申請，較無
法掌握增減。

視業者是否申請，較無
法掌握增減。

視業者是否申請，較無
法掌握增減。

視業者是否申請，較無
法掌握增減。

視業者是否申請，較無
法掌握增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