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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遠看是雲, 近看是船 (因人而異)

IEC TC82 Meeting

標準是可由公眾所認可並接受的一定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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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標準的定義
根據世界貿易組織 (WTO)對標準的定義:
“標準＂是由一般:
•

被公眾認可的單位或組織所核可,

•

為了通用及可重複使用於產品,

•

提供生產時的準則與指南的文件。

把握標準的基本定義,就是標準的編寫原則 !

標準的結構層次
國際標準
區域標準
CNS

國家標準
產業標準
公司標準

註:調和兩個國家標準可以成為區域標準!

標準可以消除技術貿易障礙,也可能成為貿易障礙!

產業應用標準的成功案例：

明日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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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Lighting的共通產業標準：
現況:

未來:

Mechanical
interface

Thermal
interface

Electrical
interface

LED light engine

Manufacturers
Black Box

Photometric 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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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組織運作掌握
國際與區域的標準機構:
•

國際標準化組織
ISO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 國際電工委員會
IEC – 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

• 國際電信聯盟
ITU –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 歐洲標準化組織
CEN ‐ European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ation

• 歐洲電工標準組織
CENELEC – European Committee for Electro‐technical Standardization

國際組織運作掌握
其他制定標準的國際組織:
國際照明委員會 ‐有關光學, 如LED照明性能規格或規定
CIE ‐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llumination

國際衛生組織 ‐有關健康、衛生, 如毒性物質管制法規
WHO ‐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國際原子能組織 ‐有關輻射安全與管制, 如核能放射規定
IAEA ‐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有關航空器之管制與運輸安全, 如危險物品運輸要求
IATA ‐ 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

國際勞工組織 ‐有關勞工安全與工作環境要求, 如工作場所噪音標準
ILO ‐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國際海事組織‐與各國標準機構合作船舶安全標準, 如船舶與器具安全標準
IMO ‐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國際組織運作掌握
與標準有關的區域組織:

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APEC ‐ 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每年於各會員國舉辦新興產業發展或技術標準研討 (PV Forum for 2011)

亞太經合組織 - 標準與附屬委員會
APEC SCSC ‐ APEC Sub‐Committee on Standards and Conformance

國際組織運作掌握
IEC 轄設三個認證委員會:
• IECEE (電氣設備認證委員會): CB Scheme 目前加入
有全世界的49個國家的55實驗室(NCB), 藉由國際
共同的測試規範, 各國成員間相互承認CB證書與測
試報告。
• IECQ (電子零件品質評定委員會): 目前全世界登錄
認可的IECQ零組件, 台灣佔有65%, 每年為IECQ貢獻
眾多的Cert Charge 。
• IECEx (電氣防爆認證委員會): 對於易於爆炸環境或
危險區劃的場所的電機電子 產品實施驗證, 可藉
由相互承認, 行銷全世界。

有關各國或國際標準的發展
National Committees
參加
International standard

A

B

E

C

D

National standard
(國際標準並增列國家差異)
DIN, BS, NF…

Regional standard (Nordic, EN)
(國際標準並增列區域性或特定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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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國家標準的發展參考IEC (舉例:資訊產品)
IEC 60950‐1

AS / NZS
3260

CENELEC

UL 60950‐1

CNS 14336‐1

EN 60950‐1*

* Adopted throughout Europe in national language
with national prefix (e.g. DIN, NF, BS)

各國國家標準的發展參考IEC (舉例:太陽能)
IEC 61730‐1

CENELEC

JIS C8951

UL 1703
UL 61730‐1

EN 61730‐1*

* Adopted throughout Europe in national language
with national prefix (e.g. DIN, NF, 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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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國家標準的發展參考IEC (舉例:風力發電標準)
IEC 61400‐X

CENELEC

AS / NZS

UL 6141
UL 6142

CNS 15176‐X

EN 61400‐X*

* Adopted throughout Europe in national language
with national prefix (e.g. DIN, NF, BS)

區域標準採用(Adoption)調和國際標準

從IEC採用

區域標準採用(Adoption)調和國際標準

從IEC採用
但增列修正版

一般要求及特定要求的標準

增列特定要求

增列區域標準或國家標準差異化
附件增加國家特別要求

標準轉換過渡期(Transition Dates)

標準轉換過渡期 (一般約三年)

強制實施

標準調和採用

標準開始使用

標準生效日期

國際標準的結構與內容

國際標準的結構與內容
結構 (Structure)
(1) 一般要求: 一項主題制定一個標準。
但如有下列情況, 則應制定同一系列標準為宜:
(a) 當標準總頁數較多時。
(b) 當標準內容與其他標準有部分相互關聯。
例：電動機車二次鋰電池充電系統 -固定式與 -抽取式 。

(c) 當標準已部分由國家法令所引用。
(d) 當標準已部分作為驗證或特定之目的使用。
當有上述情況時,建議另行編寫系列標準 !

國際標準的結構與內容
結構 (Structure) – 續
(1) 一般要求:
同一系列標準可以使用相同標準編號，並以Part 1, Part 2
等予其所有標準為關聯。優點為必要時可將其個別或整體
予以變更(如: 制定、修訂、廢止等)。
各相關團體(如製造商、驗證機構、主管機關)對下列事
項之關切重點不同，所以應明確將其區分:
• 有關安全要求事項；
• 有關性能要求事項；
• 有關維護管理及服務要求事項；
• 有關安裝要求事項；
• 有關品質要求事項。

國際標準的結構與內容
結構 (Structure) – 續
(1) 一般要求:
例如: IEC 61982 (CNS 15369) 系列
Secondary batteries for the propulsion of electric road vehicles

電動道路車輛推進用二次電池 -系列標準
第一部: 試驗參數
Secondary batteries for the propulsion of electric road vehicles – Part 1:
Test parameters
第二部: 動態放電性能測試和動態耐久性試驗
Secondary batteries for the propulsion of electric road vehicles – Part 2:
Dynamic discharge performance test and dynamic endurance test
第三部: 性能和壽命測試
Secondary batteries for the propulsion of electric road vehicles – Part 3:
Performance and life testing
………
………

國際標準的結構與內容
結構 (Structure) – 續
標準中區分及再區分之名稱如下表所示:
Table — Names of divisions and subdivisions
舉例

Example
of numbering
IEC 60950‐1

CNS XXXXX-1

Clause (章)

1

1

Subclause (節或小節)

1.1

1.1

Subclause (節或小節)

1.1.1

1.1.1

Paragraph (段)
Annex (附錄)

[no number]
A

1.1.1.1
A

English term
Part (部)

ex. 第一部

備註: “章＂僅用於相對應國際標準有使用時

國際標準的結構與內容
結構 (Structure) – 續
(2) 有關系列標準之Parts (部)區分方法
每一部的標題區分，可依下列規定擇一選用。
(a)每一部依標題之內容不同而區分，並能獨立使用如:
例如:

第1部：電動車之電磁場輻射干擾要求
第2部：電動車之電磁場傳導性干擾要求
第3部：電動車之電磁場耐受性要求
第4部：……

例如:

第1部：電動車充電站設立規定- 一般要求
第2部：電動車充電站設立規定- 人員保護要求
第3部：電動車充電站設立規定- 電力系統保護要求
第4部：……

國際標準的結構與內容
結構 (Structure) – 續
(2) 有關系列標準之Parts (部)區分方法
每一部的標題區分，可依下列規定擇一選用。
(b)每一部依其共通與單獨區分，共通應定義為第1部，
單獨作為其他部，同時單獨部作為共通部的修正或補充
說明，共通部與各單獨部應具有關連性:
例如:

第1部：詞彙與用語
第2部：一般要求事項
第3部：特定要求事項
第4部：安全試驗法
第5部 : ……

國際標準的結構與內容
結構 (Structure) – 續
(2) 有關系列標準之Parts (部)區分方法
更多舉例:
例如:小家電產品(HVAC)系列標準
IEC 60335-1 – Safety of Household and Similar Electrical Appliances – General Requirements
IEC 60335-2-2 - Household and similar electrical appliances - Safety -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for vacuum cleaners and water-suction cleaning appliances
IEC 60335-2-3 - Household and similar electrical appliances - Safety -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for electric irons
…….
………

例如: 照明產品(Lighting)系列標準
IEC 60598-1 – Luminaires ‐‐ General requirements and tests – General Requirements
IEC 60598-2-1 - Luminaires ‐‐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 Section 1: Fixed general purpose luminaires
IEC 60598-2-2 - Luminaires ‐‐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 Section 2: Recessed luminaires
IEC 60598-2-3 - Luminaires ‐‐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 Section 3: Luminaires for road and street lighting
…….
………

國際標準的結構與內容
結構 (Structure)
(3) 構成標準的要素如下:
要素區分

參考性前置要素

一般性規定要素

技術性規定要素

標準構成要素

國際標準相對應名稱

封面

Title page

目錄

Table of contents

前言

Foreword

標準名稱

Title

適用範圍

Scope

引用標準

Normative references

用語及定義

Terms and definitions

符號及縮寫

Symbols and abbreviated
terms

要求事項
．
．

Requirements
．
．

．

Annex (normative)

附錄(參考)

Annex (informative)

索引
參考性補充要素

．

附錄(規定)

名詞對照
參考
參考資料

Indexes
Glossary of term
Reference
Bibliography

備註: 標準構成要素之〝前言〞、〝標準名稱〞及〝適用範圍〞為必備要素，其他為選擇要素。

標準的資料要素編寫
標準編寫原則?

標準的資料要素編寫
資料要素編寫內容一般包含:
1. 封面
2. 目錄
3. 前言
4. 引言
5. 參考文件及索引

標準的資料要素編寫內容
1. 封面: 一般而言，至少應陳述
• 標準名稱 (Title)
1. 標準名稱應盡量簡潔，不要複雜。
2. 可與其他標準區別。
3. 不必敘述太細節，可於標準範圍內說明。

• 標準參考編號 (Reference Numbers)
1. 一般皆由標準主管單位秘書處編撰。
2. 有時也會出現其他所參考的標準。(特定調和)

• 書目 (bibliographic ): 含出版日期及版本等資訊
• 使用英文 (IEC或ISO標準可能同時出現法文)
• 有時允許增加標準價格資訊
Example:標準名稱之命名

○ 電動車充電站設立規定 - 一般要求
○ 一般要求 - 電動車充電站設立規定

標準的資料要素編寫內容
1. 封面

標準的資料要素編寫內容
2.目錄:Table of Contents, 包含目錄、節次及頁次
• 列出各”章節” (Clauses) 抬頭名稱
• 必要時亦可列出 ”節或小節” (subclause)
• 允許列出附錄、索引、名詞對照、參考及參考資料
• 以上各項必須同時列出各頁的頁次
Note: “用語及定義” (“Terms and definitions”) 內之小節次內容不可列入目
錄。
Example: 目錄內必須含 ”用語及定義”, 如下所示:
○ 3.用語及定義
○ 3.用語及定義
3.1 二次電池 (secondary batteries)
由二次單電池組成之電能來源，以其電壓…

標準的資料要素編寫
3. 前言(Foreword)
• 應記載標準有關之制定與修訂法源依據、實施性質及安全事項
• 必要時，標準記載之規定對象如渉及專利權時，前言應記載專
利權人及專利號碼
• 前言內容不可列出如要求、建議、圖、表等資訊
• 同時可包含:
a) 標準起草單位
b) 有關標準被核准引用來源資訊
c) 有關標準會議的相關資訊 (如: 某標準將於xx年作廢)
d) 所引用的相關IEC/ISO的國際標準

標準的資料要素編寫
3. 前言(Foreword) - 續
前言內容應說明本標準為:
新制定； 或
修訂； 或
多種標準合併為單一標準； 或
多種標準中僅修訂一種而其他廢止； 或
一種標準分割為多數之標準，制定一種標準取代原標準分割
之一部分； 或
6. 參考國際標準制定且為國際一致標準； 或
7. 參考國際標準修訂且為國際一致標準； 或
8. 標準記載之內容渉及專利權，應提出說明

1.
2.
3.
4.
5.

Example:標準之前言
○本標準係依據2006年發行之第1版IEC 60335-1，不變更技術內容，
但經消基會要求，應根據消保法保障消費者…
○本標準係依據2007年發行之第1版IEC 60950-1變更，並參酌IEC 60065-1
第1版整編而成，本標準…

標準的資料要素編寫
4. 引言(Introduction)
本引言部分並非強制性;
a) 但如必要，可說明需要原因
b) 不可包含要求及圖表
c) 本引言非正式需求，所以不可編入章節
(例: 0. Introduction)

標準的資料要素編寫
5. 參考文件及索引
一般皆置於標準文件的最後部分
a) 若於本文內所部分參考而引用的標準應列出;
b) 索引如有必要時，於標準之後方以換頁附加粗
體字置中”索引” (Indexes) 的標題記載;
c) 如有需要索引可英中或中英不同專業名詞對照。

標準的規範性要素編寫

標準的規範性要素編寫
規範性要素編寫內容一般包含:
1. 標準名稱
2. 適用範圍(Scope)
3. 引用標準
4. 用語及定義
5. 符號與簡稱
6. 要求
7. 抽樣和測試方法
8. 標示、標籤與包裝

標準的規範性要素編寫
1. 標準名稱
a) 標準名稱應盡量簡潔，不要複雜。
b) 可與其他標準區別。
c) 不必敘述太細節，可於標準範圍內說明
Example:

電動車傳導充電系統-第1部：一般要求

簡潔

Electrical motorcycles with secondary lithium batteries −
running test methods − Part 1: Hill climbing ability test

標準的規範性要素編寫
2. 適用範圍 (Scope)
必須置於標準文件的最初部分
a) 標準所適用範圍應盡量敘述明確，不要將主題複雜化。
b) 適用範圍應指出涵蓋範圍，並可敘述特定的實質產品，
及本標準不適用產品的範圍。
c) 可使用類似以下敘述開頭:
“This International Standard is applicable to …”
“本標準適用於…”

同時部分用詞:
“specifies”
“establishes”

本標準
適用於…

標準的規範性要素編寫
3. 引用標準
所有於標準內文所引用或部分使用的標準皆應列出:
a) 引用標準應列出標準編號、標準名稱、版本年份(若使用最
新版本則免) 。
b) 如果整本標準皆被引用標準則必須標示”all parts” , 例:
IEC 60027

c)

(all parts), Letter symbols to be used in electrical technology

引用標準應為IEC/ISO所發行之標準。(台灣:CNS)

“The following documents, in whole or in part, are normatively referenced in this document and
are indispensable for its application. For dated references, only the edition cited applies. For
undated references, the latest edition of the referenced document (including any amendments)
applies.”
下列標準因本標準所引用，成為本標準之一部分。下列引用標準適用最新版(包括補充增修)。

標準的規範性要素編寫
4. 用語及定義(Terms and definitions)
於標準內文所使用的專有名詞與用語應被定義:
a) 應於章節(clause)開始先說明，並按順序於每一子章節
(subclauses)逐項定義及說明，例: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document, the terms and definitions given in … and the following
apply.”

“下列用語及定義適用於本標準。”

b) 標準所使用的技術或專業用語應參酌產業習性或國際規範。

標準的規範性要素編寫
5. 符號與簡稱 (Symbols and abbreviated terms)
標準內所有使用的符號和簡稱應容易被理解:
a) 除非相關的符號為表示特定的技術規定，則應另外列表說明。
否則應依以下順序準則使用，例:
• 使用大小寫字母為符號時:應以大寫英文字母優先於小寫英文字母
(如: A, a, B, b, 等);
• 使用字母為符號，或當有特定的字母符號或數字時: 無字母下標之
字母優先於有字母下標之字母，且有字母下標之字母優先於有數字
下標之字母 (如: B, b, C, Cm, C2, c, d, dext, dint, d1,等);
• 如使用希臘文字: 英文字母應優先於希臘字母(如: Z, z, Α, α, Β, β, …,

Λ, λ, 等);
b) 為了方便，本符號和簡稱亦可與先前的用語及定義合併; 而形成

“用語, 定義, 符號, 單位與簡稱”
Example: A > B > b > Cm > C1 > d > ω

標準的規範性要素編寫
6. 要求 (Requirements)
標準如有以下情況, 則應列入要求:
a) 標準內涵蓋與產品外觀、處理或服務相關的所有特性，
應清楚說明或參考。
b) 所需求的限制值如可量化時的特性。
c) 無論是決定或確認的特性值之測試方法的每一項要求。
d) 或與測試方法有關 (如: 測試樣品準備、裝置的方法) 。

補充說明: 1. Requirements (要求): 正體字
2. Test Specifications (測試規格): 斜體字
3. Notes (備註): 小正體字
4. bold (黑體字 ): 一般為專用或名詞定義

標準的規範性要素編寫
7. 抽樣和測試方法
規範有關特定的測試條件與樣品的取樣方法，以及樣品
的保存方法。
a) 規範所有相關的量測程序的特性值，或檢查是否符合規定
的要求，以確保結果的重現性的程序。如果適用，測試應
可辨別以確認他們是否為型式試驗、定期試驗、抽樣測試
等。
b) 如果測試的順序會影響結果，則該標準應指定測試順序。
c) 測試方法一般可包含:
1)
2)
3)
4)
5)
6)
7)

參考標準;
測試使用的方法和材料 ;
測試使用的設備 ;
測試樣品的準備和保存樣品的方法及樣品數量;
測試程序;
測試結果的呈現，含計算精確度的測試方法，以及使用量測不確定度;
測試報告。

標準的規範性要素編寫
8. 標示、標籤與包裝
對於有關於產品外觀的標示，應於標準中規定或建議。
a) 相關標示一般皆應與驗證的標誌配合，但不可違反法令規定
b) 相關標示有時也可列於標準的附件中
c) 如果標準規定必須有標籤，則應詳列其標示方式
d) 產品標示可包含:
1) 製造商資訊(含/或代理商)、型號、規格等
2) 標籤的種類可以用銘版、油印、沖壓、線綁等方式
3) 標示於明顯的產品和/或包裝上
4) 說明有關產品的警語、操作方法及製造日期等

標準的編寫
Recap

一個標準應該包含 :
要素區分

參考性前置要素

一般性規定要素

技術性規定要素

標準構成要素
封面

Title page

目錄

Table of contents

前言

Foreword

標準名稱

Title

適用範圍

Scope

引用標準

Normative references

用語及定義

Terms and definitions

符號及縮寫

Symbols and abbreviated terms

要求事項

．

．

．

．

．

附錄(規定)

Annex (normative)

附錄(參考)

Annex (informative)

名詞對照
參考
參考資料

Example:

Requirements

．

索引
參考性補充要素

國際標準相對應名稱

Indexes
Glossary of term
Reference
Bibliography

封面 (Title Page)
標準編號
版本及年份

Example:

目錄 (Table of Contents)
Contents
頁 次

用語及定義
‐ 沒有小節

章 節

附 錄
‐ 允許有附錄

Example:

前言 (Foreword)

前言內容不可列出:要求、
建議、圖、表等資訊

前 言
起草單位說明

專利權聲明

TC說明
版本變更及取代
本版本為修訂

Example:

引言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說明HVAC相關
系列標準

有關EMC要求
及其他TC要求

Example:

適用範圍
說明

- 引言非強制性
- 內容不可含:要求、圖表
- 不可編章節

適用範圍 ( Scope)

Scope

加強舉例
適用產品

舉例說明
不適用產品

Example:

引用標準 (Normative reference)
Normative reference

整本標準皆
參考引用
(all parts)

參考有關
IEC
ISO
標準

Example:

要求事項 (Requirements), 測試條件 (General condition for the tests)
Requirements

Test condition

說明測試
條件

Example: 標示 (Marking), 符號 (Symbols)
Marking

符號參考:
IEC 60417

符號標示

Example:

測試項目 (Test items), 測試條件 (General condition for the tests)
Test Item

測試程序

Test item

測試結果
要求

Example:

附件 (Annex), 規定 (normative), 參考 (informative)
Annex (informative)

補充說明

Annex (normative)

補充說明

國際標準的編寫原則

國際標準的編寫原則
一般原則 (General principles):
1) 一般條件: 標準應該可為大多數人使用及淺顯易
懂。
2) 性能規定: 參考國際慣例，儘可能以性能上之需
求作為要求事項。
3) 標準一致性: 標準內容前後應保持一致相同，且
於其系列標準亦可維持其相同要求。
4) 標準連貫性: 有關標準內所有的用語、圖表格式、
單位等，應維持其連貫性， 且前後呼應。

國際標準的編寫原則
一般原則 (General principles):
1) 一般條件: 標準應符合下列條件。
(a) 標準內容須涵蓋適用範圍所敘述之必備要素。

(b) 所規定內容具連貫性且應具體明確。
(c) 考量現行技術之可行性。
(d) 標準應具備未來技術上發展之考量。
(e) 應可讓未參與標準制定者亦容易瞭解。
(f) 若有相對應國際標準時，包括其所有之補充增修及有關之
勘誤表，應與該標準維持最大限度之調和。

國際標準的編寫原則
一般原則 (General principles):
2) 性能規定: 要求事項如以下規定
a) 相關要求事項不應阻礙技術之進步
b) 儘可能以性能上之需求作為要求事項
c) 不應規定外觀、形狀等設計上之要求事項，
d) 或不以尺度、材料等作敘述性表示特性。
e) 要求事項基本上應能在國際間可被接納者。
f)

如有需求宜表示因氣候、環境、交易形態等之國家或區域差異

g) 可同時選擇上述數個之要求事項。

國際標準的編寫原則
一般原則 (General principles):
3) 一致性: 標準內容前後應保持其一致性
a) 在個別標準及其相關聯之系列標準中，其結構、格式、章節
編號、用語及定義應保持一致性。
b) 表示特定之用語，如涉及個別標準有關聯之系列全部標準，
應使用相同用語。
c) 對已經定義的觀念，不宜另使用其他類似用語或同義語。
d) 對個別之用語，儘可能僅給予一個意義。
e) 上述要求應被包含於個別標準及其相關聯之系列標準。

國際標準的編寫原則
一般原則 (General principles):
4) 標準之連貫性: 所有標準應保持連貫性，標準之內容應依相
關基本標準之規定作成。
特別對下列事項應保持連貫性:
(a) 經標準化的用語。
(b) 用語之定義及用法。
(c) 量、單位及此等之記號以及數學符號。
(d) 符號及縮寫。
(e) 參考資料。
(f) 製圖及線圖。
(g) 技術性文件的寫法。
(h) 圖記號。
以及….

國際標準的編寫原則
一般原則 (General principles):
4) 標準之連貫性: 所有標準應保持連貫性，標準之內容應依相
關基本標準之規定作成。(續)
各個標準對下列特定之技術性應用，應遵從其規定而作成標準:
(i) 公差與偏差(限界與配合)及表面特性。
(j) 尺度許可差及量測之不確定性。
(k) 標準數。
(l) 統計方法。
(m) 環境條件及相關測試。
(n) 安全性。
(o) 化學分析方法。
(p) 電磁相容性。
(q) 符合性評鑑。

標準制定的遵循原則
•
•
•
•
•

平衡標準委員的組成
公開原則
經由投票決定
取得一致性意見
具流通性

組成委員分成八大領域
• AHJ

• General Interest
– 如大學教授或是獨立顧問
等對與標準制定內容相關
的人員。

–授權機構，負責訂定或是參與安
全相關制定與法規活動的人員與
機構，如消防隊、保險業者。

• Commercial/Industrial User
–商、工業用戶，如大賣場、
大樓、電廠等。

• Consumer
–一般消費者，如消費者聯盟、
主婦聯盟等。

• Government

• Producer
– 製造商

• Supply Chain
– 供應鏈

• Testing and Standard
Organization

–政府單位，包含無法列於AHJ內的
其他政府單位。如經濟部、國防
部等。

– 測試機構與其他標準發展
機構代表

NOTE: Authorities Having Jurisdiction: 如政府部門, 被授權公協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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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的形成
• 提案公告至投票至少相隔30天
– 達成共識：半數以上委員進行投票，但有效投票中有
2/3以上投贊成票。
• 有效投票：贊成票、反對意見與議題相關的反對票
• 無效投票：無意見的反對票、棄權票、反對意見與議題無關
的反對票。

– 無法達成共識時
• 投票人數不足時應延長投票期限或是擱置提案
• 有效反對票過多時，應擱置議題或是更改提案後重新進行投
票。

區域或國家標準與國際標準調和
• 各國標準專家參加及協助IEC/ISO標準的活動
• 根據不同技術領域標準專家參與國際標準制定
的委員會, SCs 及 WGs.
• 經由與各國標準委員交流, 以達成標準與IEC標
準調和 (備註: 增加國家差異列舉與附錄)

國際/區域標準制定會議程序

標準會議前的準備工作
會議基本程序與應注意事項：
一、會議前應先確認標準草案的階段-需先於至少一個
月前發出通知。
二、草案討論與審查需先發予出席者。
三、秘書處需先 彙集出席者意見。
四、會議開始:
9 宣讀並認可本次會議議程與上次決議事項。
9 會議討論事項。
9 會議內容表決事項。
9 散會。

一般標準制定程序
需求(產業)標準–提案

委員會預備會議
產生第一版草案
委員會技術會議
產生次版草案

贊同者投票

發行

會議意見審查
與
表決結果

審查委員會批准

標準委員會行政工作包含
標準的維護
投票
最終批准
翻譯
發行
委員會秘書處:
會議通知, 議程安排, 草案準備,
會議記錄

投票如有反對者
須進行討論

標準制定進行的程序
草案階段與標準
• 草案在公告一年內，必須進行會員或成員的投票，
以決定是否成為標準
– 如果達成共識，成為標準
– 如果沒有達成共識，則繼續停留在草案階段，進行適
當的修改，次年再進行會員的投票，決定是否成為標
準。反覆進行，直到草案變成標準為止。
– 成為標準之後，改版與修訂的頻率則不受限制。但以
維持標準的穩定性為要點。

國際/ 區域標準制定流程與探討

Standard

區域標準(EN)制定個案探討

歐洲標準(EN)如何制定: 法源
Adopting “Essential Requirements”
接受指令的基本要求並經立法成為該國法律
EC理事會

各國會員

* 指令(Directive)

國家法律

調和歐洲標準

國家標準
CEN/CENELEC

* www.newapproach.org

CENELEC如何制定標準
草案: 可透過下述幾種調和方法
- 從IEC的初始資料 (大約佔80%)
- 從CENELEC的會員國的技術委員會提出資料
- 從CENELEC的合作夥伴所提出的需求
- 任何國家技術委員會且CENELEC同時認為有需求技術標準時
諮詢:
- 一旦CENELEC完成草案調和, 必須於6個月內完成會員
諮詢程序.
- 同時並請會員國的技術單位, 協助完成討論及完成最後草案
投票:
- 一般投票需費時3 months
- 投票時必須按照國家大小比例原則, 出席投票
(如法, 德, 義, 英, 最多10票; 小國可能只有1或2票)

CENELEC如何制定標準
投票時應該:
- 標準要通過必須有兩要素
1. 絕大部分的國家技術委員會表示贊成, 反對者必須說明原因
2. 至少2/3贊成, 且反對票不超過1/4
標準編號原則:
- 採用如: EN 60950-1:2004
- 40000 to 44999 有關於CEN/CENELEC 與資訊產品領域相關
- 45000 to 49999 有關於CEN/CENELEC 但非與資訊產品領域相關
- 50000 to 59999 有關於CENELEC活動相關
- 60000 to 69999 有關於CENELEC參考IEC標準有關
(其中ISO使用1~59999; IEC使用60000~79999)
- 80000以上則由ISO與IEC聯合制定出版 (ISO/IEC)

國際標準制定個案探討(IEC)

IEC文件的種類
• 透過全面性的共識決發布
– International Standard 國際標準（完全共識決）
–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TS): 技術文件
（共識尚未完全達成）
– Technical Report (TR): 技術報告
– Guide 指導方針
– Publicly Available Specification (PAS): 公開規格

• 透過限制性的共識決而發布
– Industry Technical Agreement (ITA): 工業技術協定
– Technology Trend Assessment (TTA): 技術趨勢評估報告

決議採共識決:所有會員國3/4以上同意才稱為共識!

IEC標準的制定流程
‧ 制定過程及其相關參考文件
New Project/Work Item

規劃

PROPOSAL (NP)

- 提案資格: NC, TC/SC, 秘書處

6 months

準備

PREPARATORY (DC)

Document For Comment
- TC/SC登錄, 建立工作組尋求意見

6 months

Committee Draft

委員會

COMMITTEE (CD)

- 產生第一版CD, 如未獲同意則CD2, CD3…

12 months

諮詢

ENQUIRY (CDV)

Committee Draft For Vote
- 諮詢並投票產生CDV

9 months

Final Draft International Standard

認可

APPROVAL (FDIS)

- 所有會員參加(2/3贊成), 反對者要說明原因

3 months

發行

PUBLICATION (IS)

International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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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標準的制定流程
New Project/Work Item

PROPOSAL (NP)

- 提案資格:
• National Committee
• Technical Committee or Subcommittee
• TC/SC 秘書處
• IEC秘書處
• Advisory Committee
New Project/Work Item

規劃

PROPOSAL (NP)
6 months

Document For Comment

IEC與ISO秘書處緊密聯繫合作

PREPARATORY (DC)

準備

6 months
Committee Draft

委員會

COMMITTEE (CD)
12 months

Committee Draft For Vote

諮詢

ENQUIRY (CDV)
9 months

Final Draft International Standard

認可

APPROVAL (FDIS)
3 months

International Standard

PUBLICATION (IS)

發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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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標準的制定流程
Document For Comment

PREPARATORY (DC)

- TC/SC登錄後,
• 建立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尋求意見
• 以準備第一版委員會草案
如有需求,可先發行為技術規格(Technical Specification)或
公共暫行規格(Publicly Available Specification)以應市場先
參考使用
New Project/Work Item

規劃

PROPOSAL (NP)

6 months
Document For Comment

PREPARATORY (DC)

準備

6 months
Committee Draft

委員會

COMMITTEE (CD)
12 months

Committee Draft For Vote

諮詢

ENQUIRY (CDV)
9 months

Final Draft International Standard

認可

APPROVAL (FDIS)
3 months

International Standard

發行

PUBLICATION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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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標準的制定流程
Committee Draft

COMMITTEE (CD)

- 產生第一版CD,
• 分派給各國National Committee尋求同意及意
見收集
• 如有不同意見, 由TC/SC or WG再討論
• 如未獲委員會同意, 則CD2, CD3…
New Project/Work Item

規劃

PROPOSAL (NP)
6 months

Document For Comment

PREPARATORY (DC)

準備

6 months
Committee Draft

委員會

COMMITTEE (CD)
12 months

Committee Draft For Vote

諮詢

ENQUIRY (CDV)
9 months

Final Draft International Standard

認可

APPROVAL (FDIS)
3 months

International Standard

PUBLICATION (IS)

發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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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標準的制定流程
Committee Draft For Vote

ENQUIRY (CDV)

- 諮詢並投票通過產生CDV:
• 為NC最後機會表達技術意見
• 投票限制:
•
•
•
•

贊成 (可附註意見或建議)
反對, 但必須附意見
棄權
至少2/3正式會員贊成, 且反對票不超過1/4
New Project/Work Item

規劃

PROPOSAL (NP)
6 months

Document For Comment

準備

PREPARATORY (DC)
6 months

Committee Draft

委員會

COMMITTEE (CD)
12 months

Committee Draft For Vote

諮詢

ENQUIRY (CDV)
9 months

Final Draft International Standard

認可

APPROVAL (FDIS)
3 months

International Standard

PUBLICATION (IS)

發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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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標準的制定流程
Final Draft International Standard

APPROVAL (FDIS)

- 登錄為FDIS, 準備發行為IEC國際標準
• 允許所有會員國查詢本FDIS
• 最終投票與限制:
•
•
•
•

贊成 (不可再註意見或建議)
反對, 但必須附技術相關意見
棄權
至少2/3正式會員贊成, 且反對票不超過1/4
New Project/Work Item

規劃

PROPOSAL (NP)
6 months

Document For Comment

PREPARATORY (DC)

準備

6 months
Committee Draft

委員會

COMMITTEE (CD)
12 months

Committee Draft For Vote

諮詢

ENQUIRY (CDV)
9 months

Final Draft International Standard

認可

APPROVAL (FDIS)
3 months

International Standard

PUBLICATION (IS)

發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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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標準的制定流程
International Standard

PUBLICATION (IS)

- 發行為IEC國際標準, 需於FDIS通過後兩個月內
• 發行紙本版與電子檔
• 包含官方英文與法文版

New Project/Work Item

規劃

PROPOSAL (NP)
6 months

Document For Comment

PREPARATORY (DC)

準備

6 months
Committee Draft

委員會

COMMITTEE (CD)
12 months

Committee Draft For Vote

諮詢

ENQUIRY (CDV)
9 months

Final Draft International Standard

認可

APPROVAL (FDIS)
3 months

International Standard

PUBLICATION (IS)

發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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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標準文件的不同階段
• Code, Meaning, Equivalent harmonized stage code
• PWI, Potential new work item, 0.00
• PNW, Proposed New Work, 10.00
• AMW, Approved Maintenance Work,
20.00
• ANW, Approved New Work, 20.00
• CAN, Draft cancelled, 20.98
• DEL, Deleted items, 20.98
• 1CD, 1st Committee Draft, 30.20
• BWG, Draft returned to Working Group,
30.92
• MERGED, Merged project, 30.97
• DREJ, Draft rejected, 30.98
• A2CD, Approved for 2nd Committee
Draft, 30.99

•
•
•
•
•
•
•
•
•
•
•
•
•

3CD, 3rd Committee Draft, 32.35
4CD, 4th Committee Draft, 32.35
5CD, 5th Committee Draft, 32.35
6CD, 6th Committee Draft, 32.35
7CD, 7th Committee Draft, 32.35
8CD, 8th Committee Draft, 32.35
9CD, 9th Committee Draft, 32.35
A3CD, Approved for 3rd Committee Draft,
35.92
A4CD, Approved for 4th Committee Draft,
35.92
A5CD, Approved for 5th Committee Draft,
35.92
A6CD, Approved for 6th Committee Draft,
35.92
A7CD, Approved for 7th Committee Draft,
35.92
A8CD, Approved for 8th Committee Draft,
3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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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標準文件的不同階段
• Code, Meaning, Equivalent harmonized stage code
• A9CD, Approved for 9th Committee Draft,
35.92
• CDM, Committee Draft to be discussed at
Meeting, 35.95
• ACDV, Draft approved for Committee Draft
with Vote, 35.99
• CCDV, Draft circulated as Committee Draft with
Vote, 40.2
• CDVM, Committee draft with vote for meeting,
40.91
• NADIS, FDIS not approved, 40.93
• ADISSB, FDIS manuscript subcontracted to CO,
40.95
• ADIS, Approved for FDIS circulation, 40.99
• DEC, Draft at Editing Check, 40.99
• RDIS, Text for FDIS received and registered, 50
• CDIS, Draft circulated as FDIS, 50.2

• CDPAS, Circulated Draft for Publicly Available
Spec., 50.2
• CDTR, Circulated Draft Technical Report, 50.2
• CDTS, Circulated Draft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50.2
• NCD, CCDV not approved, 50.92
• APUBSB, PUB manuscript subcontracted to CO,
50.95
• APUB, Draft approved for publication, 50.99
• BPUB, Publication being printed, 60
• PPUB, Publication issued, 60.6
• SRP, Publication under Systematic Review,
95.92
• WPUB, Publication withdrawn, 95.99
• DELPUB, Deleted Publication, 99.6
• SPE, Special Handling, 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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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制定個案探討(UL)

UL的標準
•

UL被授權與認可發展美國國家標準(ANSI)

•

目前UL約有1400個標準, 其中約820個標準為ANSI
所調和為美國國家標準(ANSI/UL)

•

UL的標準大部分為產品相關的安全標準

•

UL的標準起因於:
–
–
–

市場與產業的相關需求
獨立研究機構的驅動
公共安全的需求

負責UL內標準發展與維護的部門
• 行政與管理業務
– Standard Department
• 技術內容
– PDE (Primary Designated Engineer)
– Regional Lead Reviewers
– Local Designated Engineer

UL制定標準的平台
• STP (Standard Technical Panel)
– 前身為IAG (Industry Advisory Group)
– 分為有投票權委員與無投票權委員

• STP內具有投票權的委員分成八大領域
– 任一領域的代表總數不得大於八大領域委員總數的1/3

• 無投票權委員
– 主席與秘書
– 具投票權委員同單位的其他人員

線上標準發展系統介面
• CSDS (Collaborative Standard Development System）
http://csds.ul.com/Home/Default.aspx

• 透過線上的介面達到下列功能
–
–
–
–
–

管理委員名錄
發表提案
提出建議、回饋
投票
結論

線上標準發展系統介面(CSDS)

公告最新
即將召開
標準會議

線上標準發展系統介面(CSDS)

會議討論事項

線上標準發展系統介面(CSDS)
討論US與
IEC調和

意見陳述

加入UL標準平台成為委員

徵求專業領域

標準的制定流程 (以IECEE北美區域為例)
製造商

消費者組織
或消費者基
金會

技術顧問委
員會

政府機關

認證工程師

相關官員

主管機關

技術資訊諮詢
委員會

業界專家

貿易協會

其他資訊來
源

當需要研發新的標準或修正現有版本
時UL將匯集上述團體之全部或部分的
意見研發出草案

送出由標準技術委員及相關人審核

是否有
會議需求？

於標準技術委員會中公開討論

Yes

No
UL(及其他必要機構)做出決議及回應

Yes

是否有更
改的需要
?
No
發行ANSI/UL
修正版本或新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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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標準實務-公協會適合發展

何謂技術標準?
舉凡產業在針對工業產品,
- 製造流程、
- 檢驗方法、
- 尺寸、
- 材質、
- 精密度、
- 品質、
- 分解或組裝方式…等等
以訂定一項可為相關產業所接受或遵循的標準。
大部分的技術標準是免費使用的，但有些需要取得授權!

先了解標準的類型
技術標準的類型可以分為:
-基本的標準:包含一般性的基本觀點、理論和要求
-組合型的標準:包含適用多個或類別或類似產品,
並橫跨不同的委員會所制定的標準
-單一產品的標準:單一規格、類別及單一個委員會
的範圍,並包含基本型的標準
-產品標準群: 應參考基本型和組合型的整合標準

技術標準的預備工作 (1)
標準的起步階段,應邀請標準制定委員及相關產品
的專家; 協助提供:
- 提供產品相關的詳細知識
- 意外事件或事故的歷史背景
- 產品使用者回應的經驗
- 可防護狀況的知識
- 產品未來發展的知識
- 法律架構

技術標準的預備工作 (2)
當技術標準的內容已設定, 則可以開始考慮:
a)
b)
c)
d)
e)
f)
g)
h)
i)
j)

產品使用者及可預見的不當使用
產品在正常使用時的能力
環境的相容性
影響人體工學的因素
法規的要求
可靠性 、持久性
可報廢性 (應列於說明書)
特定使用者的需求 (孩童、老年人)
可能不良的狀況
標示及相關資訊

技術標準包含的內容
當發展一個新標準時,應考慮:
1. 標準的對象:消費者、產品使用者或維護者
2. 使用者對於標準的需求
3. 標準是否可成為產品的安全要求
- 用什麼觀點來顯現安全?
- 標準可以用來測試檢驗嗎?
- 標準可以拿來當作符合評鑑的基礎嗎?
4. 標準的使用者可以得到什麼的了解和知識?

適合發展技術標準的情境
•
•
•
•
•
•
•

評估新產品或特定的產品特性
新標準或修訂標準時
了解或說明相關安全要求時
市場要求
危險性分析
發展特定技術領域
特定事件危害的分析

一旦技術標準為大都國家所採用, 便可以發展成國際標準!

技術標準撰寫實務 – 試分析電動車標準
電動車涵蓋標準種類:
1. 安全標準
– 相關充電系統的安全要求 (電力, 接頭..)
– 電池與相關的保護與潛在危險(充電, 接地保護…)
– 電氣安全、機械安全及EMC或其他

2. 性能標準
–
–
–
–

電動車道路安全性能評估
零組件功能的性能評估
老化耐久性的性能評估
其他……

技術標準撰寫實務 – 試分析電動車標準
電動車產業標準種類: (可由車廠或聯盟引導)
• 電池充電站的設置程序
• 電池容量及性能測試程序
• 充電站性能量測及測試程序
• 車輛元件性能量測及測試程序
• 車輛充電設備性能量測及測試程序
• 車輛靜態與動態的電磁相容性量測
• 車輛加速, 爬坡力與最高速的性能量測與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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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標準撰寫實務
技術標準撰寫的架構:
1.資料說明:

3.標準內容:

- 標準名稱

- 要求

- 前言

- 相關敘述

- 參考

- 測試規定或方法

- 日期版次

2.標準前段:
- 適用範圍
- 引用標準

4.標準後段:
- 標示
- 附錄說明
- 參考文獻或來源

- 用語及定義

111

技術標準撰寫實務
技術標準撰寫的架構:以電動機車電池交換作業標準為例
1.資料說明:
- 標準名稱:電動機車電池交換作業標準
- 前言:敘述電池交換的重要性與法源依據..
- 參考:如已有相關國際或其他可資對應
- 日期版次:2014,第一版
1.資料說明:

3.標準內容:

- 標準名稱

- 要求

- 前言

- 相關敘述

- 參考

- 測試規定或方法

- 日期版次

2.標準前段:
- 適用範圍
- 引用標準
- 用語及定義

4.標準後段:
- 標示
- 附錄說明
- 參考文獻或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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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標準撰寫實務
技術標準撰寫的架構:以電動機車電池交換作業標準為例
2.標準前段:
- 適用範圍:本標準適用電動機車電池交換…
- 引用標準: IEC, ISO…
- 用詞與定義:電池組,電池交換站,電池容量…

1.資料說明:

3.標準內容:

- 標準名稱

- 要求

- 前言

- 相關敘述

- 參考

- 測試規定或方法

- 日期版次

2.標準前段:
- 適用範圍
- 引用標準
- 用語及定義

4.標準後段:
- 標示
- 附錄說明
- 參考文獻或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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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標準撰寫實務
技術標準撰寫的架構:以電動機車電池交換作業標準為例
3.標準內容:
- 要求:本標準要求交換站應具有檢測電池容量設備與人
員須具備證照,並根據國家電工法有關設立規定…
- 相關敘述:交換站設立應符合地方法規…
- 測試方法:交換站於更換電池後,應以儀器確認所更換電
池以正常運作…
1.資料說明:

3.標準內容:

- 標準名稱

- 要求

- 前言

- 相關敘述

- 參考

- 測試規定或方法

- 日期版次

2.標準前段:
- 適用範圍
- 引用標準
- 用語及定義

4.標準後段:
- 標示
- 附錄說明
- 參考文獻或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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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標準撰寫實務
技術標準撰寫的架構:以電動機車電池交換作業標準為例
4.標準後段:

- 標示(及/或標籤,包裝):含環保法規如回收標誌
- 附錄說明:能源局交換站設立要點…
- 參考來源:參考標準 IEC 62660-1, ISO 12405-1…
1.資料說明:

3.標準內容:

- 標準名稱

- 要求

- 前言

- 相關敘述

- 參考

- 測試規定或方法

- 日期版次

2.標準前段:
- 適用範圍
- 引用標準
- 用語及定義

4.標準後段:
- 標示
- 附錄說明
- 參考文獻或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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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參與國際標準組織之原則掌握
1.會中積極拉攏其他各國會員(如:美國、新加坡)
2.並持續出席各項重要會議(如各項論壇)
3.於會議上發言爭取權益 (但不可以搶先發言)
4.積極參予各國標準組織活動,由觀察員、加入成為會員。
5.善用國際組織APEC、IAF、APLAC、ILAC，我國均為會員。

區域及國際標準的未來發展:

法律上
強制規定

市場驅動

被動性
的強制

自願性 ??
資訊取得容易!
民智自主!

標準必為國際通行, 但最終應以消費者需求導向!

兩岸發展共通的區域標準
共同

一個標準
IEC
ISO

Taiwan
CNS

China
GB

LED

PV

中小風機

•安全
•性能

•用語
•效率

•安裝場地
•功率

共通區域標準

共通

二個標準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

Tel: 02‐2896‐7790
Ray.Sung@UL.com

區域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