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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壓用電設備檢驗機構/原製造廠家文件審查意見表 

申請編號： 

機構名稱：  

機構地址：  

評核機構類別：■檢驗機構認可  □原製造廠家認可  

評核申請類別：□初次認可      □展延認可      □變更 

(變更項目：新增施行監督試驗場3處) 

評核試驗類別：□型式試驗  ■無 

申請認可項目：□避雷器  □電力及配電變壓器  □比壓器  □比流器 

             □熔絲    □高壓氣體絕緣開關  □斷路器  □高壓配電盤 

評核試驗類別：■特性試驗  □無 

申請認可項目：□避雷器  □電力及配電變壓器  □比壓器  □比流器 

              □熔絲    □高壓氣體絕緣開關  □斷路器  □高壓配電盤 

評核試驗類別：■特性試驗  □無 

申請認可項目：□避雷器  □電力及配電變壓器  □比壓器  □比流器 

             □熔絲    □高壓氣體絕緣開關  □斷路器  □高壓配電盤 

 

一、審查文件(請評審員勾選您所審查的所有文件或其他可識別文件) 

1.申請書(請確認機構名稱、地址、申請認可設備項目、申請認可試驗類型、報

告簽署人、成立日期等資料正確性) 

□符合                  □不符合(意見如下表) 

 

2.資格之證明文件(請確認證書之有效性，檢驗機構需同時具備CNS 17025或

ISO/IEC 17025及CNS 17020或ISO/IEC 17020認可) 

2-1已建立CNS 17025或ISO/IEC 17025制度取得全國認證基金會(TAF)高壓

用電設備相關領域之測試實驗室認證證明文件。 

□符合                  □不符合(意見如下表)   □不適用 

 

2-2經國際實驗室認證聯盟(ILAC)或國際短路試驗聯盟(STL)認可之原製

造廠家相關領域之認證證明文件(請確認證書之有效性)。 

□符合                  □不符合(意見如下表)   □不適用 

 

2-3已建立CNS 12681 或ISO 9001制度取得國際認證論壇(IAF)認可之認證

機構核發證明文件及能源局核發申請認可項目之高壓用電設備型式試

驗報告審查合格證明文件(必要文件) (請確認證書之有效性及能源局

核發之型式試驗報告審查合格登錄證明文件)。 

□符合                  □不符合(意見如下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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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已建立CNS 17020或ISO/IEC 17020制度取得全國認證基金會(TAF)高壓

用電設備相關領域之檢驗機構認證證明文件。 

□符合                  □不符合(意見如下表)   □不適用 

 

 

3.機構及試驗室之場地配置圖(請確認是否提供試驗場地配置圖及圖示是否清

楚) 

□符合                  □不符合(意見如下表)    □不適用 

 

 

4.試驗設備之名稱與測試範圍一覽表、檢測能力證明文件及設備配置圖與校正

報告(原製造廠家應附最大申請規格之出廠試驗報告) 

□符合                  □不符合(意見如下表)    □不適用 

 

 

5.申請試驗類別之施行試驗及試驗報告審查能力人員名冊及相關能力證明文件 

□符合                  □不符合(意見如下表) 

 

 

6.依申請機構類別提供CNS/ISO/IEC 17025或CNS/ISO/IEC 17020或CNS 12681 

或ISO 9001之品質管理文件一覽表(僅接受中文及英文內容) 

□符合                  □不符合(意見如下表) 

 

7.試驗能力評核表(請確認試驗能力評核表是否已涵蓋申請類別、規格、標準(含

年版)及列出相關佐證文件及評核人員是否已簽名等) 

 □符合                  □不符合(意見如下表) 

 

 

8.其他輔助相關證明文件或需實地評鑑現場核對釐清事項 

□符合                  □不符合(意見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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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案是否需辦理實地評鑑： 

經濟部認可檢驗機構與原製造廠家及高壓用電設備施行試驗作業要點「十

一、…前項變更申請，涉及高壓用電設備項目、試驗類型、產品類別及規格、試驗

項目與測試範圍及前點第二項展延申請者，適用第五點、第六點、第七點及第八點

有關申請認可規定。但必要時，得不辦理實地評鑑。」 

□需要，理由：                                     

□不需要，理由：                                   

 

三、以上文件之審查結果 

項次      文件名稱                   審查意見 

   

 

評審員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本表不敷使用，請自行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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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壓用電設備檢驗機構/原製造廠家認可 

實地評鑑委員意見表 

申請編號： 

受評單位：  

評鑑地點：  

評核單位類別：■檢驗機構認可  □原製造廠家認可   

評核申請類別：□初次認可      □展延認可      □變更 

評核試驗類別：□型式試驗  ■無 

申請認可項目：□避雷器  □電力及配電變壓器  □比壓器  □比流器 

              □熔絲    □高壓氣體絕緣開關  □斷路器  □高壓配電盤  

評核試驗類別：■特性試驗  □無 

申請認可項目：□避雷器  □電力及配電變壓器  □比壓器  □比流器 

              □熔絲    □高壓氣體絕緣開關  □斷路器  □高壓配電盤  

評核試驗類別：■出廠試驗  □無 

申請認可項目：□避雷器  □電力及配電變壓器  □比壓器  □比流器 

              □熔絲    □高壓氣體絕緣開關  □斷路器  □高壓配電盤  

評鑑依據：■經濟部認可檢驗機構與原製造廠家及高壓用電設備施行試驗作業要點 

■ISO/IEC 17025：2005 測試與校正實驗室能力一般要求(以 ISO/IEC 17025 系統

申請之原製造廠家) 

■ISO/IEC17020：2012 符合性評鑑─各類型檢驗機構施行檢驗之作業要求(檢驗

機構須同時符合 ISO/IEC 17025 及 ISO/IEC17020 要求) 

□CNS 12681 或 ISO 9001：2015品質管理系統(限以 ISO 9001 系統申請之原製造

廠) 

不符合事項說明： 

一、查核事實紀錄與觀察發現/建議/不符合編號(如 TRI-XXX-0X)： 

1.書面審查改善措施確認(請確認書面審查改善措施及待實地評鑑現場核對釐清事項)： 

□書面審查委員已同意           □現場補件完成且符合 

□不符合                       □其他，如說明 

觀察發現/建議/不符合事項： 

 

 

 

 

 

 

 

   不符合事項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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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機構組織之法律實體(請確認法人登記證、檢驗機構登記證、ISO /IEC 17020 檢驗機構、

ISO/IEC 17025 測試實驗室認可證書有效性及組織，如屬 A類檢驗機構請確認其公正性與獨

立性，是否公正進行檢驗活動無不當壓力及該組織人員應不從事與申請項目之設計、製造、

供應、安裝及採購事項具有公正及獨立性)： 

  □符合                 □不符合                □其他，如說明 

觀察發現/建議/不符合事項： 

 

 

 

 

 

 

 

   不符合事項編號：                                          

 

3.機構及實驗室場地使用權及配置之確認(請確認機構及試驗場地使用權證明文件及場地配

置圖是否符合?)： 

□符合                   □不符合              □其他，如說明 

觀察發現/建議/不符合事項： 

 

 

 

 

 

 

 

   不符合事項編號：                                          

 

4.相關人員資格能力之確認(請確認訓練計畫執行及訓練紀錄、職務說明、實驗室主管、報告

簽署人、試驗人員、型式試驗報告審查人員(限能源局授權型式審查之檢驗機構)之資格認定

及授權等)： 

□符合                    □不符合             □其他，如說明 

  觀察發現/建議/不符合事項： 

 

 

 

 

 

 

   不符合事項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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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品質管理要求(請確認管理審查、內部稽核、矯正及預防措施、不符合事項處理、文件管制、

之確認： 

   □符合                    □不符合         □其他，如說明 

  觀察發現/建議/不符合事項： 

 

 

 

 

 

   不符合事項編號：                                          

 

6.設施與環境之確認(請確認環境條件及內務管理、設備能力、設備使用及管理紀錄、設備財

產歸屬(自購或租用)、校正計畫、抽查校正報告有效性)： 

  □符合                    □不符合          □其他，如說明 

  觀察發現/建議/不符合事項： 

 

 

 

 

 

   不符合事項編號：                                          

 

7.檢驗機構檢驗過程要求與檢驗報告(請確認檢驗方法與程序、監督試驗程序、檢驗結果、檢

驗報告與紀錄) 

檢驗機構應查核下列事項： 

(1) 能源局核可監督場所之符合性(請核對認可登記證) 

(2) 監督試驗程序確認 

(3) 檢驗項目與樣品之唯一識別資料與委託申請程序 

(4) 監督試驗人員指派、授權人員簽名或其他核准說明 

(5) 抽查檢驗結果之檢驗報告與紀錄管制(含是否符合認可範圍及作業要點特性試驗項目) 

  □符合                    □不符合          □其他，如說明 

  觀察發現/建議/不符合事項： 

 

 

 

 

 

 

 

   不符合事項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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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測試實驗室試驗方法與程序及試驗報告確認(申請初次認可或增項如新標準、新規格等，以

申請最大規格施行現場試驗實測，並出具試驗報告。實地評鑑應查證試驗能力請確認試驗

標準及試驗程序正確性、依申請試驗類別抽查試驗報告，並核對是否符合認可範圍、有無

保留原始紀錄)： 

   □符合                   □不符合           □其他，如說明 

  觀察發現/建議/不符合事項： 

 

 

 

 

 

 

   不符合事項編號：                                         

 

9.現場實際執行之試驗項目(請依現場實測項目分別列出)： 

   試驗類別：□型式試驗  □特性試驗  □出廠試驗 

   高壓用電設備名稱及規格(請依現場實測設備名稱及規格列出)： 

   試驗項目及依據標準(請依現場實測項目列出試驗項目及試驗標準)： 

   □符合                    □不符合           □其他，如說明 

  觀察發現/建議/不符合事項： 

 

 

 

 

 

 

 

 

 

 

 

 

 

 

 

 

 

 

 

   不符合事項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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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其他事項 

  □符合                     □不符合           □其他，如說明 

  觀察發現/建議/不符合事項： 

 

 

 

 

 

 

  不符合事項編號：                                          

 

二、綜合建議及說明： 

 

 

 

 

 

 

 

 

 

 

 

 

 

 

 

 

三、不符合事項統計： 

不符合事項：     項，編碼為：                                                   

                                                                                

  

評審員簽名：                                         評鑑日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