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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動機 

讀者能否想像”鐵路軌距”與”馬匹臀部”的歷史關係，或是曾好奇為何

鐵路的軌距是“4 英尺 8.5 英寸＂(以美規為例)這個問題？追本溯源，吾人

可發現美國的鐵路系統最初是由來自於英國的殖民者(僑民)所建立。因

此，英國人沿用在英國故土的軌距。英國鐵路軌距之所以為“4 英尺 8.5

英寸＂，是因為最初建立英國第一條鐵路的是與建立英國市區聯結車運輸

系統(即今日的市電)相同的一批人。換言之，英國鐵路系統沿用市區聯結

車運輸系統的軌距。而英國市區聯結車運輸系統的軌距之所以為上述的寬

度，是因為當初建立該聯結車運輸系統的工人是利用製造四輪馬車車輪輪

距相同的度量工具。同樣的問題再度浮現，為何四輪馬車的輪距是“4 英

尺 8.5 英寸＂？這是由於若不採用該輪距，則馬車便無法行駛在英國境內

部份歷史久遠的長程馬車車軌道路(古代的高速公路)。而又為何馬車車軌

的間距為是上述的寬度，因為這寬度是羅馬帝國所制定沿用的標準，而這

標準又源自於當初羅馬帝國的二輪古戰車(如電影「神鬼戰士」的場景道具)

的車輪間距。但讀者或許還會追根究底，為何羅馬的二輪古戰車車輪間距

是這個寬度？這是因為羅馬古戰車都是由兩隻馬拖拉，而“4 英尺 8.5 英

寸＂的寬度恰巧可以容得下兩隻馬匹臀部的寬度。這就是當今美國鐵路軌

距“4 英尺 8.5 英寸＂的原因。甚者，因為鐵路軌距的關係，美國太空梭

兩旁的固體推進器(solid-propellant booster rockets)在的直徑也受其影響，這

是因為固體推進器需利用火車從製造組裝工廠運載至發射基地。由以上的

說明足可證明「標準」對吾人生活與周遭事務深遠的影響。 

「標準」之於人類文明的運作與推進；就像「陽光」、「空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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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於生態系統的運轉一般。但一般人或業界多將習以為常的事物(例如「標

準」)，視作理所當然，反而忽略它的存在、它的功用以及它對企業經營策

略上的意義。事實上，在現今高度競爭的全球市場中，諸先進國家以及國

際知名大廠，在其技術研發以及創新應用之上更高階的策略思路中，早已

將標準當作提升產業整體水平以及強化個別企業市場競爭力的政策或手

段。惟我國業者對此一思路多處在一知半解或渾然不知的狀態，將之視作

冷僻或技術層次的課題，以致逐漸喪失競爭力或僅能在代工模式中賺取微

薄利潤。因之，為強化我國產業對標準的認識以及重視，並進而從策略的

制高點看待標準化事務，乃有刊印本書之動機。 

 

定位 

「標準」與「標準化」所涉議題廣泛且複雜，不同專業領域以及不同

的層次亦有不同的專項與課題。所謂「千里之行，始於足下」，本書擬以

通俗漸進的方式，引領讀者逐步瞭解「標準」與「標準化」背後所涉及的

巨大商業利益。望文生義，本書既名為《基礎標準化導論》，旨在從根本

建立「標準」與「標準化」的觀念。本書並非針對某一特定專業領域或產

業類別撰寫，在讀者的設定上，主要也以對「標準」與「標準化」課題有

興趣，但未曾參與標準化事務的企業決策與管理階層人士為主(但不以此為

限)。本書得作為讀者瞭解「標準」與「標準化」課題的第一本書(基本教

材)，具有導讀之作用。綜合上述，本書所設的讀者屬性以及定位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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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者設定： 

欲瞭解「標準」與「標準化」概念，

未曾參與標準化活動者。 

(企業人士為主) 

本書   

 

其它讀物或教材 

圖1. 本書讀者設定與定位 

 

 

結構 

在內容的鋪陳上，本書分做兩篇，其一是「標準化的意義與價值」，其

二是「標準化基礎知識」。「標準化的意義與價值」該篇分作「標準化與人

類文明推進」、「標準化之商業價值」兩章。所謂「觀今宜鑑古，無古不成

今」，其中「標準化與人類文明推進」該章係從歷史的觀點切入，扼要回

顧標準與標準化與人類過往文明發展的關係；其次，「標準化之商業價值」

則從當今商業化活動的角度切入，分從標準化與市場經濟活動、企業市場

競爭力、企業經營和管理、企業創新和研發能力等面向，簡明闡述標準化

在商業層次的意義為何。第二篇「標準化基礎知識」所撰內容則為協助讀

者未來進入標準與標準化課題堂奧前，能先獲致所需要的基本知識或常

識。其內容包括標準、標準化、符合性評鑑以及國內外標準化體系的簡介。

本書所介紹之主題內容，僅止於初階的說明，每一主題國內外皆有專書作

更深入的介紹。譬如，本書在「標準化與企業創新和研發能力」一節中介

紹「標準化與智慧財產權」課題，即當下國際知名企業與大廠以及諸多先

《基礎標準化導論》 

本書後續系列教材 
(規劃中) 

其它進階書籍或刊物 

相關工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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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國家學、研機構熱門的研究議題。本書在內容的呈現上，除文字、圖、

表說明外，並在本文當中適時穿插「觀念提示」以及「事例」圖文框。「觀

念提示」意在輔助說明與釐清概念，「事例」則是透過實際個案/案例，加

深讀者印象。 

 

 

                                                     

                                       

                          

圖2. 本書內容呈現方式 

 

本書有所缺漏，歡迎讀者以及諸專家和先進惠予指正和賜教。 

《基礎標準化導論》 

文字         圖         表 

事例 

觀念提示 

呈現方式 

讀者 

陳述細節 

加深印象 

釐清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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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標準化的意義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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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標準化與人類文明推進 

 

本章概要 

本章將分從「標準化概念的萌芽」、「標準化與當代生活」

兩節，先從歷史的角度切入，藉由相關掌故說明標準化

活動與人類文明和歷史間密不可分卻又為人忽略的事

實。接續再列舉相關事例，據以說明標準化活動與吾人

當今生活的關係。 

 

一、 標準化概念的萌芽 

1.1 標準化與文明推進 

標準化概念的萌芽與發展和人類文明的推進有著密不可分的關係，這

關係可從「文明」概念出發，節錄「維基百科」對「文明」的闡釋： 

 

 

 

 

 

 

 

 

觀念提示 
 
 

英文中的「文明(Civilization)」一字源於拉丁文＂Civis＂意思

是城市的居民，其本質含義為人民和睦地生活於城市和社會

集團中的能力。引申後意為一種先進的社會和文化發展狀

態，以及到達這一狀態的過程，其涉及的領域廣泛，包括民

族意識、技術水準、禮儀規範、宗教思想、風俗習慣以及科

學知識的發展等等。 

~摘自：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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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的觀念提示可知：文明與某一人類社會集團(群體)的能力、先

進性、技術水準以及科學知識的發展脫不了關係。事實上要使人類社會集

團(群體)內各個個體間分工與合作，進而使技術水準的推進獲得實現以及

體現其先進性(不斷進步)，其關鍵之一便是如何讓個體間的分工與合作，

而這端賴個體間能夠彼此溝通、協調，以便產生共識，進而俾利相互共事

並且互蒙其利。要達到此一境界，其必要條件之一便是讓溝通、協調、共

識的內容能夠透過某種“載具＂進行交換以及存續，而且“載具＂本身所

承載的形式與意義必須在社會集團(群體)內的個體之間獲致集體的認同、

接受與理解，這樣的載具才能發揮功用，對於這“載具＂的需要便是人類

語言之所以發展的原因之一。在這樣為求人類彼此互助與文明發展的需要

下，對這”載具”進行標準化的活動便油然而生，而這也牽引出標準當中最

簡明的概念(關於標準的嚴謹定義，讀者可參考本書第二篇的第壹章)： 

 

 

 

 

 

 

此一淺顯易懂的說法業已概括標準的基本概念和立意。是以，若從廣

義的標準概念來看，如各古文明的文字發明，便可看做一種具規模和系統

化的標準化(關於標準化的嚴謹定義，讀者可參考本書第二篇的第壹章)工

作。而其對人類文明的影響亦可從下述事例窺知： 

觀念提示 
 
 

「標準」乃一種約定成俗的做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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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巴別塔的故事衍生的概念在於：作業或生產的專業化和協作(包括

分工與整合)是人類文明明的先進形式之一，是生產社會化和生產分工的結

果。專業化把人類文明活動分解為各個獨立的生產部門，而協作又把被分

解的各個部門聯結成為有機的整體(即上述對「文明」一詞的觀念提示)。

專業化協作生產具有很突出的優越性，但也需要一系列客觀條件，發展標

準化對鞏固和發展專業化協作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換言之，專業化要以

協作為前提，專業化越發展，協作越廣泛，企業之間技術上的銜接協調問

題越複雜，如果處理不好，專業化協作就難以鞏固和發展。根據實證，標

準化恰是解決這類問題的理想措施。是以，文明要獲得推進與發展，必定

要以溝通以及技術上高度的統一與廣泛的協調為前提，而標準恰是實現這

種統一與協調的手段。 

 事例：巴別塔的故事 
 
 

 

 

 

 

 

 

聖經創世紀第十一章述及：創世之初，世界上

所有人類皆使用同一種語言(溝通的標準)，巴

別塔(the Tower of Babel )是人類因出於驕傲，協

同興建能通往天堂的高塔。上帝為此不悅，便

讓人類使用不同的語言，致使無法相互溝通，

構築此一高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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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標準化與國家統治 

再以人類文明的推進角度出發，又譬如我國大範圍標準化工作，約可

追溯至西元前 221 年秦始皇統一六國之後，其遂行之「車同軌、書同文、

行同倫」政策。該政治性一統以及降低經濟活動成本的政策，本身即涵蓋

技術面(車同軌)、資訊交換(書同文)、行為管理(行同倫)三種類型的標準化

活動。從「書同文」的觀點出發，若進一步看吾人所熟識的中國文字的演

變歷程，發展迄今我們所使用和流通的「楷書」，其變遷也概括說明了「標

準化」的觀念。如下事例，中國文字的發展基本上就是標準化概念的活教

材。 

 

 

 

 

 

 

 

 

 

近代以文字為標的的標準化活動仍未停止。以對岸中國大陸為例，其

執政單位為解決幾億人讀書寫字教育的問題，推行文字改革和標準化，這

也是是自秦始皇以來的第一次，在 1950 年代約末簡化了二千二百個(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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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而當今世界各國皆會明文規定該國的官方語言與文字為何，其背後

之用意與目的與前述秦始皇一統六國之後所推行之政策有異曲同工之

效。接續，再以檢驗標準(品質管理)以及政治腐敗貪婪為例，由下述歷史

事例吾人可看出與維持市場/官場公平正義的關係： 

 

 

 

 

 

 

 

 

 

 

 

 

 

 

 

 事例：明朝缺漏標準與宦官貪墨 
 
 

 

 

 

 

 

 

…十六世紀初，大部份的高級官員和宦官都已經過著十分奢侈的生活。

尤其是高級宦官更為人所豔羨，他們不但在皇城內築有精美的住宅，而

且根據傳統習慣，他們也有相好的宮女，…一般的宦官也有他們的額外

收入。掌管皇家的各個倉庫，就是他們的生財之道。各省上繳給皇室專

用的實物，必須經過檢驗，認為質量合乎標準才能入庫，否則就拒絕接

受，解送實物的人員就會長期滯留在北京而不能回家。實際上，所謂質

量並無一定的規格，可以由宦官及其中介人隨心所欲地決定。如果解送

實物的人員懂得其中的奧妙，贈送中介人以相當款項，中介人扣除佣金

後再轉手送給宦官，所繳實物就可以被接納入庫。…既然納賄可以使劣

質物品變為優質，所以，除了皇室成員自用的物品以外，以次充好的現

象就不斷發生。… 

~摘自：萬曆十五年~ 

 

～圖像擷取自「大明王朝1566」電視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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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標準化與身體表象 

再以吾人所熟悉的度量衡為例來說明標準化與人類文明的關係。每個

民族最初的丈量，以古中國為例，有所謂「近取諸身」、「以人之體為法」、

「不假外求」簡易而方便的量度方法。用白話來說，這類方法就是教人們

利用自己身體肢幹作為量度參考的依據，以這些丈量單位為度量衡的概

念，迄今仍在沿用也成了當下日常生活的概念。 

 

 

 

 

 

根據並引用《一章木椅》一書所述，中國古人以十髮為程，十程為分，

十分為寸。寸約等於大拇指的寬度或一節的長度，相當於現在的二公分左

右(也有以中指的中間一節為一寸的基準)。此外，「人手卻十分動脈為寸口」

(即距腕十分的位置，至今中醫仍稱腕脈所在為「寸口」)。十寸為尺(亦是

手臂上段腕肘之間的長度)。此外，按周朝規制，婦人手長八寸謂之咫(成

語「咫尺之間」乃指距離之近)。在平時我們會說「尋常人家」、「尋常的事

情」等這類用語，意指“平常＂、“沒什麼特別＂的意思，形容極為常見

的事或物。但在古代漢語，“尋＂和“常＂都是指短距離的長度單位。根

據《說文解字》的解釋：「尋，度人之兩臂為尋，八尺也。」意思是說人

兩臂平伸開的距離就是“尋＂的長度，大約是古代的八尺。再者，《小爾

雅‧廣度》也提及：「尋舒兩肱，倍尋謂之常。」這裏的“肱＂就是人的

觀念提示 
 
 

「度」是計量長短，「量」是計量對某物質的容量，「衡」是

計量輕重。現代對度量衡的廣泛定義為任何表示物理量(如

溫度、時間)的單位。 

~摘自：維基百科~ 



96 國家標準發展策略研究計畫 
基礎標準化導論 

B-2- 12 
本報告未經同意請勿擅自影印與散佈，以免侵犯智慧財產權。 

胳膊，“倍＂就是兩倍的意思。白話是說人兩臂平伸開的距離就是“尋＂

的長度，兩倍“尋＂的長度就是“常＂的長度。但在秦漢以後以“尋＂和

“常＂作為長度單位的名稱已是廢而不用。因為“尋（八尺）＂和“常＂

（一丈六尺）都不是特別大的數字，在當時是經常能看到的長度名稱，所

以人們就把“平常能看到的＂、“沒什麼特別的＂事物稱之為“尋常＂

了，而沿用至今。同理，在西方像聖經大洪水故事裡，諾亞受到神的啟示

所造的方舟，便是以「肘」作為長度單位(《聖經‧創世紀》第六章十三-

廿二節)。羅馬人踏遍天下，便是利用希臘人的拇指寬度(寸)，變為腳掌(foot-

英尺)的十二分一。 

 

 

 

 

 

 

 

 

 

 

 

由上述的歷史發展，除可看出標準和標準化與人類文明的發展關係之

 事例：標準與王權(遊戲規則/制度) 
 
 
 
 
 
 
 
 
 
 
 
 

度量標準，歷代都有調整。相傳英國的「碼」，是以英王享利一世

(Henry I)的鼻尖至下拇指的距離作準。而和享利一世在同一年去世

的宋徽宗趙佶，其中指的第二節也曾用作寸的標準長度。 

~摘自：一章木椅~ 

宋徽宗 

(1082-1135) 

英王享利一世 

(1069-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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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亦可看出標準和標準化與統治的關係。統治含有主導遊戲規則和規範

之意。演變至當下，標準化的深層意義已有主導市場遊戲規則之意義(其更

詳細的陳述，請參考本篇第二章有關內文)。 

 

 

1.4 標準化與文明存續 

再以古典音樂的流傳為例，當今全球人類之所以能夠沈醉在巴哈、莫

札特、貝多芬等古典音樂大師的二百多年前的作品，享受動人的繞梁之

音，摒除相關傳播技術的推陳出新，其根本原因便是受惠於樂理相關內容

的標準化，其概念如下事例所述： 

 

 

 

 

 

 

 

綜合上述事例吾人皆可窺見標準和標準化這樣的概念與應用，早已在

人類的文明史留下不可磨滅的痕跡。 

二、 標準化與當代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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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標準化與便利性 

想像一下，當您去商店買不同廠牌的燈泡，卻與家裡燈座不合的情況？

或是去買 CD 唱片，結果播放機卻無法播放的情況？亦或是電視插頭無法

插入牆壁插座的情形？其實標準常以不同的面貌，影響著當今人類的日常

生活，其用意使生活更簡單、安全與健康。舉例來說，吾人在家中、公司、

學校、工廠所使用的插座，其中的電線也是經過有關標準的規範與檢驗，

才滿足使用上相關安全標準的規範。 

 

表1. 各國不同插座標準示意 

形

式  

國

家 
美國、加拿大 印度 德國、奧地利 澳洲、紐西蘭 俄羅斯 馬來西亞 

資料來源：易遊網。 

 

再以吾人日常必會使用到的交通工具為例，吾人常會聯想到的就是構

成這些交通工具的齒輪以及螺絲和螺帽。若是齒輪沒有標準化的齒形和齒

距等的規格要求，便無法發揮齒輪透過與其它齒狀機械零件傳動，以改變

轉速與扭矩或改變運動方向和改變運動形式等功能，自動化機具的運轉或

汽機車的行駛等動作便也無法獲得實現。綜合上述說明與實際事例，標準

和標準化與吾人當代生活各層面的直接或間接關係便不言而喻。 

 

2.2 標準化與民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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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舉以下諸例：抗紫外線的太陽眼鏡，太陽眼鏡的製造商不勝枚舉，

但要如何確保各家廠商所生產的產品都能夠發揮抗紫外線的效能呢？此

時若存在共同認知與認定的標準，各廠商在製造時得以有所遵循之依據，

如此則可確保太陽眼鏡的防護效能，以保障消費者健康與權益。再從一些

與吾人日常生活相關的事物來看，電器需適用於一定的電壓和電流、家電

需符合電磁干擾標準、檢驗肉製品總脂肪有其準則、火車或捷運通行需要

相同的軌距、買賣房地產需要一致的地坪丈量基準、通行全球的信用卡需

要相容的讀卡與清算系統等等。這些已成為現代人日常生活一部份的事物

運作得以互通有無，人身安全得以獲致保障，皆需依賴相關的標準在後端

提供支援。如下所舉新聞案例，吾人更可體會到標準的與現今日常生活的

關係： 

 

 

 

 

 

 

 

 

 

2.3 標準化與民眾權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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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化與民眾權益間的關係，從下述事例便可得知： 

 

 

 

 

 

 

 

 

 

 

 

 

進言之，以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推動與實施的「法定度量衡器型式認證

及檢定」制度，該制度的目的之一即是確保市場的公平交易，依該制度且

吾人較熟悉的法定度量衡器包括計程車計費表、血壓計、水銀式體溫計和

電度表等。試想若這些度量衡器量度缺乏一標準化的計量準據，會對吾人

日常生活造成多少無謂的爭執與權益的侵蝕，其所引發的社會成本亦無法

計數。把民眾權益的概念擴而大之，人民和私部門賦稅，提供公部門推展

相關政務、謀求眾人福祉、甚或開創全體人民的未來。再以下述個案為例，

 事例：標檢局檢查水果攤磅砰不合格率不到1% 
 
 

 

 

 

 

 

配合中秋節水果需求量大增，為了替民眾荷包把關，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特別在中秋節前執行水果攤商磅秤檢查，此次共檢查830台磅砰，發現有

8台不合格，已要求停止使用，標檢局也提醒消費者購買蔬果時，注意磅

秤是否貼有檢定合格單，以維護權益。…此次共檢查830台交易使用的磅

秤，結果發現有8台不合格，已對不合格的磅秤要求停止使用，以保障消

費大眾權益。…標準檢驗局局長陳介山表示，此次共檢查交易使用的磅

秤830台，結果發現有8台不合格，合格的有822台，不合格的8台中，有6

台是消費者吃虧，有2台則是消費者會佔便宜。 

~摘自：ETtoday(2006/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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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誤用度量衡標準，對納稅義務人所造成的衝擊，讀者或許將會有更深

刻的體會： 

 

 

 

 

 

 

 

 

 

 

 

 

2.4 標準化與永續發展 

自西方工業革命以來，人類「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生產及消費

模式對環境所造成的影響、衝擊甚或破壞，以及其所呈現之負面外部性

(negative externality)，已超出環境自身的承載能力(carrying capacity)。是

以，「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念遂於上世紀 70 年代開始

萌芽。而「聯合國人類環境會議 (UN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事例：美金1億2千5百萬的教訓 
 
 

 

 

 

 

 

1999年9月底，由於美國航空暨太空總署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NASA)位於科羅拉多州的飛行載具工程團隊以及位於加

州的任務導航小組，雙方在傳輸操作資訊時，誤把英制和公制標準混用，

導致火星氣候觀察者號 (Mars Climate Orbiter)操作異常，並墜毀在火星

上。此一事件造成美國納稅人美金1億2千5百萬的損失。 

~摘譯自：CN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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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於 1972 年瑞典斯德哥爾摩會議發表之「人類宣言」得視作

永續發展概念獲得全球輿論關注的起點。時至 1987 年聯合國第 42 屆大會

的「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WCED)」於「人類共同的未來(Our Common Future)」所揭示

之「發展除為滿足當代的需求，並需不損及後代滿足其自身的需要

(development that meets the needs of the present without compromising the 

ability of future generations to meet their own needs)」理念，可視作現今最獲

廣泛認同之永續發展定義。嗣後，「氣侯變遷架構公約(The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FCCC)」、「京都協議(Kyoto Protocol)」、「里

約宣言(Rio Declaration)」、「森林原則(The Forest Principles)」、「生物多樣性

公約(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等國際公約的締結與通

過，足見永續發展相關議題已成為全球注目焦點。簡言之，永續發展相關

議題多環繞在經濟發展、環境保護、社會公義三大課題的平衡發展。 

根據上述永續發展環境保護的觀點，以 ISO 14064–1 以及 ISO 

14064–2 溫室效應氣體標準為例，前者是對實體排放與削減之定量、監督

及報告規範；後者是針對計畫排放與削減之定量、監督及報告規範。再以

歐盟實施的「歐盟耗能產品生態設計指令(Eco-Design Requirement for 

Energy Using Product, EuP)」為例，該指令要求製造商，在生產有關產品

時能夠以產品生命週期的方式思考，將所謂的生態化設計的要求

「(Rrequirement of Eco-Design)」融入產品設計開發的工作中，據以滿足度

環保的要求、提高產品效能並增進能源供應的安全性。進一步來看，國內

外目前積極推廣與落實的「綠色產業」和「綠色供應鏈」概念，其理念要

獲得充分的擴散與實踐，不可或缺的要素之一便是透過相關標準化舉措，

提供相關量度和驗證的標準以為依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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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標準化與利害關係人 

進言之，除上述標準與消費者之關係外，標準與當代社會其它相關群體(利

害關係人)關係的說明，則概括如表 2 所示： 

 

表2. 標準與當代社會相關群體(利害關係人)關係說明 

利害關係人 與標準化之關係 

政府單位 標準乃規範國家經濟發展和社會活動的一種“技術制度＂。

首先，標準可謂一種制度的安排(例如：公部門有關機關，利

用標準管理假冒、劣質、黑心、有害民生康健與安全之產品，

或預防和控制工業污染，作為治理市場無序或失序的準據)，

透過標準，政府有關政策和法規得以和市場經濟的運作緊密

結合，並使社會公義與公平得以實現；其次，標準是公部門

提升本國產業結構、促進國內產業技術水平升級的一種政策

工具。透過標準，政府得以提升本國產業的國際競爭力，作

為參與國際市場分工與整合運作的籌碼(例如：以標準作為貿

易開放或限制以及貿易糾紛仲裁的參考或依據)。綜合來說，

標準可謂構成國家核心競爭力的基本要素之一。 

學術研究單位 標準對科研組織而言，不僅是遂行研究發展工作的溝通工

具，亦是評估科研成果良莠的準繩(例如：顯示半導體技術水

準的製程特徵尺寸/feature size)。標準更是技術創新、降低研

發成本與風險、技術移轉與擴散、技術商業化和市場化的手

段。因此，對學術與研究單位而言，標準是促進科技進步和

發展的推手。 

認 證 / 驗 證 機 標準乃技術法規、符合性評鑑、產品和服務認證/驗證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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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據，技術法規得以獲得健全支撐、符合性評鑑得以具體落實、

產品或服務認證/驗證得以確實執行，端視認證/驗證機構的

公正性、技術水準、執行力是否達一定水平。認證/驗證機構

於市場中發揮的功能，事涉優質產品或服務市場進入與否的

把關工作，亦是產品或服務供給端獲致聲譽以及需求端獲得

保障的信賴源頭。是以，認證/驗證機構扮演協助公部門解決

市場失靈的角色。 

公協會 在非壟斷和獨佔市場的競爭環境中，單一企業無法專斷標準

之發展，唯有透過合縱連橫關係，始能在標準化事務上利己

利人。再者，如圖 9 所示之標準化體系，國家、區域、國際

標準得以發展和獲得支撐之條件，係奠基於產業標準(公司標

準、團體標準)之發展健全與否，而團體標準得以實現則需藉

公協會之機制，始能搭起前述標準化事務合縱連橫關係，在

標準化事務競合關係中獲致平衡點，體現市場自由競爭。是

以，公協會除代表特定產業和特定工商業族群團體的共同利

益之外，對內公協會促進相關競合的企業對話，對外並扮演

產業界與政府、學研單位、國外機溝間的溝通與互動橋樑。

因此，公協會乃國家標準以及產業標準互通有無和互利協作

的潤滑劑和催化劑。 

企業 一般而言，企業採納標準及導入標準化事務的根本動機，是

欲透過標準所牽引出的制式生產規格與作業流程，以簡化生

產程式、降低生產成本和出錯率、強化產品或服務水準，據

以提高生產效率和效能。也由於這種初階的認知，使一般企

業多單純將標準視作技術課題，將之歸責技術部門的職掌。

然若進一步剖析，標準並非僅是單純的生產課題，它更是企

業在詭譎多變的市場中，一種競爭的策略與手段。易言之，

標準在發展過程中以及建立之後，皆會持續影響企業競爭的

模式，而這環繞標準的競爭，並非以“點＂或“線＂的單純

方式存在，而是以“面＂的方式蔓延和進展(例如：電腦產業

以及通訊產業其軟硬體零組件和周邊產品和服務，所共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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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和供應網絡)，這是因為標準會和與之相關的互補性和

互通性產品和服務彼此牽連，它會使處在市場中的企業需不

斷主動或被動地改變其競爭地位。 

資料來源：《國家標準發展策略白皮書》第一版(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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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標準化之商業價值 
 

本章概要 

孰謂在商言商，本章將分從「標準化與市場經濟活動關

係」、「標準化對企業市場競爭力之影響」、「標準化與企

業經營和管理」、「標準化與企業創新和研發能力」四節，

說明標準化活動與當今商業活動之間的關係。前兩節係

從企業和廠商外部商業環境說明，分從宏觀和微觀的角

度闡述標準化活動的經濟效益。接續再從企業和廠商內

部的活動切入，分別從後發觀點(積極導入某一標準)和

先發觀點(主動參與標準制定活動)，說明標準化活動對

企業和廠商所帶來的顯性和隱性商業價值。 

 

一、 標準化與市場經濟活動關係 

1.1 標準化對總體經濟的貢獻 

在看待標準的商業價值時，吾人得先從總體經濟的角度切入。根據「英

國標準協會(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e, BSI)」的估算，標準每年至少對英國

經濟貢獻 25 億英鎊(約合 1,675 億台幣，2007 年第二季匯率)的效益，同時

BSI 認為標準在促進創新、改善競爭力、增進可靠度、確保安全、改善通

路、控管品質、管理風險以及改進商業績效上皆扮演重要的角色。此外，

根據德國標準化總體經濟效益研究結果顯示：1998 年德國標準產生的經濟

效益約占國民生產毛額(GNP)的 1%(150 億美元)，該年德國經濟平均年增

長率為 3.3%左右，其中標準的貢獻率約為兩成七（資本占 1.6%；勞動力

占 0.2%；專利占 0.1%；專利技術轉讓許可占 0.5%；標準占 0.9% ）。奧地

利研究結果則顯示：標準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率高達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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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標準對國民經濟之貢獻 

 

1.2 標準化與國際經貿活動 

若進一步從標準與國際貿易的關係以及標準對某一產業的影響或衝擊

程度來看，根據我國關稅總局以及國貿局相關研究分析顯示：在當今全球

環保和永續發展意識高漲，歐盟分別在 2005, 2006, 2007 年逐年執行「廢

電機電子設備廢棄指令 (Waste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WEEE) 」、「危害物質限用指令 (Restriction of Hazardous Substance, 

RoHS)」、「歐盟耗能產品生態設計指令(Eco-Design Requirement for Energy 

Using Product, EuP)」三大環保指令。該研究數據顯示：該三大環保指令將

對國內近三萬五千家出口廠商，高達新台幣 2,446 億元產值之市場產生衝

擊。下述事例更明確說明了標準在國際貿易中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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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標準化對個體經濟之影響 

 事例：標準與國際貿易戰 
 

隨著中國與其貿易夥伴在食品等產品安全問題上的相互指責愈演愈烈，吾人越來

越清楚地看到，安全與品質標準正日益取代關稅及配額，成為國際貿易爭端中的

主角。…中國政府日前「以牙還牙」，宣佈暫停進口泰森食品有限公司、嘉吉公

司和Sanderson Farms Inc.等數家美國肉類加工商的部份產品。中國在公告中稱，根

據檢測，上述公司部份產品中發現了安全問題，如泰森的凍雞中含有沙門氏菌，

嘉吉的冷凍豬排骨中含有生長激素殘餘物。面對近期發生的一系列有損國內消費

者信心和出口產品形象的醜聞，中國政府此舉凸現了其嚴格控制食品安全的決

心。此前，美國食品和藥物管理局禁止了中國產牙膏和多種養殖海產品的進口，

原因是擔心這些產品受到了化學污染。…中國政府同時表示也要加強對進口商品

的檢查。除了上週被禁的凍雞和冷凍排骨外，中國近期已連續查禁了法國瓶裝

水、澳大利亞海產品和美國飲料等進口商品。安全標準過去就曾被用作設立貿易

壁壘的武器，而今中美觀察家心中皆有歷史重演的憂慮。當前這種你來我往相互

封鎖產品進品的形勢已越來越像是一場貿易大戰，只是戰爭焦點變了，相互指控

的目標從的傾銷和不公平競爭變成了現在的危害消費者權益。 

~摘自：工商時報(2007/07/23)~ 

 事例：安全標準與貿易保護界線模糊 
 

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常常抱怨，已開發國家設置嚴格的安全標準，目的就是為把發展

中國家的產品擋在它們自己的市場之外。面對頻繁變動的技術要求，發展中國家往

往無力應對，他們既沒有資源，也缺乏技術。在世貿組織今年會議上，幾個發展中

國家就表示他們覺得各類標準與日俱增有礙全球貿易發展。 

中國已加緊努力確保其出口商跟得上各市場安全標準變化。據中國政府估算，本國

一五%出口商去年遭到一定程度的技術性貿易壁壘，直接損失約七五八億美元。 

中國商務部日前指出，關稅、配額等傳統貿易政策對國際貿易影響越來越小，而安

全標準、技術性規定等技術性貿易政策的影響愈加顯著。 

~摘自：工商時報(2007/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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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進一步將標準的經濟效益範圍限縮至某一技術領域或企業，在日本

進行的標準化經濟效益評估結果也發現：日本一項有國際市場需求的新技

術或一般技術如果沒有形成國際標準，每一項技術平均損失將近 300 億日

元；如果上述技術能夠形成國際標準，每一項技術平均產生的經濟效益同

樣是 300 億日元左右。又譬如國內半導體產業代表廠商為例，台積電和日

月光合作發展提升半導體供應鏈效率和整合程度的多項電子商務標準，效

益上台積電和日月光共計投資新台幣七千萬，利用相關標準推動供應鏈的

電子化，六年來節省的成本預估超過三億五千萬，二者並以更精簡的人

力，節省 3 至 5 天的訂單處理時間。 

 

 

二、 標準化對企業市場競爭力之影響 

標準與企業經營策略結合的方式有許多種形式，不同的形式代表不同

市場競爭力的儲備與建構。對企業而言，利用標準的最初階應用便是將現

存的標準視作一種資訊或情報的來源。換言之，企業得利用標準來收集和

理解目前或近期某一技術的發展水平或是相關一些市場有關規定的要

求。此外，企業採購或使用一些業經驗證的產品或服務，其所面對不確定

性和商業風險亦相對減少。反之，如果企業所生產或提供的產品或服務，

倘若符合某一標準，則其產品或服務亦較容易被買方所信賴和採購，從上

述市場供需的關係來看，對廠商而言符合某一標準不單是為滿足某些＂要

求＂，更重要的是能因此參與市場買賣、掘取更多商機和成交的機會。更

進一步來看，所謂＂符合＂某一標準是有程度上的差別。易言之，倘若廠

商排除為滿足符合性評鑑或是特定法規的要求，廠商並不需要滿足某一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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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內的所有內容，是以廠商可以依據自己的需求選擇適合自己的內容，而

無需滿足的所有內容耗去過多的成本。 

從更積極的角度來看，廠商甚至可以在標準定型之前便參與標準化的

活動，藉以使自己的產品或服務成為被標準化的內容，以主動攻勢去定義

市場以及獲致國際市場的認可和認同。 

綜合上述，關於廠商該利用現有標準(後發的角度)或是積極參與標準

化活動(先發的角度)的課題，重點在於採取那種策略對廠商最有利。以下

分從後發和先發的角度分述之。 

 

 

2.1 導入標準是參與市場競爭的條件 

從後發的角度來看，市場消費者一般都希望商品物超所值、物美價廉、

選擇多樣，但這樣的需求對一般企業和企業來說並非易事，因為在滿足這

些需求時，有諸多條件是彼此衝突的。然而，導入與應用標準或其相關觀

念，則有助於調和這些彼此衝突的條件，能確保品質以及滿足多樣化兩者

間的平衡發展。此處所稱之平衡發展其概念在於：其一，品質標準既是市

場和客戶需求的反映，也同為企業一己欲滿足品質管理目標的一種方式。

此一目標一旦確立，除可釐清品質落差、強化品質之外，甚或在標準的基

線上尋求多樣化與客制化。從另一角度來看，企業在貫徹標準的歷程中，

藉由標準去蕪存菁，過濾或避免多餘的低功能的產品和服務品種，藉此讓

最佳的產品或服務品種，滿足較廣泛的市場需要，在基本款的產品或服務

基礎上，透過創新發展新創產品或服務，利用標準並透過解構、重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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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新模組的方式，組合成新的產品或服務品種，這可兼顧大眾市場以及小

眾(特殊族群)的不同需求，快速掌握市場脈動，取得競爭優勢。 

其二，企業所提供的服務或產品的品質良莠，追本溯源繫乎於企業的

素質，此素質專指對服務或產品的保證能力。因此，企業如導入某一標準

不僅能建立企業本身品質保證系統的基礎工作，在應用上並能貫全程的品

管工作，甚或提升企業的形象，這互為因果的互動(同時治標與治本)，便

有助於品質管理的循環。 

 

 

2.2 參與標準制定活動改變遊戲規則 

上述的後發動機是一般企業採納標準及導入標準化事務的根本動機，

透過標準所牽引出的制式生產規格與作業流程，以簡化生產程式、降低生

產成本和出錯率、強化產品或服務水準，據以提高生產效率和效能。然若

進一步剖析，標準並非僅是單純的生產或課題，它更是企業在詭譎多變的

市場中，一種競爭的策略與手段。易言之，標準在發展過程中以及建立之

後，皆會持續影響企業競爭的模式，而這環繞標準的競爭，並非以“點＂

或“線＂的單純方式存在，而是以“面＂的方式蔓延和進展(例如：電腦產

業以及通訊產業其軟硬體零組件和周邊產品和服務，所共構的供應鏈和供

應網絡)，這是因為標準會和與之相關的互補性和互通性產品和服務彼此牽

連，它會使處在市場中的企業需不斷主動或被動地改變其競爭地位。 

是以，從先發和策略的的角度來看，根據德國標準協會(Deutsches Institut 

für Normung, DIN)在 2001 年 5 月《標準化之經濟效益》(Economic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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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tandardization)之研究調查，標準與標準化工作對於企業經營策略的意

義包括：從短期和長期策略觀點切入，相較於不參加標準化事務的企業，

經常積極主動參與標準化事務的企業，更可節省經營成本，並可獲得更多

的競爭利益。甚者，企業在標準化過程中能夠促進自身利益的形成，在過

程中 50%以上的企業能夠對標準的實質性內容，發揮較大甚至非常大的影

響力；46%的企業藉由參與標準化工作，阻止它們排斥的內容納入標準中；

而有 48%的公司藉由參與標準化工作，能夠使其期望的內容編入標準中。

因此，相較於不參加標準化事務的企業，積極參加標準化工作的企業，在

獲得內部資訊上，略勝一籌，並能及早獲得有價值的資訊，透過影響標準

內容，獲得競爭的優勢。而從企業出口策略來看，採用歐洲和國際標準能

在全球市場中節約成本，其質化的優點包括：降低貿易成本、簡化契約條

款、以及降低貿易壁壘，當中並有些企業聲稱因採用歐洲和國際標準，使

公司每年節省三千一百萬馬克。 

再者，從合縱連橫以及議價的策略角度來看，該研究調查顯示：標準

化不僅使個別的企業能夠節約經營成本，在整體經濟中，亦可降低交易成

本。雖然制定企業標準和工業標準的成本難以估算，但是標準化對交易成

本具有正面的影響，使交易成本大為降低。企業除從標準化歷程中獲得資

訊外，並可與其他相關對某一標準有興趣之企業接觸並建立關係。是以，

企業之間在標準化事務中的合作是互蒙其利的，原因在於透過協同作用，

有助於降低成本和增加利潤。產業廣泛採用的標準，形成具有協調作用的

技術法規，這一法規的制定有助於企業合作，形成策略聯盟；亦即，在企

業與其競爭對手之間的合作上，標準化事務具有正面的影響，它激勵同業

同時參與競爭。而在議價能力方面，得從企業的採購能力來看標準的價

值，標準可幫助企業降低其受單一供應商的牽制，其原因在於標準的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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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開啟了市場，使企業有更多的選擇機會，並鼓勵供應商間的競爭，使企

業對採用標準的供應商，更能信任其產品的水準。甚者，企業採用標準也

對客戶產生市場壓力，從而使企業得利用標準開發潛在市場。同樣地，英

國 BSI 也從先發的角度來看，認為參與標準化活動的好處在於： 

 

 影響標準的內容(以符合一己的商業利益)。 

 預先取得標準內容相關細節，從而得知未來市場的要求和趨勢。 

 與相關會影響產業發展或未來在商場產生競合關係的同儕或相關

單位建立關係。 

 藉由和某一領域領導者或媒體建立關係，據以獲致曝光機會和認

同感。 

 獲致任命代表某一團體參與國際相關標準化活動。 

 

根據上述從總體乃至個體經濟的數據，加諸前述標準化對企業的市競

爭力關係的說明，皆凸顯和說明了標準的商業價值及其對企業參與市場的

影響力。綜合上述，亦呼應了英國標準協會的《讓標準為小企業工作指引》

(The small business guide to making standards work)中所述企業導入標準的

理由與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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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企業導入標準之理由 

企業導入標準 

的主要理由 

說明 

改善產品與服務品質 將標準應用在企業所提供的產品、服務或流程等

中，將可確保產品與服務符合一定之要求與規範，

並可進一步提升顧客之滿意度。 

吸引更多顧客 標準是一個有效的途徑，使企業所提供的產品、服

務等具有高品質與高安全性的保證，因而得以快速

獲得消費者之信任。 

強化自我競爭優勢 企業將產品、服務、流程導入標準，代表其符合某

一規範。相較於在市場中與其它未符合標準之產品

有其相對之優勢，並進而增加企業的知名度。 

增加外界對於企業的信

任感 

消費者對於產品或服務品質的肯定，自然對於企業

形象有加分的作用。因此導入合時宜的標準（如一

般人所熟知的 ISO 9001 品質管理系統、ISO 14001 環

境管理系統、ISO 27001 資訊安全管理系統、ISO 

22000 食品安全管理系統等），將有助於消費者對企

業的信賴，並藉此達到教育市場之目的。 

降低錯誤發生的可能性 製造產品、服務、作業流程若遵照技術標準之規範

予以實施，再輔以各專家之指導，可降低發生錯誤

或誤解的機會與風險。 

降低企業成本 採用技術標準將可降低研究與發展的成本。此外，

採用管理系統標準（management system standard），更

可簡化企業相關作業，並使企業更加有效率與增加

獲利空間。 

增加產品相容性 企業實施相關技術標準，將可確保與其他產品提供

者或製造者生產之產品或服務相容，這對於拓展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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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場或擴大外銷市場將有實質的助益。 

遵循法律相關規範 所有標準都是採自願性質，但若涉及安全與環保相

關議題，則需要遵守法律所規定之標準。因此，企

業在製造產品時需注意上述之情形與相符性，並遵

守法律之規範，如此將可減低不必要的資源浪費。

使產品外銷更加容易 當產品要外銷到國外市場時，產品的相關規格必須

符合該國或區域之規範。如外銷到歐洲之產品，必

須 符 合 ＂CE ＂ ( 譬 如 該 產 品 完 全 符 合 歐 盟 的

EMC/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電磁波相容性標

準)之規範並於產品上貼上有關標示。 

增進企業成功的機會 由於標準化可協助企業建立顧客與市場需求的相關

知識，因此將標準納入市場行銷策略，將可使企業

所推出之產品成功機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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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標準化與企業經營和管理 

本小節從後發角度(善用標準)再進一步看待標準化與企業經營和管理

的關係。亦即，廠商藉由產業標準的內容，導引産業產品品質與服務水平

向上提升，豎立滿足標準要求即是體現市場競爭力的意識與認知。進言

之，廠商透過產業標準漸次淘汰不良或欠缺競爭力的產品與服務，間接節

制產業總體資源以及社會成本浪費，以逐步向上調整産業結構。或是藉由

在對已成形為產業標準的認知、學習、引用、導入、實施的歷程中，使投

入於產品生產和服務提供的人力資源，能夠在掌握因產業標準引領的新技

術、新方法、新工藝、新管理的過程中，逐漸提高其知識水平、經驗學習、

勞動素質，以作為提高產品與服務品質的後盾。換句話說，一般廠商採納

標準及導入標準化事務的根本動機，是欲透過標準所牽引出的制式生產規

格與作業流程(滿足實踐大規模生產之需求)，以簡化生產程式、降低生產

成本和出錯率、強化產品或服務水準，據以提高生產效率和效能。 

 

 

3.1 透過標準化實踐科學化管理 

科學化管理的創始人泰勒在 70 多年前便把標準化引進了管理科學並

強調科學化管理四大原則的首要原則便是：使所有的工具和工作條件實現

標準化和完美化。之後，泰勒在美國工程師協會發表論文論述科學管理的

機制時，又再次強調使所有專業工具、設備以及工人做各種工作時的每一

個操作都達到標準化。因此，泰勒把標準化作為體現科學化管理的基礎。

更進一步闡釋泰勒的理念，標準為管理提供目標和依據，產品標準是企業

管理目標在品質方面的具體化和定量化，各種量化標準是生產經營活動在



96 國家標準發展策略研究計畫 
基礎標準化導論 

B-2- 33 
本報告未經同意請勿擅自影印與散佈，以免侵犯智慧財產權。 

時間和數量方面的規律性的反映。有了這些標準，便可為企業編制計畫、

設計和製造產品提供科學依據。還有其他各種技術標準和管理標準，都是

企業進行技術、生產、品質、物資、設備等管理的基本依據。細言之，統

一的符號、代號、名詞、術語、編號制度、制式管理程序和生產流程、統

一化的報表格式等等，不僅有利於改進當前的管理，也是實現資訊化管理

的根本與準據，缺乏上述要素，管理的科學化便無法獲得執行與實現。 

 

 

 

 

 

 

 

 

 

 

 

 

 

 

 事例：透過標準實踐科學化管理典範首例 – 福特汽車 
 

 

 

 

 

 

 

標準化成果中受益的是整個資本主義社會，其中最典型的便是美國福特汽車公司。

福特奇蹟是怎樣出現的呢？原因固然很多，然而福特思想的核心就是標準化。他所

開發的T型車，是在以往生產的幾種車型的基礎上，經過簡化和優選，將所有零件標

準化後，用大量連續生產方式，高效率地製造滿足大眾需求的新車型。將以往積累

的經驗和成果標準化，這是福特成功的關鍵。零件標準化的結果是零件種類的減少

和每種零件的生產批量增大，這就為實現專業化大量生產方式創造了前提條件。專

業化大量生產不僅可以創造生產的高效率，從而顯著地降低生產成本，為企業實行

降價競爭策略提供保證，而且可以加快市場佔有的速度，搶佔市場先機。零件標準

化提高了零件的可靠性和互換性，使按固定節拍進行的流水式裝配生產成為可能，

促成了世界第一條連續生產線的誕生，它所創造的高效率使所有競爭對手望塵莫

及。這項成就在製造業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這種大量流水生產方式不僅在美

國迅速普及而且傳遍世界，成為整個工業化時代典型的生產組織形式。福特的成功

還有他所推行的銷售策略等方面的貢獻，但毋庸置疑的是標準化基礎上的高效率支

撐他實現了自己的承諾和經營目標。 

~摘自：標準化概論~ 

 

生產T型車的流水裝配線 T型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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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透過標準化降低溝通成本 

對企業內部溝通與協作而言，在企業內各部門之間，通過制定各種技

術標準和管理標準建立生產技術上的統一性，以保證企業整個管理系統功

能的發揮。尤其是透過發展管理業務標準化，可把各管理不同部門的業務

活動內容、相互間的業務銜接關係、各自承擔的責任、工作的程序等用標

準的形式加以確定，這不僅是加強管理的有效措施，而且可以使管理工作

經驗規範化、程序化、科學化，為實現管理制度化與自動化奠定基礎。對

企業外部溝通與協作而言，標準化使企業管理系統與企業外部約束條件相

協調，不僅有利於企業解決原物料、配套產品、外購、委外業務等的管理

問題，而且可以使企業具有適應市場變化的應變能力，並提供企業進行效

率與效益化生產方式、供應鏈管理等先進管理模式創造條件。 

 

 

3.3 以標準化作為提升人力素質的手段 

從人的觀點切入，並結合前述創新以及 SOP 的概念，在實行標準化

時，非常關鍵的一項工作是在規律與創新兩者之間取得平衡。易言之，一

方面提供固定程序讓員工遵循，另一方面提供員工自由度，讓員工能創新

與有創意地因應成本、品質與遞送等挑戰性目標。在遵循工作規範上，藉

由明確的工作標準，作為員工執事與作業的指引，這等同於將人力素質拉

到一致性的水準。其次，在創新方面，企業在上述對員工明示的工作標準

上，應鼓勵以及激勵員工必須改善現有的工作標準，當員工發現能夠加入

自己的創新並可行的改善構想時，除嘉惠企業本身工作的標準之外，更可

帶給員工無比的活力與成就感，使工作的態度由被動接受指令，提升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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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產生附加價值，創造員工與企業的共同成長。 

再者，標準化對象的重要特徵之一是重複性，在企業生產以及提供服

務的過程中，勞務性人力資源的的重複支出中，有的必要，有的則不必要，

後者便屬於浪費。在某些領域尚未發展標準化時，不必要的重複支出常常

是無法避免的(如產品設計過程中的許多重複的勞務性支出)。標準化的重

要功能就是對重複發生的事務盡量減少或消除不必要的浪費，並且促使以

往的人力資源投入的成果得以重複利用。標準化的任何一種形式，都會產

生這種勞務性人力資源類型的節約。因此，利用標準將可降低人為失誤，

造成無謂損失。 

 

 

3.4 利用標準化提高企業品牌價值 

品牌的優勢有三點：一眼就認出你的品牌名字、一眼就認出你的產品

品質、一看就相信你的產品品質很好，因為顧客都喜歡買「專家」，所謂

專家就是高品質的商品，行銷就是對顧客的腦海做個符號，設一個以品質

導向為定位的商品，一旦定位，就能慢慢培養安全感，除了自己用也會介

紹別人用。從品牌與產業標準間的關係來看，其意義在於透過產業標準建

立起企業的技術優勢、社會責任、社會關懷等印象。這些印象一則旨在提

升廠商國內外競爭優勢形象，二則為廠商在追求經濟利益的同時，除能夠

滿足當代的需要，且不致危害到未來世代滿足其生存發展之需要，從而確

保健康風險管理，保障社會公義與民生安全，並進一步提高社會總福利水

平。根據我國半導體教父張忠謀博士談論「高科技的品牌之路」的觀點與

概念，高科技品牌其實是兩個東西，一個是技術平台，另外一個是產品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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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通常是要先做到技術平台，才能做到產品標準，假如能控制技術平台，

又控制產品標準，這就是高科技業裡最高的品牌。 

 

 

 

 

 

 

 

 

 

 

 

 

3.5 利用標準化改變消費者購買經驗 

從廣義的流程標準來看，一般人所熟知的「標準化作業程序

(Standardized Operation Procedure, SOP)」亦可看做＂標準＂和＂標準化＂

概念廣義上的應用。以國人所熟知的星巴克(Starbucks)咖啡為例，該公司

在三十多個國家有超過一萬二千家的分店。但為確保服務的品質以及展現

產品高度的一致性，星巴克有所謂的〈綠色圍裙手冊〉(green apron book)。

 事例：透過標準建立品牌形象 – Wintel 
 

 

 

 

 

 

 

一般業界與大眾最熟悉和印象最深的高科技公司，大概就是微軟(Microsoft)和英特爾

(Inter)這兩個企業，他們都是先控制了技術平台，並各自控制了作業系統和處理器的

平台，進一步建立了個人電腦的產品標準，建立了Wintel陣營，在PC世界裡，到哪

裡都有Microsoft和Intel。因此消費者在購買個人電腦產品時，當看到Microsoft和Intel

的商標時，一種無形和不自知的信賴與安全感便油然而生，增進了消費者採購的意

願。 

~摘自：商業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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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星巴克員工在上任前都必須詳讀這本手冊，裡面記載了星巴克關鍵的

標準化作業程序，與企業原則和哲學。 

 

 

 

 

 

 

 

圖4. 星巴克〈綠色圍裙手冊〉 

 

但作法上星巴克避免過多的 SOP 反而混淆前台服務人員，重點是這本

小冊子只記載邊際效應最高(客戶最能感受到差異與滿足)的那幾條 SOP，

因為他們不期待全球星巴克員工背熟所有流程，而是專注在最重要的那幾

項 SOP 即可。值得注意的是〈綠色圍裙手冊〉所帶來的效益並非僅止於一

般人認為 SOP 所能發揮的降低作業失誤率(成本)以及員工訓練等效益，他

更進一步形塑了星巴克的＂服務文化＂，讓來星巴克喝咖啡的顧客能夠有

一種有別於速食店咖啡所不能提供的氛圍、體驗、感受，這對吸引顧客以

及維繫消費者忠誠度具有莫大的助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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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標準化與企業創新和研發能力 

參考並修改前宏碁電腦董事長施振榮在《再造宏碁：開創、成長與挑

戰》一書探討企業競爭戰略所提出如下圖之「微笑曲線」。「微笑曲線」分

成左、中、右三段，左段為創新、研發、設計(三者包括技術、專利概念)；

中段為製造、裝配(組裝)；右段為物流、行銷服務、品牌，而曲線代表的

是獲利，「微笑曲線」在中段位置為獲利低位，而在左右兩段位置則為獲

利高位，如此整個曲線看起來像是個微笑符號。「微笑曲線」的含意即是：

要增加企業的盈利，絕不是持續在製造、裝配位置(前述的標準後發觀點)，

而是往左端或右端位置邁進。「微笑曲線」的理念雖然易於理解，卻很務

實的指出我國產業未來的發展與升級方向。 

 

 

 

 

 

 

 

 

圖5. 標準與價值創造(創新、研發)示意圖 

 

 

再者，在上圖「附加價值」觀念的指導下，企業體只有不斷往附加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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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高的區塊移動與定位，才能持續發展與永續經營。再進一步從產業標準

的角度去理解以及延伸「微笑曲線」以及「附加價值」的概念，標準化活

動事涉標準制定、修訂、廢止、宣導、教育、導入、實施等過程，該過程

屬持續循環歷程，每歷經一個循環，除意味技術水平的改變或揚升外，也

代表市場競爭遊戲規則的變遷。有關標準化與創新、研發與智慧財產的關

係，概述如下： 

 

 

4.1 標準化與創新 

接續前一小節所述並進一步剖析，標準並非僅是單純的生產課題，它

更是企業在詭譎多變的市場中，一種競爭的策略與手段。特別是我國產經

發展時值從「效率驅動(Efficiency Driven)」升遷至「創新驅動(Innovation)」

轉換過程。易言之，產經發展如需獲得實質的推進，除需鞏固和增進「效

率強化因素(Efficiency Enhancer)」(即上述被動或後發的產業標準觀點)之

外，「創新因素(Innovation Factors)的」強化更是刻不容緩。從產業環境面

來看，提昇「創新因素」的方法之一即是導入及運作新系統與新機制，據

以透過該新興系統與機制，導引和生成經濟發展所需之創新和價值創造動

能。綜合上述概念，參與標準化事務基本上是一種經營策略在思維上的轉

變，它從技術下游的追隨者轉為技術上游的領導者(從配角轉為主角)，參

與市場的模式由防守模式轉變為攻擊模式，由國際標準本土化轉換為本土

標準國際化，從孤軍奮戰轉變成集體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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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經濟學的觀點切入，熊彼德在他於 1912 年發表的《經濟發展理論》

一書中提出：推動資本主義的引擎並使它繼續動作的基本推動力，來自新

消費、新生產或運輸方法、新市場，或是資本主義企業所創造的產業組織

的新形式。這種產業上的突變過程…它不斷使這個經濟結構產生變革，不

斷毀滅舊形式，又不斷創造新的結構。這個創造性的毀滅過程就是「創

新」。在隨後人類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創新」這一概念不僅被廣泛應用，

含義也不斷延伸和擴展。在現代，思維創新、觀念創新、制度創新、技術

創新、管理創新、組織創新、知識創新、市場創新、機制創新、教育創新、

產品創新等等創新概念不斷湧現，並各有新解。有專家認為，當中的科技

創新在現代經濟發展中具有乘數效應，一個國家的科技創新能力日益成為

國力競爭的焦點，尤其是一些重大科技創新所產生的產業帶動作用，會成

為國民經濟增長的強大動力。 

從標準化在科技創新過程中的作用來看，創新是事物發展過程中的轉

觀念提示 
 

西方「創新(Innovation)」的概念與理論係由知名美籍奧地利

經濟學家約瑟夫 阿羅斯 熊彼德(Joseph Alois Schumpeter)最

早提出。熊彼德的創新理論基本上內含五種意義：(1)引入一

種新的產品或提供一種產品的新品質；(2)採用一種新的生產

方法；(3)開闢一個新的市場；(4)獲得一種原料或半成品的

新的供給來源；(5)實行一種新的企業組織形式，例如建立一

種壟斷地位或打破一種壟斷地位。 

~摘自：西方經濟學基礎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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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點或者說是一種躍進或一種質變。而這種轉折、跳躍或質變的發生是有

前提和條件的。條件具備，就有創新的可能，條件不具備，想創新也創不

出來。表面上看來，標準化與創新兩者之間似乎是相互矛盾的和對立的，

其實它們是互為表裡並可相互依存的。以科學的方式推行標準化工作不僅

不會限制創新，而且恰恰是為創新準備必要的條件。企業的創新能力則是

競爭力的核心或者說是企業的核心競爭力。企業核心競爭力的內容和表現

形式，可能會因企業不同而有所不同，企業創新的內容和形式也會有所不

同。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即在創新能力的較量中，也有個效率問題，即捷

足者先登。也就是說誰能搶先一步把新技術、新產品開發出來，誰就有了

搶佔市場的優勢。如前述，標準乃總結技術水平的一種手段，標準化在創

新的效率上提供企業創新所需的平臺、基準、起始點。藉此，企業得以思

考如何從一樣(標準)變異樣(創新)。技術創新的結果，得透過標準化的歷

程，將創新的知識、法門、經驗、專利等，以具象的方式載入標準中。藉

此發揮標準扮演技術創新結果的載具角色與功能，以及利用標準對技術創

新結果進行總結性的呈現與陳述。依此，進一步植基於以標準呈現與陳述

技術創新總結性的結果，作為發展和衍生其他技術創新和變革的基礎或元

素，發揮標準扮演技術創新與技術創新間的媒介或觸媒，使技術創新發揮

正向性回饋發展機制。 

更進一步來看，創新成果的傳播擴散是創新活動的最後一個步驟，也

是一個關鍵性的步驟。通過技術創新取得預定成果固然非常重要，沒有成

果就是失敗，一切都無從談起，但僅僅有了成果並未達到最終商業化與獲

利的目的，則先前一切的投入都是枉然的。尤其是重大技術創新的成果與

商業化，需要被推廣和應用的，只有廣泛應用才能收到應有的實質經濟效

益，達到創新的最初目的。如果取得的成果未能推廣應用而被束之高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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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也是一種失敗與浪費。進言之，利用標準作為創新技術擴散的手段與推

力。善用標準的溝通功用以及技術中立性，透過借重與應用標準內蘊的技

術水準與知識，發展與整合互補或衍生技術，一方面提高整體技術強度，

二方面降低企業仰賴(或受制於)它人技術之程度。藉此進一步結合商業模

式以及企業經營策略，創造潛在商機或滿足現實市場需求。易言之，利用

標準建立起創新科研成果與商業應用間的橋樑，使創新科研成果能夠以有

效率和效能的方式，廣泛地被市場引用和應用，縮短科研成果和成就轉化

為實質商業生產的歷程，快速誘發市場經濟效益。 

 

 

4.2 標準與研發活動 

從研發活動以及企業經營的關係來看，強化標準本身相容性(融入現有

市場需求或趨勢)、可讀性(解釋複雜技術)、溝通性(傳遞知識)、可分割性(標

準符合程度)、風險認知性(技術評估)、相對利益(標準帶來的好處或便利)

等屬性，透過標準引進外部技術，減少重複資金投資與資源投入，節省研

發成本，降低研發風險，縮短研發時程，壓縮技術學習曲線，俾利進入新

技術領域。再者，利用標準作為進入市場之條件，使企業願意參考標準品

質水平，投入相關技術研發與應用，提升一己的技術水平。 

再次引用上述根據德國 DIN《標準化之經濟效益》的研究成果，從標

準以及研發活動的構面來看，企業除可透過標準化事務，降低研發活動的

經濟風險，並可減低研發成本。換句話說，當企業能夠影響標準內容，並

使其內容有利於一己時，經濟風險便相對較低。再者，企業參與標準化事

務，使其研發成果被廣為採納，進而降低不必要的研發活動，節制研發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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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甚者，藉由分享其他企業的研發成果，其獲得的經濟效益，大於自身

投入研發所需面對的風險。此外，標準對科研組織而言，不僅是遂行研究

發展工作的溝通工具，亦是評估科研成果良莠的準繩。標準更是技術創

新、降低研發成本與風險、技術移轉與擴散、技術商業化和市場化的手段。

因此，對學術與研究單位而言，標準是促進科技進步和發展的推手。 

此外，(讀者可先參考本書第二篇第一章標準的定義)當中國際標準組

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與國際電工委員會

(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 IEC)對「標準」所下的定義可

知，標準的目的是為在某一情況下獲致秩序之最佳程度。此處所稱之”最

佳程度”乃是理解標準與技術之間關聯性作用的一種言簡意賅的陳述。以

及我國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對標準所下定義中述及：「標準的制定須依據科

學、技術及經驗的統合結果，其目的在提高社會的最佳利益。」上述皆說

明了標準必須建立在科學、技術和經驗的綜合成果基礎上，反映當下的技

術水平。這是因為在制定標準的過程，就是將科學技術的成果和實踐中積

累的先進經驗，相互結合並將之進行總結。該標準化過程不是不加分析地

納入，而是要經過分析、比較、選擇，再加以綜合，是一個總結和提煉的

優化過程。此外，標準化過程是一個不斷制定標準又不斷修訂標準的過

程，這個過程本身就足以表明它是積累科學技術成果和實踐經驗的一種形

式。這種形式比其他形式更系統、更廣泛，而且是有計畫、有組織地進行

的。一個新標準的產生是科學技術積累的開始，標準的修訂是深化和提

高，是新經驗取代舊經驗。從另一角度來看，標準化過程彷如人類文明社

會經濟與科研活動實踐經驗的規範化過程。例如，空氣品質標準中有關定

量標準值的設定，就是建立在一系列科學與技術成果的基礎上，這包括環

境中各類污染物的不同濃度，對人體、生物及對建築物造成的危害影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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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必要的工業毒理學實驗和流行病學調查；污染物劑量與環境效應之

間的相關性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同時考慮國情和地區差異性，才能使標準

既科學合理，又切實可行。只有這樣制定出來的標準，才能為最佳秩序提

供答案。 

 

 

 

 

 

 

 

 

 

 

 

 

 

 

 

 事例：經濟部催生LED照明標準及品質研發聯盟 
 
 

 

 

 

2007年第二季，經濟部整合國內LED上中下游業者成立「LED照明標準及品

質研發聯盟」。聯盟透過經濟部一億七千萬元規模的業界科專「LED照明標準

及品質研發應用整合計畫」…聯盟是由中國電器、晶元光電、光寶科技、中

盟光電、齊瀚光電、維明企業及一詮精密等七家LED照明相關廠商組成，期

整合制定從LED晶粒、元件模組、光源系統到應用產品的量測標準與品質改

善驗證方案，並建立即時光電特性監控功能之LED壽命測試與加速壽命評估

系統。…隨著LED照明技術快速進步，近年來日本、歐、美各國對LED照明

技術及量測規範的研究不遺餘力，中國大陸亦透過政府單位領導制定國家統

一化的LED標準，韓國、俄羅斯等國也紛紛投入LED標準之相關研究。…近

二年國內LED照明產品蓬勃發展下，業界陸續開發各式LED照明產品，如何

在最短時間制定一套驗證標準，協助推展國際性業務，是現在LED照明廠商

迫切想知道的。 

~摘自：工商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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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標準化與智慧財產權 

4.3.1 標準與智慧財產權結合的戰略思考 

透過將智慧財產權(註：關於智慧財產權詳細的介紹，本書不做進一步介紹，坊間有

許多專業之書籍讀者可自行參考)與標準化活動結合，可謂發揮智慧財產權以及企

業研發和創新成果之之商業價值最高段的策略。 

 

 

 

 

 

 

 

標準組織透過建立標準，將專利技術納入標準體系內部。按照通常一

般「專利池(Patent Pool)」的運作方式(註：專利池的運作在學術研究與實務操作上仍

有諸多歧見與論戰)。其戰術運作得分就兩方面來看：其一，採用標準就必須

對其中的智慧財產權付費，這是標準的產權效應；其次，採用一個標準就

必須採用標準涉及的全部專利，這是標準的捆綁效應。透過將自己的專利

技術搭上“標準＂的便車，技術擁有者成功地將自己的“私利益＂包裝到

“公利益＂中，同時通過“公利益＂的力量將自己的“私利益＂得到最大

程度的推廣和延伸。 

 

觀念提示 
 

「智慧財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PR)」有時又被稱為

「智慧財產(Intellectual Property, IP)」，涵蓋範圍相當廣泛。

除傳統所認識的專利、商標、著作權外，還包括對積體電路

佈局、營業秘密、產地標示、商業名稱、營業標記的保護，

以及對不正競爭的規範，可以說是涵蓋大部分產業與文化發

展的重要保護。 

~摘自：智慧財產法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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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中的智慧財產權本質上反映了智慧財產權的所有者和使用者之間

的關係。一般而言，智慧財產權可以透過標準進行整體授權，也可以單方

面將自己的專利進行授權。但是，無論哪種授權模式，由於「世界貿易組

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的相關協議對智慧財產權採取了強制

保護的措施，一般是更有利於智慧財產權的所有者。 

 

 

 

 

 

 

 

 

 

觀念提示 
 

由兩家以上的公司組成，對某一特定技術的相關專利及其他

知識產權進行共同管理與交叉授權的協會或聯盟，稱為專利

池(patent pool) ，用意主要為節省授權的成本與時間。 

~摘自：維基百科~ 

觀念提示 
世界貿易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為主要的世界貿易管理機構，其基

本理念在於創造一個自由、公平之國際貿易環境，使資源依照永續發展之原則，

作最佳之使用以提升生活水準，確保充分就業，並擴大生產與貿易開放、平等、

互惠與互利，期能透過貿易提升開發中與低度開發國家之經濟發展。其基本理念

與規範準則有不歧視原則、漸進式開放市場、對關稅與非關稅措施予以約束、促

進公平競爭及鼓勵發展與經濟轉型。在國內產、官、學、研多方努力下，我國於

2002年正式成為WTO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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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之，從上個世紀末開始，各產業主要廠商紛紛合縱連橫地推動相關

技術標準有關的聯盟，用以發展各自核心技術和產品，主導技術規格的制

度，甚至進而組成專利聯盟，藉以主宰產業鏈和價值鏈的關鍵位置，以及

控制分配供應鏈的發展關係。 

 

 

 

 

 

 

 
事例：公利益(標準)與私利益(智慧財產權)間的拿捏 –  

VHS與Beta錄影帶經典戰役 
 
 

 

 

 

 

1980年代，史上最經典儲存格戰爭在客廳發生，新力推出的Beta (小帶)規格與松下主

導的VHS (大帶)規格激烈對陣。新力最初看似勝券在握，Beta規格在技術上較為領

先，初期推廣速度也比較快，但卻因為授權政策較為封閉，權利金制度高昂又不利

於其他產品應用，引發好萊塢電影公司的集體倒戈。最後，VHS勝出成為主流，消

費者家裡的Beta錄影機則漸漸沒有內容可播。 

~摘自：工商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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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句話說，藉由標準化活動將標準以及智慧財產權結合在一起，打的

是一種站在制高點的系統性的市場戰(這就是為什麼在諸多國際性標準組

織中，一定可以見到國際知名之跨國企業的身影)，亦即透過標準化活動在

全球競爭優勢中處於價值鏈的上端和關鍵地位，以積極控制價值鏈和分配

供應鏈。藉由企業和研發機構進入許多技術標準及專利聯盟組織，強勢行

銷智慧財產，加速技術全球商品化和產業化，以便爭奪全球供應鏈中具有

自主權和分配權，據以在全球無形資產的授權和讓與而獲取相當數額權利

 事例：因處理專利問題而誕生之標準發展組織 
 
 

 

 

 

 

 

 

1982年當「工程教授協商會委員會(Committee of Engineering 

Professors＇Conference, CEPC)」負責起草「全球行動通訊系統(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s, GSM) 行動電話標準時，要求掌握相關

核心技術的公司都應以免費的方式讓其它公司使用其專利技術，否則該

公司不能在合約中就通訊設備自由定價。但此一規定卻招致眾多專利權

人強烈反對，導致GSM標準一直無法完成。因之，歐盟委員會在1988年

遂特別成立「歐洲電信標準機構(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Institute, ETSI)」。在1993年3月ETSI特別公布了所謂的「缺席許可規定」，

該規定闡明：如果專利權人不特別聲明，則認定其同意＂公平、合理、

非歧視性＂的許可，當標準化會議將該專利技術納入標準180天內，專利

權人有權提出收回許可。但該規定仍遭到包括Motorola在內的專利權人的

反對，而當時Motorola本身便擁有GSM標準的30項核心專利技術，所以若

沒有Motorola的支持，GSM標準根本無法實施。1994年11月ETSI，最後只

好決定專利權人仍有決定許可的自由。 

~摘錄並修改自：標準化與知識產權戰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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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和價金，輔以在全球市場建立品牌及其行銷，使之獲得更高的營業收益。 

 

 

 

 

 

 

 

 

 

 

 

鑑於標準化活動與智慧財產權間結合所隱藏的巨大利益以及當中所涉

及的複雜問題，加上智慧財產權涵蓋專利、商標、著作權等不同類型，且

各專業領域殊異，各國和各區域相關的法規也有所不同，所以相關發展成

熟的國際標準發展組織皆有明訂相關的智慧財產權政策。雖然每個標準化

組織的智慧財產權政策內容細節不同，但這些政策基本上可分做兩大類

型。其一是「合理非歧視性(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 RAND)」

原則，也就是專利所有人承諾並同意在該原則下，對願意獲得授權的一方

進行授權；另一個是「免費授權(Royalty Free, RF)」原則，亦即專利所有

人承諾在免費的情況下，對願意獲得授權的一方進行授權。下表 4 羅列國

 事例：次世代DVD標準與市場爭奪戰 

 

 

 

晚近，由傳統DVD採用的紅光雷射，演化到新一代藍光雷射技術。不同的是，

藍光兩軍對峙陣仗更為壯盛。一方是新力領軍的Blu-ray Disc (BD)，支持者包

括新力、松下、三星、先鋒、夏普、戴爾、紐斯集團(News)的二十世紀福斯

公司(Twentieth Century Fox)、迪士尼、米高梅(MGM)與Lionsgate等片商，台

灣廠商則有建興、明基、華碩、中環、錸德等；另一方是由東芝領軍的HD DVD 

(HD)，陣營則有東芝、NEC、微軟、奇異集團的國家廣播環球電影公司(NBC 

Universal)， 台灣廠商則有建興、中環、錸德等。根據美國市調機構Santa Clara 

Consulting Group的預估，藍光規格所引爆的整體商機在二O一O年將達二百

七十四億美元，其中包含：遊戲機的六十億、遊戲軟體的一百億、藍光DVD

播放機的四十億、電影影片的三十億、資訊用光碟機的四十億以及光碟片的

四億。對台灣硬體廠商而言，由於多與兩陣營有代工關係，只能兩邊都壓寶。 

~摘自：工商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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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上較知名之標準化組織的智慧財產權政策顯見標準與智慧財產權間密

不可分的關係。 

 

表4. 國際標準化組織的智慧財產權政策 

 

 

 

 

 

 

 

 

資料來源：標準化與知識產權戰略。 

 

根 據 表 4 ， 以 國 際 標 準 組 織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的智慧財產權/專利政策為例(關於 ISO 組織的簡介，

讀者可參看本書第二篇的第二章)，ISO 作為世界上影響最大的標準化組

織，在標準制定過程中對專利技術有一套完整的規定，這體現在 ISO/IEC

的工作指引(ISO/IEC Directives)中。該指引的第二部分為國際標準發展的

方法(Part 2：Methodolog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其專利政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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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 5 條技術要求(Technical Requirements)中有專門的第 7 款關於

專利權(Reference to Patent Rights)，其中規定：在準備一個國際標

準的時侯，原則上 ISO 是允許技術方案中包含有專利權技術、無

論是發明專利、實用新型還是其他的基於專利項下的技術，或者

是已經公佈的專利申請。如果涉及這樣的專利技術，那麼 ISO/IEC

工作指引第一部分中的附件條款 A 中有關專利的條款(Reference 

to Patented Items)將被適用。 

 上述附件條款 A 的 Reference to Patented Items 條款中規定：(1)如

果一個 ISO 的國際標準在提交審議時技術方案中沒有發現專利技

術，那麼提交人在向 ISO 提交標準提案中應該有以下的描述： (提

交人)已經注意在技術標準中可能含有專利技術，ISO 不承擔確認

專利的責任；(2)如果一個 ISO 的國際標準提交人在提交審議的準

備過程中，在技術方案中有專利技術，那麼應該按以下的程式運

作：提交人應當提請 ISO 的技術委員會(Technical Committee, TC)

和次級技術委員會(Sub-Committee, SC)注意自己發現的並準備在

技術標準提案中採納的專利技術。任何參與標準提案的當事方也

應當提請 ISO的TC和 SC注意自己發現的並準備在技術標準提案

中採納的專利技術。 

 

是以，現今國外與彼岸中國大陸遂有「技術專利化，專利標準化，標

準市場化」的戰略思維，據以提升產業競爭優勢。並興起所謂「三流企業

賣“苦力＂、二流企業賣“產品＂、一流企業賣“專利＂、超一流企業賣

“標準＂」如下圖之以參與、影響甚或主導產業標準的競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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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產業與企業競爭模式之揚升示意圖 

 

一般而論，我國產業界在「技術專利化，專利標準化，標準市場化」

戰略與戰術上的應用尚在啟蒙和摸索階段，但近年我政府有關單位和廠商

已意識到其重要性，已積極著手推動有關工作，並已獲得具體的成果。 

 

 

 

 

 

 

 

 

 

 事例：國內廠商攻佔全球記憶卡市場miCARD™成為記憶卡國際標準規格 
 

 

 

工研院今日(2007年5月31日)宣佈，由國人開發提案的創新記憶卡¡XmiCARD� (Multiple 

Interface Card)，已通過國際多媒體卡協會 (MultiMediaCard Association；MMCA)的投票通

過成為記憶卡國際標準規格。可預期miCARD�將成為4C (電腦、通訊、消費電子，及車

用)等電子產品的主流，有利於台灣廠商攻佔世界市場，第一波將有華碩、威剛科技、希

旺科技、日月光集團、華東科技、旺玖、宜鼎國際、積智日通卡、萬國電腦、廣迎工業、

創惟科技，以及擎泰科技12家廠商投入相關產品之量產。此外，工研院也與廠商在美國、

日本、台灣、大陸、歐盟等五個地區申請到此小型記憶卡的技術專利。…目前國內廠商

每年需支付多達四千萬美金記憶卡權利金給國外廠商，由於miCARD�規格免收權利

金，將有助於國內廠商搶佔國際記憶卡市場，提高生產利潤。 

~摘自：工業技術研究院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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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標準和智慧財產權與企業決策情報 

當今企業為求生存和發展，常需因應競爭時空環境的變遷進行諸多影

響未來企業生存的決策。而影響決策品質與對錯的關鍵之一便是在決策當

下企業本身是否已獲致充足且正確可信賴的資訊或情報，特別是在當今知

識經濟的時代，資訊和情報業已成為企業謀發展和存續所不可獲缺的資

產 。 再 者 ， 當 下 企 業 經 營 無 不 依 憑 資 通 訊 技 術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CT)。事實上，企業在談 ICT 與經營策略和營

運時，真正關心的是＂I＂所代表的資訊，只是＂I＂的取得是透過＂C＂

和＂T＂以更有效率的方式獲致，以解決企業在發展、獲利以及風險管理

所需面對的決策問題。 

 

 

 

 

 

 

 

承上述觀點出發，企業在看待標準以及智慧財產時，亦可從獲致商業

情報的角度切入，其概念如下： 

 

觀念提示 
 

「知識經濟」（Knowledge-based Economy）一詞最早係由經

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y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於1996年提出，將「知識經濟」

的概念定義為：一個以擁有、分配、生產和使用「知識」

為重心的經濟型態，與農業經濟、工業經濟並列的新經濟

型態；此一經濟型態又稱為「新經濟」，主要係泛指運用新

的技術、員工的創新、企業家的毅力與冒險精神，作為經

濟發展原動力的經濟。 

~摘自：國家圖書館遠距圖書服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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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標準與智慧財產對企業決策之意義 

一般而言，大部專利辦公室所揭露的專利通常是
18 個月前申請的，所以專利的公佈具有揭露新
產品或新程序的指標意義。同樣地，標準的公佈
也類似揭露新產品或流程資訊(但其鮮度依該標
準產生的方式有所不同)。但兩者不同的地方在
於，專利的技術資訊通常是反應新興技術的前端
(不等於該技術已獲市場認同與接受)。而標準所
揭露的資訊通常則是意味某一技術已獲致市場
上的一定接受度。 

定量

鮮度

效度

定性

從量的觀點來看，據統計全球迄今約有五千萬個

專利文件、七十萬個標準(包括各種類型的標準)

已被公告和對外揭露。每年也約有五十萬個新專

利以及三千個新標準會被公佈或揭露出來。是

以，從揭露新技術資訊的角度來看，專利和標準

無疑是有效且可靠的資料來源。 

從質的觀點來看，智慧財產中的專利以及標準的

內容本身大多提供了針對某些技術問題所能提

供之解決方案細節，這也間接說明了專利以及標

準所內含資訊對技術發展以及技術擴散所帶來

的價值，甚者，廣意的標準其內容還會揭露一些

無法被專利化的管理系統、商業方法、軟體、新

發明等有關資訊。 

從資訊的可用度來看，當某一專利過期失效(可

能是期限已到或是未持續繳更新費用)，這意味

專利所內含的資訊任何人皆可使用，在這情況下

外人也可依其所好使用專利內有關的資訊(就像

免費的技術一般)，但使用上仍需小心，因為某

項專利可能內含某些尚未過期的專利，同時還需

考量該專利在它國是否仍為有效。 

從資訊的唯一性來看，內含於專利以及標準內的

資訊，通常不會在其它地方出現，據統計在 80%

的情況下，專利所內含的技術資訊在其它地方找

不到，是以無法取得這類資訊，無疑會對企業決

策品質造成衝擊。 

殊異

標準與 
智慧財產 

之資訊和情報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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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完上述專利以及標準所內含的資訊與情報的特徵之後，接續企業

決策人士所關心的大概是如何善用這些資訊，基本上這可從三個面向來

看： 

 

 以技術為使用目的 

一般來說，專利以及標準通常包括下述技術類的資訊 

i. 陳述該專利以及標準是為解決何種技術課(問)題。 

ii. 討論(包括參照外部資料)先前其它技術的缺點或弱點(此指專利)。 

iii. 描述該專利或標準如何被付諸實施(譬如利用圖說或電路圖等)。 

iv. 宣告其壟斷權利(此指專利)。 

 

是以，根據上述企業得利用專利或標準尋找處理特定技術問題的解決

方案，檢視某一技術領域現今和過往的發展狀況與態勢，避免投入重覆的

技術研發活動以及辯別和評估技術移轉有關事宜。 

 

 以商業化為使用目的 

在搜尋專利以及標準資訊以及參與標準化的歷程中，企業常可獲致諸

多的商業情報以及協助企業釐清下述問題。 

i. 在某些技術領域中，有些特別活躍的廠商(潛在競爭或合作對象)？ 

ii. 哪些公司在該技術領域有專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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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具商業化價值的技術發展趨勢為何？ 

iv. 企業平常的競爭對手在哪些技術領域特別積極？ 

v. 在某些特定領域中最關鍵的發明者是誰？ 

 

在釐清上述問題之後，企業便可鎖定可能一同合作的商業伙伴，擇定

設備或物料的供應商、確認行銷的產品、評估如何準備技術提案尋求資

金，以及擬定投資的領域。 

 

 以法規為使用目的 

標準以及專利本身亦可提供相當多有價值的法規有關資訊，這包括： 

i. 某一專利或某一專利的申請作業的狀況。 

ii. 某一發明在某一地區(市場)被保護的狀況。 

iii. 受保護的範圍。 

iv. 如何避免侵權(判斷企業所採取的某些行動是否有侵權之虞)。 

v. 決定某一產品或流程專利化的可能性。 

vi. 藉由分析相關專利文件以評估某一專利的有效性。 

 



96 國家標準發展策略研究計畫 
基礎標準化導論 

B-2- 57 
本報告未經同意請勿擅自影印與散佈，以免侵犯智慧財產權。 

 

 

 

 

 

 

 

 

第二篇 標準化基礎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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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標準、標準化、符合性評鑑概論 

 

本章概要 

如本書前言所述，「標準」與「標準化」所涉議題廣泛且

複雜，不同專業領域以及不同的層次亦有不同的專項與

課題。然萬變不離其宗，從本書名為“導論＂的觀點出

發，第二篇「標準化基礎知識」所撰內容，企求能兼提

供讀者“見樹＂和“見林＂視觀。本章即是從“見樹＂

的觀點出發，分從「標準(Standard)基本概念」、「標準化

(Standardization)基本概念」、「符合性評鑑 (Conformity 

Assessment)基本概念」、三節，從基本定義和概念著手，

建立讀者在標準化領域最根本和核心的認知，以作為後

續章節以及未來研讀進階讀物的基礎。 

 

一、 標準(Standard)基本概念 

1.1 度量衡標準概述 

度量衡為一種量測，在早期農業社會，人們對度量衡之需求，僅限於日常生活有

關之長度，容量和重量的計量，主要器具為尺、斗、秤。隨著科學技術和工業生產的迅

速發展，對計量的要求越來越高，傳統的度量衡已不能滿足社會需求，從

而帶動度量衡脫離「尺斗秤」之窠臼，將時間、溫度、電流、光強度、物

質量納入度量衡基本標準，滿足了人類社會之各種量測活動。因此，度量

衡為國家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基礎建設，與全體國民的日常生活，商業活

動，工業發展，科技升級乃至生活品質息息相關。 

從法規的角度來看，除〈度量衡法〉之外，我國度量衡所依憑的法規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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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二：其一是法規命令，其次是行政規則。在法規命令方面，包括〈度量

衡法施行細則〉、〈度量衡規費收費標準〉、〈度量衡器檢定檢查辦法〉、〈度

量衡器型式認證管理辦法〉、〈法定度量衡單位推廣及輔導辦法〉、〈定量包

裝商品管理辦法〉、〈計量技術人員管理辦法〉、〈度量衡器指定實驗室認可

管理辦法〉、〈度量衡業自行檢定管理辦法〉、〈國家度量衡標準實驗室業務

委託辦法〉、〈糾紛度量衡器鑑定辦法〉、〈度量衡業務委託辦法〉、〈度量衡

業營業許可及管理規則〉。在行政規則方面，包括〈度量衡器型式認證委

員會設置要點〉、〈膜式氣量計型式認證作業要點〉、〈法定度量衡單位推行

委員會設置要點〉、〈計量技術人員考試命題委員會設置要點〉、〈水量計型

式認證作業要點〉、〈計程車計費表型式認證作業要點〉、〈照度計型式認證

作業要點〉、〈國家度量衡標準系統作業要點〉、〈國家度量衡標準實驗室計

畫作業要點〉、〈電子式非自動衡器型式認證作業要點〉、〈國家度量衡標準

實驗室文件保存期限作業要點〉、〈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國家度量衡標準委員

會設置要點〉、〈汽車里程計費表配合計程車運價調整之改表作業程序〉。

另外還有相關的法令解釋、技術規範以及參考法規資料。 

 

 

1.2 標準的定義 

在本書第一篇第一章有關標準化與人類文明推進的內文中，本書係以

廣義的角度並搭配相關歷史掌故，引入「標準」的一般性概念以及標準與

吾人生活的關係。本小節將從現今國內外標準化組織對「標準」所下之較

嚴謹之定義說明之。關於「標準」一詞的定義，國內或國外標準發展組織

/機構均有其各自的定義，但均有其將「標準」的精神正確的表達出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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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列舉國內外代表性組織，對標準所下的定義。為與國際接軌，本書乃才

國際標準組織(ISO)與國際電工委員會(IEC)的定義，如下觀念提示所述： 

 

 

 

 

 

 

 

 

 

表 5 再列舉國內外標準化組織對標準所下之定義。 

 

 

 

 

 

 

 

觀念提示 
 

一種以共識為基礎而制定，並經一公認機構認可，供普遍及重

覆使用，以提供各項活動或其結果有關之產品(Products)、程序

(Process)或服務(Services)之規則、指引或特性文件，期使在某

一情況下獲致秩序之最佳程度。因此，透過制定及推行共同一

致的標準，即能促進秩序之最佳化，又稱為標準化，目的在於

謀求改善產品、程序及服務之品質，增進生產效率，維持生產

及消費之合理化，以增進公共福祉。 

~摘譯自：1997年ISO/IEC聯合發佈的〈第二號指引〉(ISO/IEC Guide2)第3部份(第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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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各國對「標準」所下之定義 

標準化組織 標準之定義 

我國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我國《標準法》第三條第一款定義「標準」為：經

由共識程序，並經公認機關(構)審定，提供一般且

重覆使用之產品、過程或服務有關之規則、指導綱

要或特性之文件。另一定義則為：經由共識制定，

並經由某一公認機構核准，提供一般且重複使用之

產品、程序或服務有關之規則、指引或特性之文件。

標準的制定須依據科學、技術及經驗的統合結果，

其目的在提高社會的最佳利益。另外，若將標準的

位階定為國家標準位階，根據〈CNS 13606〉的定義，

國家標準係指由國家機構所採用，可供公眾使用之

標準。其目的為制定及推行共同一致之標準，並促

進標準化，謀求改善產品、過程及服務之品質、增

進生產效率、維持生產、運銷或消費之合理化，以

增進公共福祉。 

英國國家標準化策略架

構 (National 

Standardization Strategic 

Framework, NSSF) 

「標準」是為了達成某一目標或事情，而共同議定

的方法。標準可被正式紀錄與發佈，或公司以簡單、

非正式的方式所議定的程序，用來維持內部作業效

率，或是獲得其他優勢。 

加拿大國家標準委員會

(Standards Council of 

Canada, SCC) 

「標準」是告訴吾人如何去做、測試或驗證某些事，

例如，食譜裡有說明義大利麵的醬汁如何做，這就

是標準。無論如何，大多數政府部門或企業對於標

準的討論，都是針對特定型態的標準：即由相關專

家所組成的委員會，所發展(研擬)的文件，並經由

受認可的標準組織所公布(發表)，該組織會提供獨

立且廣泛被接受的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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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標準的種類與屬性 

依標準化的適用層次，標準可分作公司(company)標準(此處所稱之公

司標準亦包含以某一公部門機構或法人單位組織為其實施範圍的標準)、團

體(group/association)標準、國家(national)標準、區域(regional)標準、國際

(international)標準五種；若依標準的內容區分，標準可分作基本(basic)標

準、術語(terminology)標準、測試(testing)標準、產品(product)標準、過程

(process)標準、服務(service)標準、介面標準(interface) 七類；依專業分工，

標準又可再分作電機、電子、食品、環境保護等不同領域類別1。以此三個

維度，共構成如下圖之全球標準化體系(system)： 

 

 

 

 

 

 

圖8. 標準化體系示意圖 

 

 

其次，從標準的屬性上來看，基本上得分作事實標準 (de facto 

standards)、法定標準(de-jure standards)、法規標準(regulatory standards)。

                                                 
 
1 我國國家標準(National Standards of Republic of China, CNS)，共分作 26 種類別/領域。 

標準化層次 

標準類別 

標準內容 

國際 

區域 

國家 

團體 

公司 

電機 
基本 術語 測試 產品 過程 服務 介面 電子 

食品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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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標準多由企業主導或經市場自由競爭競爭機制後而產生之標準，為非

正式標準或稱為共識（consensus）標準。如微軟 Windows 作業系統軟體、

飯店的等級、錄影帶 VHS 規格。法定標準由政府或政府所認可之標準制

定單位/組織所制定之標準，為正式標準。法規標準多由相關團體(interested 

parties)與國家代表所制定之標準，一般多為與安全或環境保護議題有關，

如玩具安全、汽油等級、國際路標等。 

 

 

1.4 標準的層級與互動模式 

根據圖 8 的”標準化層次”維度，標準層級得簡化得如下圖所示： 

 

 

 

 

 

 

圖9. 標準層級示意 

 

關於各層級標準之內含與特性，則如表 6 所述： 

 

公司(企業)標準 

團體(協會)標準 

國家標準 

區域標準 

國際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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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各層級標準之內含與特性 

標準層級 特性 

公司(企業)標準

(Company Standards) 

如圖 9，就整個標準層次而言，公司標準定位於層

次中的底層。其對外應遵循團體、國家、區域、國

際等標準而生產出合於某特定層級要求之品質規格

的產品，以便行銷至該特定領域。對內則根據上述

各層級標準制定公司內部各項作業之標準程序，從

產品設計、備料、製造以至檢驗出廠等各階段所使

用之方法與作業環境的標準設定，做為公司內部共

同遵循的標準。 

依照日本工業規格 JIS Z8101，對於公司標準的定義

為：於公司或工廠，就材料、零件、製品、組織及

採購、製造、檢查與管理等工作以能適當使用為目

的所制定的標準。所以就上述定義而言，公司標準

通常係規定公司內部業務營運的執行準繩，其內容

因對象而異，一般有用語、記號、材料、零件、再

製品、成品、設備等貨物之形式、等級、尺寸、性

能及設計方法、製造條件、製造方法、作業方法、

檢查方法、包裝方法與使用方法等用於規定技術性

的公司規格，以及有關職務制度、業務分掌、責任

權限、組織與機能、財務、人事、規劃、管理、評

價等業務手續的公司規定等。 

團體(協會)標準

(Group/Association 

Standards) 

由國內外各產業團體、學會、協會等所制定適合此

一產業所使用的標準。根據 1985 年日本工業標準委

員會(Japanese Industrial Standards Committee, JISC)所

屬工業標準化推進長期計畫特別委員會分會的報

告，提出下列五點說明團體標準宜包括內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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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補充國家標準(如詳細的規定品質或規格)。 

(2)具有訂定國家標準前一階段的性質。 

(3)屬於該團體獨自所有而無其他關連的範圍在內。

(4)與國家標準不易相容者(如特種行業、產品或時機

尚早者)。 

(5)在該團體當中已獲得共識者(如製造廠商間的共

識)。 

國際上如美國材料試驗協會(American Society for 

Testing and Material, ASTM)與美國電子電機工程師

協會(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IEEE)等單位均為制定團體(協會)標準的團體。 

國家標準 標準化若以全國性的規模來執行時就產生國家標

準，此係依全國性的意見而作成的，幾乎所有先進

國家都有其全國性之標準。如 JIS(日本工業規格)、

JAS(日本農林規格)、USAS(美國國家標準)、BS(英

國標準)、DIN(德國標準)、NF(法國標準)、CNS(中

華民國國家標準)等等。根據 ISO 的定義是：國家標

準機構所採用的標準。有關國家標準與其它層級標

準間的互動。 

區域標準 這是由幾個國家或地區標準機構所制定而適用該地

區的標準。如歐洲標準（Europe Norma, EN），係為

會員國包括：奧地利、比利時、塞普勒斯、捷克、

丹麥、愛沙尼亞、芬蘭、法國、德國、希臘、匈牙

利、冰島、愛爾蘭、義大利、拉脫維亞、立陶宛、

盧森堡、馬爾他、荷蘭、挪威、波蘭、葡萄牙、羅

馬尼亞、斯洛伐克、斯洛維尼亞共和國、西班牙、

瑞典、瑞士和英國的歐洲標準化委員會(Comite 

European de Normalisation/European Committe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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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alisation, CEN)，透過共識程序制度，採取加權

方式投票，經多數同意後成為歐洲的標準。根據 ISO

的定義是：限於特定國家之有關團體會員資格的標

準化團體，亦即地區標準化團體所選用的標準。 

國際標準 標準化擴大到國際間範圍後就必須要有國際間的標

準。換言之，就是由國際制定而適用於國際上的標

準。如 ISO(國際標準組織)、IEC(國際電工委員會)。

如圖 9，國際標準定位於層次中的最上層，對各國

標準的影響日益明顯，例如日本 JIS 要求國際化約

有 60%與 ISO 標準相符，而歐洲某些國家更約有 90%

與國際標準相符，而我國 CNS 國家標準亦在朝此方

向努力中。根據 ISO 的定義：所有國家的有關團體

能夠成為會員的團體標準，亦即國際標準化團體所

選用的標準就是國際標準。 

 

參考表 6 所述，有關公司標準、團體標準、國家標準、區域標準、國

際標準之間的關係可分為由上往下及由下往上兩種：由上往下者係先有國

際標準然後將其直接翻譯或將本國特有的內容追加成為國家標準。各團體

依國家標準追加其團體之特有內容成為團體標準。各公司依國家標準或團

體標準追加其公司之特有內容而成為公司標準者。由下往上者係先有公司

標準，然後由公司標準選取共同部份做為團體標準，再由團體標準選取共

同部份做為國家標準，由國家標準選取共同部份做為區域標準或國際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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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技術法規之定義 

規定產品特性或其相關產製方法，包括適用具強制性之管理規定文

件。我國如商品檢驗法、度量衡法、食品衛生管理法、建築法等相關法規

均為技術法規之範疇。在世界貿易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框

架下的非關稅協定中，有所謂「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 (Agreement on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TBT)」 以及「食品衛生檢驗與動植物檢疫措施

協定 (Agreement on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 SPS)」。 

 

 

 

 

 

 

 

 

關於技術法規與標準方面，TBT 述及：基於國家安全、防止詐欺行為、

維護人類健康或安全、保護動植物及環境等，(各國)制定並維護其認為合

適之技術法規與標準，所採取之必要措施。至於技術法規的特性則如下述： 

 

 為公權力之行使，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制定，不一定須尋求共

識。 

 具強制性，適合作為政府執行公權力之依據。 

 通常用以規範涉及人體及動植物健康、安全及環境保護事項，並

由主管機關強制執行者。 

觀念提示 
 

法規是一包含由立法、行政條文構成而具約束力的文件，它是

由一依法具有適當權力之有關機構採用而公布的文件。簡言

之，法規是指由主管機關所制定，且具有約束力之法律性條文

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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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標準與技術法規之關係 

承上所述，在經貿環境下有所謂「技術法規(technical regulation)」，其

概念與標準相仿但具有強制性。進言之，WTO 的 TBT 協定附件一第一項

對技術規則所下的定義是：「規定產品特性或其相關製程及生產方法，包

括適用具強制性管理規定之文件，文件亦得包括或僅規定適用於產品、製

程或生產方法之專門術語、符號、包裝、標記或標示之規定」，但須注意

的是：與產品無關之製程及生產方法之技術規則，並不在 WTO/TBT 協定

規範之內。 

是以，標準與技術法規的差異在於：標準的採行大多採自願性質，並

用於商業交易、產品製造之規格及品質管理者；技術法規則具有強制性，

適合作為政府執行公權力依據，通常用以規範涉及人體及動植物健康、安

全及環境保護者，並由主管機關強制執行。因此，標準與技術法規之間應

是相輔相成，實務上來說，訂定「技術法規」時，常引用「標準」之全部

觀念提示 
 

WTO的TBT協定附件一第一項對技術規則所下的定義是：

「規定產品特性或其相關製程及生產方法，包括適用具強制

性之管理規定之文件，文件亦得包括或僅規定適用於產品、

製程或生產方法之專門術語、符號、包裝、標記或標示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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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一部分，以強化「技術法規」之共識性及公信力。 

 

 

二、 標準化(Standardization)基本概念 

2.1 標準化的定義 

從廣義的角度來看，標準化就是一種對所設定的標準作有組織、有系

統地靈活運用之行為。在古時候，人類的生活很簡單，消費的慾望很容易

滿足，而供應消費之物品種類亦很少，所以標準對人類之生活還不顯得很

重要。但現在人口愈來愈多，人類智慧愈來愈高，消費之慾望愈來愈大，

要求的種類亦愈來愈多，條件愈顯嚴格；而社會之進步與文明，更使得生

產與消費間之關係愈趨複雜。在這種情況下，協調生產與消費者之秩序是

非常重要的。 

因此，對供應消費之生產品就不得不訂立一些規範，這些規範就是所

謂的標準，而此種標準是靜態的，它只是一個目標；但對工業生產而言，

在整個生產的過程中，有關尺度、成分、質與量、人、時工作步驟與方法

等，都需要有執行的規範，且實施嚴格之管理，使產品達到需求之水平以

上，這就是標準化的最基本觀念。如前述，為與國際接軌，本書乃才國際

標準組織(ISO)與國際電工委員會(IEC)的定義，如下觀念提示所述： 

 

 

 



96 國家標準發展策略研究計畫 
基礎標準化導論 

B-2- 70 
本報告未經同意請勿擅自影印與散佈，以免侵犯智慧財產權。 

 

 

 

 

 

 

有關標準化其它的定義，則如表 7 所述： 

 

表7. 標準化其它定義 

標準化組織 標準化之定義 

ISO/STAOC-1961 為了所有的關係人員的方便與利益為目的，而能夠

以有規律地與正確地邁向特定的活動而制定的規則

與程序。 

日本規格協會之《社內

標準化手冊》 

標準化係由關係人員的共同協力舉行之團體的與社

會的活動。這些人們之間係以最適當的全面性經濟

為目的。其活動內容係防止事物無秩序的複雜化，

並訂定合理的單純化或統一的規則，並加以應用者。

觀念提示 
 

標準化係指在一定的範疇內針對現存或潛在問題，建立有關共

同性、經常使用的條款，以期達成最適宜的等級秩序的活動。

此活動包括標準之制定、發行及實施等程序。標準化主要優點

是改進產品、加工及服務之適合性，以切合其既定目標，預防

貿易上的障礙並促進工業技術的合作。 

~摘譯自：ISO/IEC Guide 2-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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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標準化的原則 

 

 

 

 

 

 

 

 

 

 

 

 

 

 

 

 

圖10. 標準化原則 

簡化就是在一定範圍內縮減標的物的類型數目，使之在既

定時間內足以滿足一般需要的標準化形式。易言之，簡化

一般是事後進行的，也就是事物的多樣化已經發展到一定

規模以後，才對事物的類型數目加以縮減，這是該標準化

原則的特色。當然，縮減是有條件的，它是在一定的時間

和空間範圍內進行的，其結果仍能保證滿足一般需要。此

外，該原則不僅能簡化當前的複雜或混亂，而且還能發揮

相關指導效用，預防將來產生不必要的複雜或混亂。 

系列化是對同一類產品中的一組產品通盤規劃的標準化原

則。系列化是標準化的高級形式。它通過對同一類產品國

內外廠需發展趨勢的預測，結合自己的生產技術條件，經

過全面的技術經濟比較，將產品的主要參數、型式、功能、

基本結構等作出合理的安排與規劃。因此，也可以說系列

化原則的實施，是使某一類產品系統的結構優化、功能最

佳的標準化形式。 

組合化原則是按照統一化和系列化的原則，設計並製造出

若干組通用性較強的單元，根據需要拼合成不同用途的物

品的一種標準化的形式。組合化原則的特徵是通過統一化

的單元組合為物體，這個物體又能重新拆裝，組合新的結

構，而統一化單元則可以多次重複利用(前述的古典音樂流

傳事例，便是組合化原則的應用)。 

模組化是以模組為基礎，該原則綜合了通用化、系列化、

組合化原則的特點，解決複雜系統類型多樣化、功能多變

的一種標準化形式。因此，它是在綜合了標準化其它原則

特點的基礎上發展起來的標準先進模式。其應用對象以複

雜系統為主，這個系統可以是產品、工程或一項活動。該

系統的特色便是結構複雜、功能多變、類型多變。 

通用化原則的落實要以
互換性為前提。互換性
指的是不同時間、不同
地點製造出來的產品或
零件，在裝配、維修時
不必經過修整就能任意
替換使用的性質。互換
性概念有二：其一，是
指 產 品 的 功 能 可 以 互
換，叫做功能互換性，
它要求某些影響產品使
用特性的參數按照規定
的精確度互相接近；其
二，是指尺寸互換性，
當兩個產品的線性尺寸
相互接近到能夠保證互
換時，就達到了尺寸互
換性。是以，在互相獨
立的系統中，選擇和確
定具有功能互換性或尺
寸互換性的子系統或功
能單元的標準化形式便
是應用了通用化原則。

標準化 
原則 

精簡化

通用化 統一化

系列化

組合化

統一化是把同類事物兩種

以上的表現形態歸併為一

種或限定在一個範圍內的

標準化原則。 統一化

同簡化一樣，都是古老的

標準化原則。如前述古人

統一文字或統一度量衡等

都是統一化的典型事例。

統一化的實質是使對象的

形式、功能(效用)或其他

技術特徵具有一致性，並

把這種一致性通過標準加

以定型。但統一化原則與

簡化原則不同，前者著眼

於取得一致性，即異中求

同；後者肯定某些異質性

同時共存，重點在於精

練。 

模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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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圖 10，不同標準化原則的套用與應用形式，便會反應出不同標準

化內容的存在方式。標準化有多種原則可茲運用，每種原則都表現不同的

標準化內容，針對不同的標準化任務，達到不同的目的。歸納來說，精簡

化原則是縮減事物的類型數目並預防不必要的複雜化，目的是保證更好地

滿足需求並減少資源的浪費。統一化原則就是實現一致性，目的是建立共

同遵守的秩序。通用化原則是在互換的基礎上擴大技術成果的重複利用。

系列化原則是標準化的高級形式。組合化原則是事先設計製造的標準單元

根據需要拼合成不同用途物品的標準化形式。其目的是通過標準單元的多

次重複利用獲得標準化效果。模組化是綜合了通用化、系列化、組合化的

特點，應對複雜系統類型多樣化、功能多變的標準化新形式。 

 

 

2.3 標準化之目的與效用 

標準化之目的主要包括：簡化產品類別，增加互換性能；溝通想法與

意見；產生規模經濟效應；確保公共安全；保障消費者權益；保障社會公

義；消彌貿易障礙。至於其效用，從經營層面來看，企業需要很多人分掌

各部門的機能並利用組織的力量以最高的效率來經營，才能使企業本身能

因經營得法而繼續繁榮永存。而為了要使經營效率提高與日常工作順利起

見，必須有一套標準與管理規則才能使屬於這一組織內所有系統與個人，

均有劃一的約束力，而不至於分裂為各自為政與憑主觀行事的局面，才能

達到步調一致的效果。尤其是在現實的經營或生產過程中，必定有許多個

人、團體的或部門間與技術上的困擾不斷的發生，而這些問題也必須繼續

的予以解決與改善。如此這個企業才能有所作為而能夠繼續發展，而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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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需要就是適應這種需要而產生的。譬如在製造過程中，除了機器加工

與裝配及檢查與修理等直接的作業外，尚有生產計畫、產品開發、原物料

的準備、工廠管理及倉儲管理等間接作業與資訊管理等工作，例如鍵入、

製表、傳遞、記帳或回饋等。而若不將這些繁多的直接、間接或軟硬體工

作，作通盤的系統思考而予以標準化，則將會引起整個運作系統的混亂以

致於癱瘓。如此情況下，無論是生產效率或經營績效都無法期望其能夠提

高，那是必然的。相反的，若有標準化制度，則因為一切工作的進行或系

統的運作，均有原則與規則可循，所有的進度與控制也都在一定標準之下

進行，則管理就較客觀而容易掌握。 

從品質管制層面來看，品質管制於 1930 年代由美國修華德博士(Dr. 

W.A. Shewhart)的第一張管制圖開始迄今已歷經多年，全世界的大多數企

業均已設有專門的品管部門來推動。事實上要推動品質管制，必須以標準

化為前提才能奏效，而標準化卻早在本世紀初的 1906 年就有國際電工委

員會(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 IEC)推動，以致於後來的國

際標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等已有百年

的歷史。環顧世界工業先進國家，包括美國、俄羅斯、英國、法國、德國、

瑞士，乃至東方的日本等國在內，都具有悠久而健全的標準化制度作為其

推動品質管制的基礎，而這些國家的產品品質也因此而能夠領先他國，這

可以說是實施標準化的最大效用。事實上若沒有品質標準，何來品質管

制？故要品質管制，應先落實標準化，訂定品質標準，否則一切的管制將

失去基準，成為空談。 

從成本控制的角度來看，通常製造工廠不易降低生產或管理成本的原

因之一，實為產品種類太多而引起過多的開發、庫存與管理等費用。而標

準化則能使個別零件的開發及製模費用與庫存成本大為減少。又因成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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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類已因標準化而相對地減少，因而可省去不少售後的技術上與管理上的

困擾。此外，因標準化而增加零配件的互換性，不只是可以提高工廠的製

造效率，也可使消費者在選擇或使用時方便不少。以電器插頭為例，各國

不同的電壓及形狀不統一的插頭，就會使許多常常到國外旅行的國際觀光

客或商業旅客感到不便。這種情形，以現代國際交流的頻繁與實際需要而

言，均可藉由加強國際間的標準化而獲得改善，給予人類生活空間帶來許

多的方便。最末，有了標準化制度就可以將原材料的使用標準、標準工作

期間、間接工作時間或各部門的管理費用分攤的標準等逐一加以規定，最

後能把標準成本正確計算出來。如此，則無論是對外報價或檢討製造效率

時均可瞭解每一種產品的成本構造而對產品構造之改善、調節或經營績效

的分析等均有幫助。 

除上述，標準化對於企業經營的意義外，標準化的成果對民生安全相

關技術制度與規範亦可產生支撐作用，從而約束和防範市場非理性和欠缺

技術水準之企業或個人的投機和違法行為，降低消費者和民眾受劣質產品

或服務影響和侵害的機會與程度。換句話說，透過標準的成果平衡經濟發

展與民生安全二者，建立起企業的社會責任與社會關懷意識，一則提升企

業國內外形象，二則使我國在追求經濟成長的同時，除能夠滿足當代的需

要，且不致危害到未來世代滿足其生存發展之需要，從而確保健康風險管

理，保障社會公義與民生安全，並進一步提高社會總福利水平。再者，從

時下流行所謂綠色科技和綠色產業的角度來看，標準化的成果有助於提高

國家、產業、企業整體形象，改善社會唯利是從價值取向，逐步實現社會

公義。易言之，在謀求經濟發展的同時，藉由標準使市場機制下的個別生

產者或個別消費者，不致在追求其最大利益的過程中，因高消耗、高污染

生產活動，對環境之永續發展造成負面衝擊。因之，標準規範當有助於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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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和導引資源合理使用和再利用，如能善用標準以及相關配套，當可補強

環保相關法規缺漏技術性指標之弱點，使經濟活動與自然環境融合共生的

理念，能藉由定性和定量準據獲得實現。甚者，透過標準化成果的效益，

在相關產業供應鏈上游源頭，保障具經濟效益的農、漁、牧事業有關動植

物，使之嘉惠下游農業、食品、醫療、藥妝、日常用品等領域下游產品之

品質，間接保障民生安全。此外，根據我國地理、氣候、生態特性，在追

求經濟與技術發展的同時，利用相關標準，體現生物多樣性與生態平衡。

易言之，藉由標準節制不當經濟生產與消費活動，對生物棲息環境造成傷

害與破壞，致使生物生存環境限縮和族群生存條件減損，甚或引發動植物

趨向絕滅，造成生物發育和多樣性衰減。是以，從環境保護、生態保育、

社會公義來看，這些都是標準化在促進經濟發展以外的效益。 

進一步分析並結合上述標準以及標準化的定義與觀念陳述，標準活動

之所以牽涉制定、修訂、廢止等階段，顯見標準是與時俱進與某一時期的

技術和商業活動的需求密切關聯。簡言之，標準是透過明晰的條款(規定)

和績效目標，據以強化供需端彼此間的交易以及溝通。是以，從另一角度

來看，標準本身可視作一種具”領先指標”屬性的市場情報，換句話說，當

某一領域需要發展和制定、修訂或廢除某一標準時，這意味該領域的市場

需求。接續前述，在區分國際、區域、國家以及產業標準(團體和公司)兩

大族群標準時，基本上得再從兩個角度出發： 

其一，從嚴謹性以及範圍來看，一般來說，前者發展標準的程序相對

嚴謹、需要較廣泛和高度的共識(對標準的利害關係者而言)，但由於主要

花較長的時間形成標準，因此有時標準正式問世時，已與市場當下現實的

需求有落差；反之產業標準一般來說其發展的方式較具彈性，雖要求共識

的範圍和程度相對較低，但也較能反應市場上當下甚或未來潛在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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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從產出標準的機制來看，前者通常需遵循一定的程序(譬如

ISO/IEC發展標準需遵循 Proposal for new work, Project acceptance, Drafting, 

Public comment period, Approval, Publication 六大步驟)；但後者通常是透過

所謂的「快捷機制(fast-track mechanism)」產生。這種機制通常是透過由利

害關係者聯盟(consortium)關係的建立，並在聯盟中建立指導委員會和評鑑

小組等團體、協調市場需求與利益的分配，雖然如此，國際標準組織

ISO/IEC 和區域性標準組織如 CEN/CENELEC 等，也意識到嚴謹標準程序

的缺點，因此，這些組織針對一些快速發展的領域(如資通訊、電機、電子

等)，在獲致相對充份的共識前，得先對外公告。這類標準通常以下述名稱

出現： 

 

 Publicly available specification (PAS). 

 Private standard (PS). 

 International publicly available specification (ISO/PAS). 

 European or international workshop agreements (CWA/IWA/ITA). 

 Guide、Code of Practice、compliance workbooks. 

 Published document (PD). 

 

一般而言，正式完成一個國際標準需耗時三年左右，而 PAS、PS 等則

僅需數個月便可完成。從目的來看，正式的國際、區域或國家標準旨在謀

求透明性和公平性；產業標準和 PAS、PS 之屬，則多在解決當下或近期

未來的商業問題以及消費者的需求。關於上述各類型態的標準之比較與特

色，則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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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不同類型標準內涵與成本、共識、透明化程度關係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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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企業標準化的實施方式 

以日常經營涉入技術研發或業務與技術有所關聯的公司企業為例，在

思考實施標準化課題時，首先應該建立企業標準化策略並非孤立的觀念。

易言之，標準化策略直接由企業的技術策略和智慧財產權策略決定，最終

由企業的業務策略決定。換句話說，業務策略決定企業的技術策略和智慧

財產權策略；業務策略加上技術策略和智慧財產權策略共同決定企業的標

準化策略。技術策略、智慧財產權策略和標準化策略都是公司技術策略的

一部份，通常透過企業內部自行成立的技術委員會、智慧財產權委員會具

體負責策略設定。有些公司技術委員會和智慧財產權委員會是同一個組

織。委員會是由不同部門管理人員和專家組成的協調組織，這種組織為公

司進行決策，所以決策相對上較容易被貫徹並產生實質的效果。 

一般而言，技術研發策略需要思考業務涉及哪些技術，本身需要哪些

技術，自己要研究哪些技術，自己要開發哪些技術，哪些是研發重點；智

慧財產權策略需要思考本身要保護哪些無形資產，採取什麼保護類型，在

哪些國家申請保護，形成怎樣的保護組合；標準化策略需要思考現有的哪

些標準影響本身的哪些業務，影響程度，正在設定中的標準有哪些，如何

影響本身的業務、這些標準都是怎樣的模式、本身擁有的哪些技術需要標

準化、應該採取何種標準模式。進一步來說，企業運作標準的時侯必須考

慮標準的專利、商品的許可、標準的制定、標準的推廣、標準的產品化等

不同事務。當然企業的標準化策略應該保持其靈活性，這靈活性源自於企

業必須對標準支持廠家的多寡、標準體系內部的競爭、互補性產品或服務

的多寡、標準化所帶來的產業供應鏈的分工與整合、網絡效應(network 

effect)和先發優勢等課題的掌握與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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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具體來說，公司企業在思考其標準化實施方式時，最簡單的方式便

是從參與標準化事務所能獲致的利益以及所需承擔的風險兩個面向來

看。在利益方面，如第一篇第二章 2.2 節內文所述，標準本身就是一種規

則。換言之，透過建立標準，標準的主導者(通常是標準的制定方)在標準

的使用者和標準體系內部不同的利害關係單位間建立一種規則和秩序。是

以，標準所牽引出的秩序決定了權益的分配和利益的分配，這權益和利益

的分配涉及標準主導者和不同的市場參與者。標準可以塑造主導者一種特

殊的競爭優勢，亦即主導者既是市場的“球員＂亦是市場的“裁判＂，這

種“球員＂兼“裁判＂的角色，讓標準的主導者有更多的機會可以獲致市

場的收益，並透過網絡效應提高的產品需求和消費者支付意願，甚或藉由

授權使用標準的權力，擷取巨大的市場利潤。 

反之，在風險方面，如上述標準化策略直接由企業的技術策略和智慧

財產權策略決定，這意味參與標準化事務與投入研發活動間有密不可分的

關係。然而，投入技術研發的公司本身面臨很大的風險。研發投入不一定

能夠獲得專利，專利不一定能夠進入標準，標準不一定能夠推廣，推廣也

不一定能夠達到所謂主導市場遊戲規則的境界。所以投入技術研發的公司

必須能夠面對高度的風險和不確定性。成功的技術和標準主導者通常需要

經歷和克服許多艱難，正是因為每一步的成功皆非易事，所以參與甚或主

導標準的門檻便相對很高。再者，標準可能是一種競爭性“商品＂，它必

須接受市場的考驗和洗禮。因為主導標準有其市場利益，所以自然會吸引

競爭性標準的出現。所以標準與標準之間常需要相互競爭，這也約束著標

準主導者的權益和利益範圍以及選擇的空間和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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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符合性評鑑(Conformity Assessment)基本概念 

3.1 符合性評鑑的定義與概念 

符合性評鑑起源於 ISO 理事會符合性評鑑委員會(ISO Committee on 

conformity assessment, CASCO)，其職責除了制定符合性評鑑有關的標準與

指引外，亦為 ISO 理事會在政策發展上提供意見的委員會，故層級較一般

工作委員會(Technical Committee, TC)為高。CASCO 提供了符合性評鑑的

指引(如 Guide 62, 66, 65…等)及標準(如 ISO/IEC 17000, 17011, 17020, 

17025 等)，使符合性評鑑的實施有所依循。ISO/IEC 國際標準化組織對符

合性評鑑所下之定義如下觀念提示所述： 

 

 

 

 

 

根據上述觀念提示，其中之關鍵在於如何產生以及取得所需之“證

明＂。在解答這個問題前，先介紹「認證 (Accreditation)」與「驗證

(Certification)」這兩個與符合性評鑑最有關係的兩個名詞。所謂「認證」

依性質不同可分為實驗室認證、驗證機構認證、檢驗機構認證等。認證機

構須以政府或其委託專業機構為主，以第三方角度，避免利益上的衝突。

國內的認證機構為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金會 (Taiwan Accreditation 

Foundation, TAF)。 

觀念提示 
 

符合一產品、流程、系統、人員或是機構相關之指定要求的

證明。 

~摘譯自：ISO/IEC 17000: 2004 2.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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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驗證」是針對特定產品、過程或服務(對象可能是產品、服務、

管理、過程)，確認是否符合某項標準之程序與要求，因此標準將是驗證制

度的依據。國內外驗證機構相當多，如 TUV(德國)、SGS(瑞士)、BEST 

CERT(法國)、BVQI(法國)、DNV(挪威)、BSI(英國)、UL(美國)等等。目前

多是經由認證機構對驗證機構進行認證，驗證機構之執業始能獲得信賴，

但也有政府主導的驗證制度，其目的在於利用政府公信或公權力，獲得一

般消費者之信賴。 

關於「驗證」和「認證」的定義則如表 8 所述： 

 

表8. 「認證」和「驗證」定義 

名詞 定義 

認證 依據 ISO/IEC 17000：2004 所定義：符合性評鑑機構

正式展現其有能力執行特定符合性評鑑工作的相關

第三者證明。而我國〈標準法〉第三條亦定義認證

乃指「主管機關對特定人或特定機關(構)給予正式

認可，證明其有能力執行特定工作之程序。」 

驗證 我國〈標準法〉第三條亦定義驗證乃指「由中立之

第三者出具書面證明特定產品、過程或服務能符合

規定要求之程序。」 

 

3.2 符合性評鑑之目的 

符合性評鑑為直接或間接決定是否滿足技術法規或標準中之相關要求

的任何作業程序。包括抽樣、測試與檢驗；評估、查證與符合性保證(供應

者聲明、驗證)；登錄、認證與認可，或以上各項之組合。符合性評鑑的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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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可以是產品、服務或過程，主要用以判斷該標的物是否符合要求，這

些要求可以來自客戶或政府之強制性規定。評鑑活動有抽樣、測試與檢

驗；評估、查證與符合性保證(供應者聲明、驗證)；登錄、認證與認可，

或以上各項的組合。執行符合性評鑑的機構可以是製造商、客戶、政府或

公正獨立的第三者，而這些機構我們可以稱它為符合性評鑑機構。 

 

 

 

 

 

 

 

 

 

 

圖12. 認證、驗證與市場關係示意圖 

 

我國於 2002 年 1 月加入「世界貿易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其中關於技術性貿易障礙的相關規範，主要由技術貿易障礙協定

（Agreement on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TBT）來規範，用以確保規範、

標準或認證程序不致造成不必要的貿易障礙。其中有關技術性法規及符合



96 國家標準發展策略研究計畫 
基礎標準化導論 

B-2- 83 
本報告未經同意請勿擅自影印與散佈，以免侵犯智慧財產權。 

性評鑑程序之規範，即是推動會員國在制定技術標準時以 ISO 及 IEC 等國

際標準所制定之標準為基礎，其符合性評鑑程序以 ISO/IEC 等國際標準機

構之指導文件或建議為基礎，建立符合性評鑑及結果相互承認機制，期以

降低各國因技術標準及符合性評鑑程序之差異，避免造成進口產品之進入

障礙，以便捷化國際貿易之進行。 

結合上述標準、技術法規以及符合性評鑑三者，它們共構成技術規範

體系。進言之，技術法規和標準是符合性評鑑的基礎和評價尺度，符合性

評鑑是實施技術法規和標準的方法。技術法規、標準和符合性評鑑程序構

成了市場基礎設施，而符合性評鑑程序就是市場基礎設施中運作的部份。

符合性評鑑程序的內容一般都是以技術法規或標準的形式存在。通過技術

法規，引用相應的標準，規定相應的符合性評鑑程序，技術法規與標準和

符合性評鑑程序建立了密切的聯繫。以法規形式出現的，包含有符合性評

鑑程序內容的技術法規，既是符合性評鑑程序，也是技術法規，具有強制

性。以標準形式出現的、包含有符合性評鑑程序內容的標準，既是符合性

評鑑程序，也是標準，往往是自願性的。 

是以，標準與符合性評鑑是相互關聯的，在國際貿易中缺一不可。標

準是基礎，標準為產品規定了相應的技術要求和品質要求；符合性評鑑是

實施標準的具體手段，用以驗證產品的品質、性能是否達到了相應的標

準。標準與符合性評鑑結合在一起能有效地推動市場的發展。標準是國際

貿易中貿易雙方建立信用度的基礎。符合性評鑑是驗證產品是否達到標準

的有效手段，幫助貿易雙方提高了信用度。 

標準、符合性評鑑和技術法規都能構成國際貿易壁壘。強制性質的技

術法規和符合性評鑑程序構成強制性質的國際貿易壁壘；自願採用的標準



96 國家標準發展策略研究計畫 
基礎標準化導論 

B-2- 84 
本報告未經同意請勿擅自影印與散佈，以免侵犯智慧財產權。 

和符合性評鑑程序構成非強制性質的國際貿易壁壘。同時，市場經濟國家

通過技術法規引用標準的方式，實際上將標準和標準相應的符合性評鑑程

序變成強制性的國際貿易壁壘。綜合上述，下述符合性評鑑未來三個發展

態勢值得吾人注意： 

 

 強制驗證引用的技術法規或者標準越來越嚴格。監測項目越來越

多，檢測要求越來越嚴格，是先進國家符合性評鑑的重要變化。 

 自願驗證系統的繁榮和解除管制。自願驗證系統不強制所有的公

司參加驗證，沒有獲得驗證的產品與服務照樣能夠進入市場。先

進國家自願驗證非常繁榮。負責驗證的實體可能是行業協會、按

照相應的公司法成立的企業，彼此相互競爭。 

 不同國家的符合性評鑑活動的相互承證。WTO/TBT 和 WTO/SPS 協議

都鼓勵不同國家的技術規範體系(技術法規、標準和符合性評鑑)相互認

證，降低貿易壁壘。 

 

 

3.3 符合性評鑑原理 

承上所述，符合性評鑑的關鍵是信心的建立，藉由測試、檢驗、品質

系統驗證或供應者聲明等方式，來建立買方、使用者與管理者對產品符合

性的信心。信心的建立架構於符合性評鑑的三項特質：技術能力、公正與

誠實。沒有這三項特質的符合性評鑑系統是無法建立信心。不論是何種形

式的符合性評鑑，符合性評鑑機構都須具有技術能力。以開放與透明的態

度來展現不偏袒某特定產品的公正性，同時應能允許符合要求的產品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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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加入競爭，以創造整體共同的利益。然而，信心的建立，不是一蹴可

幾，需要秉持這三項特質不斷的練習與經驗的累積，方能使符合性評鑑確

實展現產品是符合特定要求。 

進一步從由“誰＂來實施符合性評鑑的角度來瞭解符合性評鑑的原

理，基於顧客或法規的要求，評鑑的類型有第一者評鑑、第二者評鑑與第

三者評鑑等三類，第一者評鑑是由製造商執行，自我聲明；第二者評鑑是

由顧客實施評鑑；第三者評鑑則是由一個獨立的符合性評鑑機構所執行。 

就第一者評鑑而言，業者內部評鑑程序，造成業者符合性宣告，是最古老

也是最簡單的符合性評鑑方式，多數業者，特別是大及中型工廠，藉著自

己的測試及品質保證達成某種程度的自我聲明保證，市場上買者只需以產

品之包裝或廣告就可以作決定，買者接受業者有關產品特性的敘述，是基

於信任及購買前可行之檢驗。在無法隨意變更供應者之情形下，採購者需

要較強的符合性保證，例如製造業者自供應者（也可能採購自下游供應者）

大量採購零件，組件或材料，製造業者與供應者間的採購合約提供了供應

產品必須符合的正式規格說明或標準。如果採購者必須等到檢驗產品及送

回瑕疵品予供應者，則在等待更換零件或尋找新的供應者時的生產延誤成

本非常高。及時製造，最少庫存，及自供應者快速供應無瑕疵零件都直接

與成本有關。 

就第二者評鑑而言，只與供應者及採購者有關，採購者自己的檢驗員

執行評鑑，採購者藉著檢驗供應者的生產線、製造過程及零件可以增加對

供應產品的信心，減少自己生產線延誤的可能。得到這些保證的利益，須

由執行評鑑的花費來衡量。 

就第三者評鑑而言，多數商業交易並不會增加額外費用或增加複雜性，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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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二種情況僅藉著供應者的聲明及採購者自行評鑑是不夠的，因此需要

中立的第三者，其一是有關安全、衛生或環境影響的部份，產品一旦失敗

可能導致傷害、疾病、財產損失，甚至失去生命，因此絕不允許當危機發

生後才發現產品的不符合性。此類產品由供應者自行評估不足提供充分保

證，但若由消費者來執行，可能費用昂貴且有技術上的困難，因此，需要

第三者來執行。它可為法規的強制性，亦可為基於市場需求的自願性。此

外，一個供應者可能供應數個採購者，而一個採購者也可能有數個供應

者；因此由第三者評鑑可取代幾乎相同又重覆的第二者評鑑。細言之，運

作符合性評鑑其相關活動主要包括表 9 所述： 

 

表9. 符合性評鑑相關活動 

活動名稱 內容說明 

測試 測試是符合性評鑑中最常見的活動，也大都是其它

符合性評鑑的基礎。許多企業與政府權責單位依賴

測試結果來作判斷或決定，而其使用的範疇包含：

產品設計與研發；進料、製程中與銷售的品管；保

險；合約審查；法規要求；驗證與標示；採驗者之

保護；產品比較；營建工程；藥物食品；環境保護；

產品維修；法律訴訟；與法庭刑事工作等。測試實

驗室可能是政府單位、學術研究機構、學校實驗室、

軍方單位、商業性組織、企業內部實驗室與標準實

驗室等，其具有不同的規模、法定屬性、目的與測

試範圍，而服務地點可能是固定或遊動。 

檢驗 在人類進化的歷程中，檢驗行為可能比商業交易來

得更早。我們不難想像，史前人類在吃水果前先檢

查水果；在構築洞穴前先檢視一下周遭的環境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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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在作成弓箭前，先檢查樹枝。隨著商業活動的

來臨，檢驗也愈來愈重要，發展至今，數百個私人

或政府的國家或跨國性的檢驗機構為當地或國外顧

客從事檢驗的工作。檢驗的活動包括產品、材料、

安裝、工廠、製程、工作操作或服務等，於其生命

週期內每一階段的檢查，以及符合法規、標準、規

格與相關報告的判斷。檢驗的項目則可涵蓋有關數

量、品質、安全、適用性，以及運作的工廠或系統

之持續於安全性的符合。 

驗證 驗證為對某一產品、過程或服務能符合規定要求，

由第三者出具書面保證之程序。驗證一詞已定義是

第三者的行為。若此保證是由供應者為之，則稱為

供應者聲明。為避免混淆，ISO/IEC Gude2 建議不宜

使用〝自行驗證(self-certification)〞的方式來表示。

產品驗證則是指第三者出具書面保證產品能符合規

定要求的程序。產品驗證主要是建立社會大眾對產

品符合性的信心，而此信心的建立亦與社會大眾所

願意承擔的成本與所冒的風險有關。因此產品驗證

一方面要提供社會大眾符合性的保證，另一方面須

創造供應者進入市場的價值，以有限的資源達到最

大的效能。 

供應者聲明 供應者對其產品負有責任，而且他應是以此態度來

建立製造過程，將合格產品銷售至市場上。產品符

合特定要求的保證可由供應者自己提出或由第三者

提出。供應者聲明(supplier＇s declaration)是對某一產

品、過程或服務能符合規定要求，由供應者出具書

面保證之程序。供應者可能是製造者、分銷者、進

口者、安裝組合者、或其它服務機構。在大部份的

情形下供應者是在其獨自負全責之下，確保產品、

過程或服務符合法規、規範性文件或規格。供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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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不可包含非列於作為聲明依據之法規、標準或

規格內的任何特性。它可強調這份聲明的使用者，

可對所宣稱的事項進行查證。供應者聲明應是以自

己、第二者或是第三者測試與評鑑結果為基礎。此

外，供應者還有另一種選擇(若是基於法規，這就是

強制)，標列出涉及此聲明的已認證實驗室或已認證

的其它符合性評鑑機構或是任何供應者已獲得的驗

證、登錄或標誌 

人員登錄/驗證 驗證於國際市場之承認對自由貿易亦很重要，而其

價值除取決於品質系統驗證機構之績效及公正性

外，稽核人員之技巧與能力亦是關鍵因素。這方面

的工作還包括更上游的稽核人員培訓與管理。 

認證 除前述認證的定義外，認證是一個須要與各相關單

位相互密合的系統，其架構於開放市場中，評鑑測

試實驗室、檢驗機構與驗證機構的能力。這個系統

應是以全國性的認證機構為基礎，並連結區域性與

國際性的團體。能順利實施的認證系統應包含追溯

性、調和的程度以及完全獨立與無商業性質的運作

等要件。在市場上，供應者提供產品或服務給買者，

而買者會提出對產品或服務的要求。另外，若此產

品或服務涉及安全、健康與環保等，通常還有該國

法規的要求。不同國家可能有不同要求。供應者為

求產品能順利上市，必須展現其產品符合這些要

求。供應者如何來展現其產品的符合性以及買方，

包括政府權責單位，如何來確保其產品符合性的方

式，有測試、檢驗、驗證與供應者聲明等。除供應

者聲明外，大部份的情況，會希望這些執行測試、

檢驗與驗證的符合性評鑑機構是不代表買方或賣方

的第三者。在競爭的市場上，這些符合性評鑑機構

提供服務的形態，就如同供應者提供其產品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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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態，在相類似的階層中運作來提供客戶或權責

單位符合性保證。然而，在競爭的符合性評鑑市場

上，水平方式的評鑑並不能對外增加保障。這些符

合性評鑑機構的獨立性是其價值之一，而在一個競

爭的市場環境下，符合性評鑑機構的服務將受到質

疑，同時，在國際貿易發展趨勢下，“一次符合性

評鑑＂的需求亦無法滿足。因此，需要另一層的監

督，來提供客戶或權責單位對測試實驗室、檢驗機

構或驗證機構等符合性評鑑機構的信心。認證就是

這一層的監督機制。 

 

在表 9 的符合性評鑑方面，品質系統驗證與環境管理系統驗證如雨後

春筍般成為快速成長的一支。品質系統幫助供應者確保其產品能持續符合

特定的標準或要求。產品的品質仰賴於許多的變數上，如使用的材料、零

件的尺寸、設備、製程、安裝、測試、運輸、教育訓練、管理、與製程的

環境條件等。供應者用來管制這些變數以生產符合規格之產品的過程、組

織架構、程序與資源等稱為品質系統。品質系統的標準就是現今全球採用

的 ISO 9000 系列標準。環境管理系統是提供企業與其它組織一套完整詳

實的方案以管理其活動對環境所帶來的衝擊。它既不是對環境的符合程度

設立規範也不是對預防污染的程度訂定要求，而是建立一個架構，每個組

織可用此架構來評估其於環境管理上表現。現今國際環境管理系統標準為

ISO 14001 與 ISO 14004。 

 

 

3.4 國際符合性評鑑運作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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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符合性評鑑架構的存在以及運作旨在促進國際貿易，該架構意在

使不同機構之間簽定相互接受測試報告的協定，這類協定不外政府之間的

協定、政府權責機關之間的協定、產品驗證機關之間的協定、作為商業交

易一部分的協定這幾類。有些協定並不賦予協定當事人主張「測試結果自

動獲得接受」的權利，只賦予合約當事人主張：「承認測試結果同等性」

的權利。「測試結果同等性」的意思是指不同國家實驗室所進行的測試具

有相同程度的精確度和可靠性。這類協定是由實驗室認證機構相互間簽定

的協定。但須釐清承認測試結果同等性協定和接受測試結果協定之間的差

別(後者可能是以技術以外的其他事實作為是否簽定合約的考量因素)。換

句話說，所有接受測試結果的協定都應以承認測試結果同等性協定作為基

礎。宏觀來看，國際符合性評鑑運作架構與對應之國際標準如圖 13 所示： 

 

 

 

 

 

 

 

 

圖13. 國際符合性評鑑運作架構與對應之國際標準示意圖 

根據圖 13，國際實驗室認證聯盟(International Laboratory Accreditation 

Cooperation, ILAC)是 1977 年由熱心於實驗室認證的國家與發展實驗室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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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的國家在丹麥哥本哈根成立有關實驗室認證工作的國際論壇，其宗旨是

實現實驗室測試和校正結果的國際相互承認，提供有關實驗室認證方面的

資訊並促進國際貿易的發展。ILAC 旨在提供資訊交流和協調程序，以建

立區域組織間和參加認證組織間的互相信任，使實驗室認可形成統一和一

致，促成世界性相互承認的網絡與機制(這包括承認已獲得認可實驗室的報

告及證書的國際等效性以及提高獲得認可實驗室的報告和證書的權威性)。 

亞太實驗室認證聯盟(Asia Pacific Laboratory Accreditation Cooperation, 

APLAC)為非官方之區域性組織，由於亞太地區各國之國家性實驗室認證

組織共同的興趣與需求，於 1992 年 4 月召開第一次會議，參與之亞太地

區的實驗室認證機構都表示合作意願，以改進本地區經濟體的測試與校正

標準、程序與技術能力，及加強本地區以及本地區與其他經濟體間之自由

貿易。APLAC 旨在促進該其組織會員體間合作之意願，為進一步改善區

域內經濟體校正及測試之一般水準，並增進區域內與其它經濟體間自由貿

易。 

國際認證論壇(International Accreditation Forum, IAF)是一個世界性的

組織成立於 1993 年 1 月，主要任務為致力於不同認證機構之間發展合作，

對管理系統、環境管理系統、產品和人員認證和其它相關工作要求協調和

統一，以達到消除貿易技術障礙，促進世界貿易的目的。IAF 共有四個類

別的成員，即認證機構成員、發展中認證機構成員、認可的認證機構和工

業界及用戶代表。基於國家經貿往來之重要性，及相信透過多邊相互承認

可提昇經濟效益二大因素，IAF 依據 ISO/IEC 17011 之要求，發展認證機

構間之同儕評鑑，藉由同儕評鑑的結果提昇參與 IAF 之會員體間相互接受

之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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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認證合作組織(Pacific Accreditation Cooperation, PAC)成立於

1994 年 10 月，根據同年 7 月份簽署的合作備忘錄規定，PAC 為由參與亞

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的經濟會員體，建立及運作之認證機構聯盟。PAC

成員包括全會員及副會員二類，正會員為 APEC 的經濟體，簽署合作備忘

錄者。副會員可為無認證機構的 APEC 經濟體、或經 PAC 同意之非 APEC

經濟體及相關組織。PAC 組織結構包含全體大會、執行委員會、技術委員

會、發展中認證制度委員會及推廣委員會等。PAC 其主要宗旨為發展及審

查通過對有關管理體系、產品、服務、人員或類似項目合格評定結果的全

球承認，以促進 APEC 經濟體間之經貿活動。與國際符合性評鑑運作架構

相關的國際標準則如表 10 所述： 

表10. 與國際符合性評鑑運作架構相關國際標準 

標準 內容說明 

ISO/IEC 17011 符合性評鑑－認證符合性評鑑機構的認證機構之一

般要求。 

ISO/IEC 17020 實施檢驗的機構不同方式的運作之一般準則。 

ISO/IEC Guide 65 執行產品驗證系統的機構之一般要求。 

ISO/IEC 17024 符合性評鑑－執行人員驗證的機構之一般要求。 

ISO/IEC 17025 測試與校正實驗室能力一般要求。 

ISO 15189 醫學實驗室能力一般要求。 

ISO/IEC 17021 符合性評鑑－提供管理系統稽核及驗證的機構之一

般要求。 

3.5 我國符合性評鑑運作架構 

1990 年原中央標準局奉經濟部指示，推動辦理中華民國實驗室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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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Chinese National Laboratory Accreditation, CNLA)，迄今 CNLA 已獲

前述區域國際組織 APLAC 及全球國際組織 ILAC 認可成為正式會員，並

簽署「亞太實驗室認證聯盟相互承認協議(APLAC MRA)」及「國際實驗

室認證聯盟相互承認協議(ILAC MRA)」，使我國 CNLA 認可實驗室出具

之報告，廣為全球五大洲、三十五國、四十四個認證組織接受，無需再

經由國外之重覆測試，減少國內廠商外銷之品質成本及交貨時間。 

有鑑於國際潮流發展趨勢，並期能導引國內管理系統驗證市場水準與

世界標準同步，經濟部於 1997 年 3 月公告「中華民國品質管理及環境管

理認證制度實施辦法」及「中華民國品質管理及環境管理認證委員會設

置要點」，是以中華民國品質管理及環境管理證委員會(Chinese National 

Accreditation Board, CNAB)於同年六月成立，專責辦理相關認證業務，並

自 1998 年 7 月 30 日起正式受理認證申請。之後於 2001 年 3 月 CNAB 中

文更名為中華民國認證委員會。CNAB 辦理國內管理系統、產品、稽核

員驗證機構及稽核員訓練機構之認證業務，同時加入前述 PAC, IAF 等國

際組織，復於 2002 年 8, 9 月正式簽署成為「太平洋認證合作組織多邊相

互承認協議(PAC MLA)」及「國際認證論壇多邊相互承認協議(IAF MLA)」

會員。 

在政府多年支持及經費挹注下，CNLA 及 CNAB 已為我國奠定符合

性評鑑機制發展之基礎，而考量我國已於 2002 年 1 月 1 日正式加入世界

貿易組織(WTO)，應符合 WTO 符合性評鑑基礎架構之要求，且目前世界

各國認證體系多朝整合認證資源之趨勢發展(如新加坡、香港、中國大陸

及絕大部分歐洲國家等)，設立單一窗口提供整體服務，以協助產業外銷，

強化競爭力。加上標準法第十四條及立法院第三屆第四會期第十八次會

議修正標準法時通過之附帶決議。因此，籌劃獨立運作之財團法人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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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的構想應運而生。是以，由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之規劃推動，財團法

人全國認證基金會(Taiwan Accrediatiaon Foundation, TAF)於 2003 年 9 月

17 日完成法定登記開始運作。TAF 成立之後，經政策考量，於 2004 年間

將 CNLA 及 CNAB 更名為全國認證基金會（TAF），並獲相關國際認證組

織通過更名，繼續以 TAF 名義維持相互承認協議，並自 1995 年 3 月起開

始以 TAF 名稱與標誌核發實驗室認證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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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我國國家標準發展體系運作簡介 

 

本章概要 

如本篇第一章概要所言，接續前一章“見樹＂的觀點，

本章分作「我國國家標準概述」、「我國國家標準產生方

式」、「正字標記簡介」、「我國《國家標準發展策略白皮

書》簡介」四節，從系統和機制的面向切入，提供讀者

“見林＂的視觀。在讀者領略前一章的內容後，期能協

助讀者進一步瞭解我國標準化體系的運作概況，以及國

家標準與吾人日常生活和商業活動的關係。 

 

一、 我國國家標準概述 

1.1 國家標準名稱與特性 

中華民國國家標準英文名稱為”National Standards of the R.O.C”，

以”CNS”為我國國家標準之代號，在國際間交換資料。我國國家標準的專

責機構為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依國家標準制定辦法所規定的程序，透過

產、官、學、研界共同參與並取得共識，以符合 ISO 對標準的定義。此

外，依我國國家標準制定辦法第十四條第三項規定，除 CNS 外，不得稱

為國家標準。關於國家標準之定義則如下觀念提示所述： 

 

 

 

 

觀念提示 
 

國家標準乃由標準專責機關依標準法規定之程序制定或轉

訂，可供公眾使用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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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功能來看，國家標準係各軍、工、民營工廠產銷之準繩，且為內、

外銷產品檢驗之依據，對產業界的影響十分重大。因此，制定、修訂或

廢止國家標準，配合經濟發展方向，選定優先項目加以編修，俾供產業

界參採。關於國家標準的特性，則如表 11 所述： 

 

表11. 國家標準特性 

特性 內容說明 

自願採行 CNS 之採行係屬自願性，不具強制性。惟若各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例如：衛生署、環保署、農委會、

勞委會、消防署、營建署等，為達到其規範目的，

而將國家標準引用於其主管之技術法規中時，即具

有強制性。 

共識產生 CNS 係基於共識而產生。所謂共識之意含係指：普

遍獲得同意；對實質重要議題，共同利益之主要關

係者沒有持續的反對立場；在協議過程中，已尋求

所有關係者的意見，並經協調化解任何衝突對立的

爭論，共識並非暗示無異議。 

透明化本質 CNS 於制定、修訂或廢止程序中均依世界貿易組織

/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WTO/TBT 協定）規定之通

知、公告方式使外界知悉。在徵求意見，使利害關

係人有參與表達意見的機會，期與產業脈動相應，

促進共識的達成。此外，任何人、機關或團體均得

提出國家標準制定、修訂或廢止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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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國家標準之法律地位 

我國國家標準之法律定位，得從我國〈標準法〉的內文獲得明確的解

釋。該法最早於 1946 年 9 月 24 日國民政府制定公布，當時全文共計公

布 9 條。最近的版本則為 1997 年 11 月 26 日總統(86)華總(一)義字第

8600250980 號令修正公布全文 19 條。各條文內容如表 12 所述： 

 

表12. 我國〈標準法〉條文內容 

項次 條文內容 

第 1 條 為制定及推行共同一致之標準，並促進標準化，謀求改善產品、

過程及服務之品質、增進生產效率、維持生產、運銷或消費之合

理化，以增進公共福祉，特制定本法。 

第 2 條 本法主管機關為經濟部。關於標準事項，由經濟部設專責機關辦

理。本法規定事項，涉及其他機關之職掌者，由主管機關會商有

關機關辦理之。 

第 3 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 標準：經由共識程序，並經公認機關（構）審定，提供一般

且重覆使用之產品、過程或服務有關之規則、指導綱要或特

性之文件。 

二、 驗證：由中立之第三者出具書面證明特定產品、過程或服務

能符合規定要求之程序。 

三、 認證：主管機關對特定人或特定機關（構）給予正式認可，

證明其有能力執行特定工作之程序。 

四、 團體標準：由相關協會、公會等專業團體制定或採用之標準。

五、 國家標準：由標準專責機關依本法規定之程序制定或轉訂，

可供公眾使用之標準。 

六、 國際標準：由國際標準化組織或國際標準化組織所採用，可

供公眾使用之標準。 
 

第 4 條 國家標準採自願性方式實施。但經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引用全

部或部分內容為法規者，從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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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條 國家標準規範之項目如下： 

一、 產品之種類、等級、性能、成分、構造、形狀、尺度、型式、

品質、耐久度或安全度及標示。 

二、 產品之設計、製圖、生產、儲存、運輸或使用等方法，或其

生產、儲存或運輸過程中之安全及衛生條件。 

三、 產品包裝之種類、等級、性能、構造、形狀、尺度或包裝方

法。 

四、 產品、工程或環境保護之檢驗、分析、鑑定、檢查或試驗方

法。 

五、 產品、工程技術或環境保護相關之用詞、簡稱、符號、代號、

常數或單位。 

六、 工程之設計、製圖、施工等方法或安全條件。 

七、 其他適合一致性之項目。 
 

第 6 條 標準專責機關設國家標準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審查委員會）及

各專門類別之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技術委員會），負

責審議國家標準相關事項。前項審查委員會及技術委員會，必要

時均得於其下分設各專門類別之分組委員會或工作小組委員會。

第 7 條 國家標準制定之程序如下： 

一、 建議。 

二、 起草。 

三、 徵求意見。

四、 審查。 

五、 審定。 

六、 核定公布。

前項制定程序及國家標準之修訂、確認、廢止程序，由主管機關

以辦法定之。 

第 8 條 已有相關國際標準或我國團體標準存在，而其適用範圍、等級、

條件及水準等均適合我國國情者，標準專責機關得據以轉訂為國

家標準。依前項轉訂為國家標準時，得不經前條第一項第二款及

第三款規定之程序。 

第 9 條 國家標準自公布之日起五年內，無修訂之建議時，標準專責機關

應加以確認。經確認之國家標準，亦同。 

第 10 條 標準專責機關依職權或申請，經審查委員會審議，選定國家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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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實施驗證業務；必要時，並得經審查委員會審議，取消該

選定。依前項選定及取消之國家標準項目，由標準專責機關公告

之。 

第 11 條 標準專責機關對前條選定之國家標準項目，得依廠商之申請實施

驗證；經驗證合於驗證條件及程序者，得核准其使用正字標記。

前項驗證條件、程序、正字標記圖式及其使用管理規則，由主管

機關會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正字標記之使用，除合於第一

項規定外，不得為之。使用正字標記違反第二項所定使用管理規

則者，得撤銷其使用核准；經撤銷其使用核准者，不得繼續使用

正字標記。 

第 12 條 申請使用正字標記者，應繳納相關費用。經核准使用正字標記，

於使用期間須接受查核者，應繳納查核相關費用。 

第 13 條 主管機關為獎勵標準之制定及推行，得訂定獎勵辦法。 

第 14 條 主管機關得委託非以營利為目的之標準化認證機構辦理認證業

務。前項標準化及認證實施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15 條 標準專責機關應設置或指定查詢單位，提供標準或驗證相關事項

文件、資訊供應之服務。 

第 16 條 違反第十一條第三項或第四項規定，擅自使用正字標記，經標準

專責機關限期改正，屆期仍未改正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連續處罰至行為人改正時為止。依前項

規定所處之罰鍰，經通知限期繳納，屆期未繳納者，移送法院強

制執行。 

第 17 條 標準專責機關就擅自使用正字標記之違法情事，認為對消費者之

生命、身體、健康或財產有所損害或有損害之虞時，應公告違法

者之名稱、地址、商品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第 18 條 本法施行細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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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行。 

資料來源：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網站。 

 

 

1.3 國家標準國際化政策 

我國為出口導向之國家，為使外銷產品能在國際市場間具有競爭力，

經濟必須朝自由化與國際化方向努力之事實已勿庸置疑，因此國家標準

之制定與推行除須考慮國內環境需要，並應順應國際化趨勢，考量標準

之適用性，以使國家標準具有與國際標準間之良好相容性，對外不會成

為國際貿易之技術性障礙，對內則可進一步引導國內廠商生產合乎國際

標準之產品，促進國際貿易。 

為因應國際化的發展趨勢，近年來我國政府積極推動加入世界貿易組

織(WTO)，持續將各種施政措施配合調適，經多年努力於 2002 年初正式

加入 WTO 成為第 144 個正式會員。我國加入 WTO 同時簽署技術性貿易

障礙協定(Agreement on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TBT)，該協定主要規範

有關技術法規、標準及符合性評鑑程序的擬定採行及適用，以不造成技

術性貿易障礙為目的，亦即於制定技術法規或標準時，若國際標準組織(如

ISO、IEC、ITU 等)已訂有國際標準，即應以其為依據，以避免造成技術

性貿易障礙。另一方面在面臨全球貿易自由化及科技技術發展快速的競

爭環境，主導國際標準發展方向將有利於企業在國際競爭中搶得先機，

因此技術先進國家之企業莫不積極與政府攜手，參與相關國際標準組織

之標準制定工作，可知標準已成為國家及企業競爭策略中極重要之一環。 

為引導產業提升產品品質及技術水準，排除國際市場中貿易障礙，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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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我國產業技術競爭優勢，促進產業發展及貿易自由化，政府自 1995 年

起即開始推動國家標準國際化，將標準相關法規朝向國際化調適，加速

國家標準與國際標準相調和，並積極參與國際標準化相關活動，掌握相

關國際標準組織運作資訊，提供國內產業參考，以減少產業技術之衝擊，

確保我國產業長期競爭力的提升。 

我國為推動國家標準國際化，積極將國家標準(CNS)與相關國際標準

相調和，調適國家標準制定法規以符合世界貿易組織（WTO）/技術性貿

易障礙協定(TBT)協定之相關規定外，並配合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在 2010

年前完成貿易自由化之目標，進行國家標準與國際標準之調和。因此，

在推動國家標準(CNS)國際化的作法上，除須考慮國家標準(CNS)的實質

內容的國際化外，尚須考量涉及國家標準(CNS)制定法規有關措施之國際

化，連帶對國際標準相關組織及活動的參與、標準相關條約或協定的遵

守，以及標準業務國際化等，亦應一併考慮在內。有關我國政府推動國

家標準(CNS)國際化之相關措施主要包括：持續進行標準相關法規朝向國

際化調適、加強國家標準(CNS)與國際標準調和、積極參與國際或區域標

準化活動三者。而這些措施所帶來的效益包括：消除技術性貿易障礙，

奠定相互承認協定簽署之基礎；促進國家商品驗證國際化，並落實符合

性評鑑體制；維護健康、安全與環保，加強保障民生福祉；引導產業提

升產品品質及技術水準，提高產品之國際競爭力。 

 

 

二、 我國國家標準制定與修訂方式 

2.1 國家標準編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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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國家標準編修程序依國家標準制定辦法之規定施行。如前述依

〈標準法〉第七條，國家標準制定之程序分為「建議」、「起草」、「徵求

意見」、「審查」、「審定」、「核定公布」。此外，前項制定程序及國家標準

之修訂、確認、廢止程序，由主管機關以辦法定之。以下針對國家標準

制定的六個程序做細部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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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我國國家標準制定程序說明 

制定程序 內容說明 

程序 1:建議 (1) 任何人、機關或團體得向標準專責機關提出制定、修訂

或廢止國家標準之建議。前述建議，應備具標準建議

書，並得同時引附所編擬之標準草案建議稿及國內外相

關技術規格、標準等資料。標準專責機關依職權提出制

定、修訂或廢止國家標準之建議，適用前述規定。標準

建議書應記載項目包括：標題、範圍、目的及理由、工

作計畫、相關文件資料、可提供協助之單位與聯絡方

法。前述各款項目之內容，依中華民國國家標準總號第

一三一六二號辦理；有不符合情形時，標準專責機關應

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後仍不符合規定者，

送國家標準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審查委員會)審議不予

採行。 

(2) 標準建議書，應以我國文字為之；其為科學名詞之譯

名，得附註外文原名；原係外文者，應檢附原本。前述

譯名，有國家標準規定者，依國家標準規定；無國家標

準規定者，得依國立編譯館編譯之譯名。 

(3) 國家標準制定、修訂或廢止之建議，由審查委員會審

議。前述建議，經審議後應將審議結果通知原建議人。

(4) 前述國家標準制定、修訂或廢止之建議，經審議認為有

採行必要者，應於全國性標準化業務之刊物上公告。 

 

 

 

 

接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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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程序 內容說明 

程序 2:起草 (1) 前述國家標準草案之編擬，得交由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

(以下簡稱技術委員會)辦理或委託專業機關、團體、學

校、廠商或專家辦理。編擬國家標準草案時，如有相關

國際標準存在或即將完成，應以其全部或相關部分為編

擬依據。但由於保護效果不足、氣候、地理或基本技術

問題等因素，使該國際標準或其相關部分對國家標準制

定目的之達成並非有效或適當者，不在此限。國家標準

草案應載明事項及其程式，依中華民國國家標準總號第

三六八九號辦理。 

(2) 標準專責機關對於國家標準制定之建議，經審議認為有

採行必要者，應參酌該建議所附之標準建議書、標準草

案建議稿、國內外相關技術法規及標準等資料、各界之

意見、國內產製及消費狀況等，編擬國家標準草案。 

(3) 依前述規定編擬國家標準草案，必要時得經標準專責機

關安排於現場勘察與試驗之。前述現場勘察與試驗，得

委託其他機關、團體或專家辦理之。 

(4) 依第六條規定編擬國家標準草案，如涉及國家安全需

要、防止詐欺或保護有關環境、人類健康或安全、動植

物生命或健康等合法目的，且無相關國際標準可供依循

或其他國家之相關國家標準可供參酌，標準專責機關應

安排進行危害評估；其結果應採為編擬國家標準草案之

依據。前述危害評估，得委託其他機關、團體或專家辦

理。評估危害時，應考量以下事項：(i)現有之科學及技

術資料；(ii) 相關之處理程序技術，包含製程或生產、

操作、檢驗、取樣或試驗法；(iii)對產品所預定之最終用

途。 

 接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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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程序 內容說明 

程序 3:徵求意

見 

(1) 國家標準草案經編擬後，由標準專責機關徵求利害關係

人及相關技術委員會委員、審查委員會委員、專家、廠

商、機構、機關、團體、學校之意見。標準專責機關收

到前述徵得之國家標準草案意見，應編成審查意見彙

編。對請求答覆者，應答覆之，如國家標準草案與國際

標準不同，並應附具理由。前述審查意見彙編，應依序

載明如下事項：(i)無意見之委員或單位名稱；(ii)概括性

之一般意見；(iii)針對特定節次之分項意見。 

(2) 依前述規定徵求意見，應以通知與公告方式同時併行。

前述通知與公告，其徵求意見期間不得少於六十日。但

發生或可能發生安全、健康或環境方面之緊急問題者，

得縮短之。前述通知之程式，由標準專責機關公告之。 

程序 4:審查 (1) 國家標準草案由相關類別之技術委員會，參酌前述之審

查意見彙編及相關資料審查之。前述審查，應就技術上

達成如下事項審酌之：(i)反映國內產製能力及技術水

準；(ii)改善產品品質及增進產製效率；(iii)維持產製與

使用或消費之合理化；(iv)符合相關之國際標準；(v)依

性能上之需求而非設計上或描述上之特性制定標準。技

術委員會審查國家標準草案時，應邀請前述徵求意見之

對象及相關人員列席，陳述意見。 

(2) 國家標準草案經審查通過後，應編成國家標準稿；未通

過者，應加以修正編成新標準草案，並依前述規定徵求

意見後，再送審查。但經審查未通過且無法修正或其在

最初審查之日起二年內無法通過或無新標準草案者，得

撤銷之。 

(3) 標準專責機關應就國家標準草案之編擬緣由、審查過程

及結果等作成審查節略。 

接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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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程序 內容說明 

程序 5:審定 (1) 國家標準稿由審查委員會參酌前條第五項之審查節略

及審查相關資料審定之。前述審定所涉及之技術事項，

除發現內容互相矛盾或與政策、其他法令或國家標準相

牴觸外，只得就文字為修正。 

(2) 審查委員會審定國家標準稿時，得邀請原審查之技術委

員會主席或經其指定當日出席之技術委員列席，說明審

查相關事項。 

(3) 國家標準稿經審定通過後，應賦予我國國家標準之識別

符號及編號，並編成國家標準審定稿；未通過者，應附

具審定結果發還原審查之技術委員會重新審查之。前述

我國國家標準識別符號及編號之使用規定，由標準專責

機關公告之。 

程序 6:核定公

布 

(1) 前述國家標準審定稿由標準專責機關報請經濟部核定

公布，並將標準名稱刊載於全國性標準化業務之刊物

上。前述國家標準審定稿經公布後，應命名為中華民國

國家標準。除前述規定外，不得稱為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2) 國家標準公布後，應於三十日內通知原國家標準制定建

議人。國家標準公布後，如有我國參加之國際、區域相

關標準或貿易條約、協定或組織之其他會員請求提供國

家標準時，應提供之。 

資料來源：〈國家標準制定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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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我國國家標準的修訂以及廢止程序，在修訂程序上大致與國家標

準制定程序相同，但如係因原核定公布之國家標準上有單純文字之錯

誤、數值誤植或其他不影響實質內容之修訂，由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逕送

審查委員會審定後，報請經濟部核定公布，並將名稱刊載於全國性標準

化業務之刊物上。在廢止程序上除了沒有上述「起草」程序外，其餘程

序大致與國家標準制定程序相同。但國家標準廢止之建議，經審核認為

有採行必要，並經公告徵求各方意見後，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應將該建議

所附之標準建議書，送請相關之技術委員會與審查委員會，先後為審查

與審定；經通過廢止者，應報請經濟部核定公布，並將名稱刊載於全國

性標準化業務之刊物上。另外，國家標準如係因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將

之併入其他國家標準內或為其他國家標準所涵蓋時，其廢止之程序由經

濟部標準檢驗局逕送審查委員會審定後，報請經濟部核定公布，並將名

稱刊載於全國性標準化業務之刊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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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家標準確認的工作上，國家標準自制定或修訂公布之日起滿五年

者，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應公告徵求修訂或廢止之意見，如無意見，即逕

提審查委員會確認，並由標準檢驗局公布；如有意見，應依規定予以修

訂或廢止。自確認公布之日起滿五年之國家標準，亦同。前面所提之意

見，應於公告次日起三十日內提出。國家標準確認的流程包括「徵求意

見」、「審定」、「公布」三個程序。 

另外，為協助產業避免技術性貿易障礙，並促進產業升級與國際化，

我國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亦積極促成國家標準與國際標準的接軌與調和有

關工作，以期達到下述目標： 

 

 為達成世界貿易組織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之目標，國家標準應符

合國際標準之相關規範，因此標準檢驗局持續依 WTO/TBT 協定

及 APEC/SCSC 規定調適國家標準法規，並以國際標準為基礎調

和 CNS，以消除技術性貿易障礙。此外，在擬定、採行與適用技

術性法規、標準及符合評估程序時，均遵守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

相關規定。 

 配合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在 2010 年前完成貿易自由化之目標，

進行國家標準與國際標準之調和。 

 積極參與國際及區域標準組織與活動，充分掌握國際標準之發展

方向與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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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國家標準規範項目與分類編號 

關於我國國家標準所規範的項目，已於前述表 12 我國〈標準法〉第

五條有詳細的規定。在分類與編號上，國家標準之分類及編號係依 CNS 

88、CNS 89 之規定。目前國家標準區分為 26 類，每類賦予一英文字母

為代號，各類並依特性分若干次類，例如機械工程類之編號為 B 類、電

機工程及電子工程為 C 類、造船工程之「船用電機」其代號為 F5。這 26

類依序為土木工程及建築類、機械工程類、電機工程類、電子工程類、

機動車及航太工程類、軌道工程類、造船工程類、鐵金屬冶煉類、非鐵

金屬類、核子工程類、化學工程類、礦業類、農業類、食品類、木業類、

紙業類、環境保護類、陶業類、日常用品類、衛生及醫療器材類、資訊

及通信類、工業安全類、品質管制類、物流及包裝類、一般及其他類。 

 

 

2.3 標準化體系組織運作方式 

根據前列表 12 我國〈標準法〉條文第二條規定，標準法之主管機關

為經濟部，關於標準事項，專責機關為標準檢驗局。在執行與推動工作

上(亦即辦理上述國家標準編修有關工作)，依據表 12 我國〈標準法〉條

文第六條規定分別設有「國家標準審查委員會」以及「國家標準技術委

員會」關於此二委員會的職能，詳如表 14 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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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國家標準審查委員會」以及「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職能 

委員會名稱 主要職能 

國家標準審查委員會 國家標準審查委員會之委員人數為 40～60 人(依據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國家標準審查委員會設置要

點〉)，成員由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聘請各界(機關、

團體、學界、業界等)專業人士共同組成，每任聘

期為 2 年，年滿得再續聘。其主要任務包括：(1)

國家標準草案之審定；(2)國家標準訂定計畫之建

議；(3)標準化推行之建議；(4)標準政策之建議；(5)

標準法規訂定或修訂之建議；(6)其它有關事項之建

議。 

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 如前述現行我國國家標準區分為 26 類，並依據經

濟部標準檢驗局國家標準技術委員設置要點，設置

26 類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見表 15)，各技術委員會

成員由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聘請各界(機關、團體、

學界、業界等)專業人士共同組成，每任聘期為 2

年，年滿得再續聘。此外，每一類委員會其下均依

照細部技術領域設置分組委員會，以利實際標準審

查之需求。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主要任務包括：(1)

國家標準草案之編擬及審查；(2)國家標準草案之技

術內容及與數個標準化體系配合之審查；(3)國家標

準內容之適用與解釋之審議事項；(4)其它有關之建

議事項。 

資料來源：〈國家標準審查委員會設置要點〉、〈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設置要點〉。 

 

有關現行「國家標準審查委員會」其下所分成之 3 個工作組及各組審

定之國家標準草案類別，以及「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各類技術委員會

的編號與列表詳如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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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 「國家標準審查委員會」以及「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分組 

「國家標準審議委員會」分組 「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分組 

組別 代號 類別 編號 技術委員會名稱 

第

一

組 

B 機械工程 1 土木工程及建築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

C 1-4 電機工程 2 機械工程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 

C 5-7 電子工程 3 電機工程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 

D 機動車及航太工程 4 電子工程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 

E 軌道工程 5 機動車及航太工程國家標準技術

委員會 

F 造船工程 6 軌道工程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 

X 資訊與通信 7 造船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 

Z 1-3 工業安全 8 鐵金屬冶煉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 

第

二

組 

A 土木工程及建築 9 非鐵金屬冶煉國家標準技術委員

會 

G 鐵金屬冶煉 10 核子工程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 

H 非鐵金屬冶煉 11 化學工業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 

J 核子工程 12 紡織工業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 

K 化學工業 13 礦業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 

L 紡織工業 14 農業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 

M 礦業 15 食品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 

Q 環境保護 16 木業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 

R 陶業 17 紙業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 

Z 7-9 一般及其它（電機、電子相關

部分） 

18 陶業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 

第

三

組 

N 1-4 農業 19 日常用品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 

N 5-6 食品 20 衛生及醫療器材國家標準技術委

員會 

O 木業 21 資訊及通信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 

P 紙業 22 工業安全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 

S 日常用品 23 品質管制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 

T 衛生及醫療器材 24 物流及包裝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 

Z 4 品質管制 25 環境保護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 

Z 5-6 物流及包裝 26 一般及其它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 

Z 7-9 一般及其它   

資料來源：國家標準分類目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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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國家標準與各層級標準之互動模式 

如圖 9，依標準的適用層次，可分為國際標準、區域標準、國家標準、

團體標準、公司標準等五種。其中，國際標準是由國際性標準組織制定

及採行；區域標準由區域性標準組織制定及採行；國家標準由中央政府

標準機構制定及採行；團體標準由各行各業或專業團體制定及採行；公

司標準則由公司企業制定及採行。一般來說，各層級標準互動模式則如

圖 14 所示： 

 

 

 

 

 

 

 

 

 

 

 

圖14. 各層級標準互動示意 

 

由下而上的互動模式，意即先有公司或團體標準，其各層級互動模式如下： 

 由各相關公司標準選取共同部分做為團體標準。 

 由各相關團體標準選取共同部分做為國家標準。 

 由各相關國家標準選取共同部分做為區域或國際標準。 

由上而下的互動模式，意即先有國家標準，其各層級互動模式如下： 

 直接轉訂、翻譯或加入本國特有內容成為國家標準。 

 各團體依國家標準，加入團體特有內容成為團體標準。 

 各公司依國家標準或團體標準，加入公司特有內容成為公司標準。 

由下而上 

由上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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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實作上，如果已有相關國際標準或我國團體標準存在，而其

適用範圍、等級、條件及水準等均適合我國國情者，得據以制定為國家

標準，且得不經起草及徵求意見之程序。。但綜觀我國標準化運作現況，

目前除國內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主政並積極推展我國國家標準之標準化事

務外，我國產業標準(包括公司標準以及團體標準)的發展尚在起步階段，

尚未能發展出中間層級系統性運作產業標準所需之機制與 know-how。因

此，整個標準架構較缺乏中、下層(團體與公司標準)的支撐，相對上整個

體系顯得較不健全，故亟待加強團體階層與公司階層標準的建立，以強

化我國產業標準運作之體系。有鑑於此，我國經濟部標準檢局於去 2006

年遂提出我國之《國家標準發展策略白皮書》(詳見本章第四節之「我國

《國家標準發展策略白皮書》簡介」，該白皮書便強調我政府高層單位應

擴大與深化產業參與國內外標準化活動力度，掌握特定標準制定的主導

 事例：各層級標準互動實例 
 

由上而下案例： 

如我國依據ISO/IEC 17799〈資訊技術－資訊安全管理之作業要點〉制定

CNS 17799國家標準。另外，我國參考ISO 3166-1〈國家名稱代碼表示法〉，

並依國情修正部分內容，轉訂為CNS 12842國家標準。 

 

由下而上案例： 

如美國國家標準協會(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 ANSI)，常將其

國內的 機構或團體標準UL、ASTM、IEEE、ASME等轉訂為國家標準。

國際標準也經常在次層面標準中選用或發展。如ISO 9000系列標準的源

頭可溯自MIL-Q-9858A，然後發展為BS5750到ISO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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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鼓勵私部門參與標準化事務，使標準於技術研發、市場拓展、經貿

活動、環境保護、民生福祉等構面，扮演更積極主動的角色，發揮更大

之經濟效益。 

 

 

三、 正字標記簡介 

3.1 正字標記制度與目的 

正字標記驗證制度係我國為推行國家標準（CNS），自 1951 年起實施

的產品驗證制度。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為推行我國國家標準(CNS)需要，依

前述〈標準法〉第十、十一條規定，報經國家標準審查委員會審議後，

即公告選定國家標準項目，實施正字標記驗證制度。藉由正字標記，以

彰顯產品品質符合我國國家標準，且其生產製造工廠採用之品質管理系

統，亦符合標準檢驗局指定品管制度(目前為國家標準 CNS 12681 (ISO 

9001))之認可登錄。使生產廠商藉正字標記之信譽，爭取顧客信賴以拓展

市場。消費者亦可經由辨識正字標記簡易地購得合宜的優良產品，權益

因此獲得保障。國外也有類似之驗證標記，如日本 JIS 標記、德國的 DIN

標記、加拿大的 CSA 標記，英國的 BS 標記等。 

從目的來看，正字標記意欲彰顯產品品質符合我國國家標準，且其生

產製造工廠採行之品質管理，符合 ISO 9001 品質管理系統。在效益上，

對消費者而言，正字標記為品質保證、安全保證提供保障；對製造商而

言，正字標記協助其拓展市場、提高競爭力、建立商品信譽、建立有效

品管制度；對採購商而言，正字標記則提供採購與諮詢、確保採購信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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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正字標記辨識符號 

為利辨識，由我國國家標準(National Standards of the R.O.C)之英文簡

稱”CNS”及中文符號「○正 」組成，標示如圖 15。中文稱為「CNS 正字

標記」，英文則稱為”CNS Mark”。 

 

  

CNS 正字標記 CNS 正字標記標示法

圖15. 正字標記圖樣 

 

標示上係將正字標記圖式，連同證書字號，標示於正字標記產品之顯

著部位。證書字號並應標示於圖式正下方最近位置，二者形成一體之視

覺效果。產品上無法標示時，應在其包裝或容器上標示；其為散裝者，

應於送貨單上標示。 

 

3.3 正字標記申請程序與推行概況 

目前正字標記的推行概況則如圖 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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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正字標記推行現況 

資料來源：正字標記推廣宣導網站。 

 

正字標記驗證制度係自願採行性質，廠商自願實施工廠品質管理，並

依 CNS 規定生產製造其產品後，得申請正字標記。准予使用正字標記之

要件如下： 

 

 工廠品質管理系統經評鑑取得國家標準之認可登錄。 

 產品經檢驗符合國家標準。目前採行之產品檢驗，係於工廠抽樣

或市場購樣後，由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或其受託機關(構)、認可機

構，依 CNS 規定實施檢驗；必要時亦得於工廠實施監督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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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正字標記申請作業程序讀者可參看表 16： 

表16. 正字標記申請作業程序 

申請程序 內容 

選定適當分類之

正字標記品目及

申請之工廠別 

廠商申請正字標記時，應先就所生產製造之產品，查對

已公告之「正字標記品目」(由「正字標記」中「資料查

詢」項下之「正字標記品目資料查詢」項中查詢)，選定

適當分類之正字標記品目及工廠，並依下列規定提出申

請：(1)申請正字標記以產品適用正字標記品目者為對

象，並依生產製造工廠別提出申請。(2)每一產品限申請

一件正字標記；但該產品具有分類者，應就分類申請，

每一分類限申請一件。(3)同一工廠生產製造之不同產

品，應分別提出申請；同一公司不同工廠生產製造之同

一產品，應依工廠別分別提出申請。 

工廠品質管理申

請指定之品管制

度驗證 

廠商申請使用正字標記前，應先向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第

五組)或正字標記認可品質管理驗證機構申請指定品管

制度(如 CNS 12681(ISO 9001)品質管理系統)驗證，經評

鑑取得認可登錄。 

產品申請依國家

標準檢驗 

廠商於取得指定品管制度認可登錄後，依工廠廠址所在

地向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第六組)、轄區分局或受託機關

(構)、認可試驗室申請產品檢驗，於實施產品檢驗完成

取得合格報告書(產品檢驗紀錄表)後，提出申請使用正

字標記。 

備具申請文件提

出申請 

廠商申請正字標記時，應備具下列文件，交郵寄或親自

送件方式，向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第一組提出申請。應備

具下列文件包括(1)申請書：每件產品各一份，蓋妥公司

大小印章；(2)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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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一份，如為國外之廠商，其相關證明文件影本一份；

(3)工廠登記證影本或其他相當之證明文件影本一份，如

為國外之廠商，其相關證明文件影本一份；(4)廠商基本

資料(含組織系統表、簡要工廠場地佈置圖、主要產品製

程之簡要作業流程圖、廠商地點簡要相關位置或路線

圖、品質手冊等)；(5)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第五組、第六

組)、轄區分局、或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受託機關(構)、認

可品質管理驗證機構、認可試驗室核發仍在有效期限內

之品管驗證證書影本及申請前六個月內之產品檢驗合格

報告書(產品檢驗紀錄表)影本；(6)所提之各項文件，如

為外文者，應同時檢附中文譯本。 

文件審核及核發

證書 

在文件及技術審查工做上，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第一組收

到申請書等各項文件後，即進行相關文件之審核，並對

於該局(第五組、第六組)、轄區分局、受託機關(構)、認

可品質管理驗證機構、認可試驗室所核發之「品管驗證

證書」及「產品檢驗合格報告書」進行審查。在核發證

書工作上，經審查符合規定者，即准予使用正字標記，

核發正字標記證書，如欲申請加發證書英文譯本，須繳

納英文譯本費(每件新臺幣一千元)。 

資料來源：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根據上述作業程序，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依職權或廠商申請，經審查委

員會審議，選定國家標準項目，得公告為適合申請使用正字標記之產品

品目。而公告為正字標記產品品目之審查基準主要有二；其一，該產品

已制定有國家標準(CNS)者；其二，該產品符合有關條件(這包括與公共

利益有關之產品；已經由法規立法規範與公共安全、社會福利、環保、

人體健康有關之產品；經由獲准使用正字標記可提供消費者有關生產廠

商之可信賴度及維持品質能力認可證明者)，且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或經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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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認可之檢驗機構，具執行國家標準規定檢驗項目之設備與能力者。 

關於正字標記的管理方式，則如表 17 所述： 

 

表17. 正字標記管理 

管理項目 執行方式 

工廠品管追查 不定期實施工廠品管追查，每年至少應實施一

次。 

產品檢驗 不定期在市場採購樣品，或向廠商抽樣，實施產

品檢驗每年至少應實施一次。 

停止生產報備 生產製造工廠停止正字標記產品時，應於停止之

次日起三個月內，將其停止原因及期限，向經濟

部標準檢驗局報備。 

配合國家標準修訂改正 國家標準經修訂或廢止後適用其他國家標準

者，生產製造之廠商，於六個月內，依照修訂或

新適用之國家標準改正之。 

 

 

四、 我國《國家標準發展策略白皮書》簡介 

4.1 《國家標準發展策略白皮書》目的 

在 2006 年之前，我國在標準化工作上較缺乏針對標準化事務在策略

與政策層次進行相關前瞻性和宏觀性的研究，致使我國標準化活動無法

在調整經貿活動、實現技術擴散、促進產業升級、確保民生環保等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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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實質貢獻與支撐之力量，此對我國標準化長期發展而言，為亟待突

破與關注的問題。先進國家如美國、加拿大、英國、德國、法國、日本

等國，已於本世紀初，陸續公佈其國家之標準發展策略；與我國體質和

發展水平相仿的韓國和愛爾蘭，也已完成該國之標準總體方略和發展策

略；彼岸的中國大陸亦完成標準發展相關戰略。因之，我國經濟部標檢

局於 2006 年底遂提出我國之第一版《國家標準發展策略白皮書》，該白

皮書皮書旨在擘劃擴大與深化產業參與國內外標準化活動力度，掌握特

定標準制定的主導權，鼓勵私部門參與標準化事務，使標準於技術研發、

市場拓展、經貿活動、環境保護、民生福祉等構面，扮演更積極主動的

角色，發揮更大之經濟效益。 

 

 

4.2 《國家標準發展策略白皮書》架構 

綜觀《國家標準發展策略白皮書》第一版，其架構共分作前言　現況、

問題、契機　願景與使命　策略　總結五大主幹。重點而論，第貳章之

「現況、問題、契機」，內文係以“標準化/標準發展＂這個命題，對外部

的機會、威脅及內部的優勢與劣勢，進行 SWOT(Strength, Weakness, 

Opportunity & Threat)分析，據以定義國內現有待決課題，善用現有能量

與利基，以及釐清未來發展契機。其中標準體系待強化課題主要包括：

與國家總體發展方向契合度、跨部門整合協調、法律/法規演進與引用、

與市場貼近程度、產業採納實況、國際標準接軌、產業標準運作、國際

標準化活動參與、標準經濟效益分析、教育認知與行銷推廣、資訊通信

技術應用、資源與經費，共計十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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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第參章之「願景與使命」，內容係以應第貳章分析結果為基礎，以

五至十年為預想時間框架，在解決現況問題、滿足未來趨勢需求、因應

環境變遷的前提下，設定可實現之標準未來發展情境及其效益。策略白

皮書所設定之願景為「善用國際標準，成為全球最具競爭力的國家之

一」，該願景並引領包括「促進國際貿易」、「鞏固產業優勢」、「強化科技

發展」、「實現永續發展」四個價值主張。其中價值主張之「促進國際貿

易」重點包括：「參與國際市場」、「保障國家利益」、「強化雙多邊利益」

三者；價值主張之「鞏固產業優勢」重點包括：「提高產品與服務品質」、

「建立經濟秩序」、「優化資源配置與運用」三者；價值主張之「強化科

技發展」重點包括：「鼓勵技術創新」、「催化技術擴散」、「推動技術商業

化」；價值主張之「實現永續發展」重點包括：「保障民生安全」、「強化

環境保護」、「保護動植物健康」三者。 

 

 

4.3 《國家標準發展策略白皮書》策略目標與建議行動方案 

接續在第肆章之「策略」，內容根據第貳章的分析(定義現有問題等)，

加諸第參章設定的願景 (未來的情境)，透過發展策略(包括策略目標、行

動方案、實施方式、評估方式)的設定與鋪陳，說明從現況邁向未來的藍

圖。該章所擬定之七大策略目標與向下展開之二十八個建議行動方案則

如表 1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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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8. 國家標準發展策略目標與行動方案 

策略目標 行動方案 

一、標準內容市場化 1.研析我國利基產業市場情報；2.機動制定、修

訂、廢除標準；3.符合我國產業與科技政策；4.
開闢國外標準組織合作管道 

二、標準發展前瞻化 1.呼應我國科技發展重點；2.強化智財與標準接

軌機制；3.研析國際新興標準及法規發展趨勢 

三、標準體系有機化 1.發揮公司、團體、國家標準綜效；2.建立標準、

技術法規、符合性評鑑三位一體機制；3.適時增

修刪有關法規；4.提升體系管理效率與效益；5.
監測引用狀況；6.培植標準化事務智庫；7.開闢

多元財務來源 

四、標準影響生活化 1.結合新聞時事與標準常識；2.強化消費者保護

意識；3.舉辦適合公眾之教育廣宣活動；4.鼓勵

參與度低的團體 

五、標準知識專業化 1.籌設標準化事務經驗學習中心；2.規劃與執行

中長期培訓計畫；3.建立與國外教育訓練機構合

作關係；4.儲備專家顧問團 

六、標準效益可量化 1.建立量度標準經濟效益方法；2.長期量度與分

析標準經濟效益數據；3.與國外先進國家進行比

對分析 

七、標準事務資訊化 1.實體作業資訊化和網路化；2.建置相關資訊系

統或平台；3.營運與維護相關資訊系統或平台 

 

 

4.4 《國家標準發展策略白皮書》結論 

最末，第伍章「總結」重點則為在表 18 七大策略目標獲得充分的執

行與實踐的前提下，其化約效益展現的是願景及其四大價值主張得以實

現所需的三大支柱：其一，「國家標準體系」支柱係指國家標準側重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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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主張中的「保障民生安全」、「強化環境保護」、「保護動植物健康」、

「保障國家利益」、「建立經濟秩序」五者，除持續檢視我國現有一萬四

千多個國家標準與國際標準接軌以及調和之實況，以為調整國家標準發

展重點(制定、修訂、廢止)以及資源配置之依據外；長期而言，使國家標

準的範疇鎖定在政府公權力的展現；其次，「產業標準體系」支柱旨在建

立產業標準發展所需能量，體現願景價值主張中的「參與國際市場」、「強

化雙多邊利益」、「提高產品與服務品質」、「優化資源配置與運用」、「推

動技術商業化」五者，使我國標準化體中待強化的產業標準發展機制，

能獲得更具體的政策性支持與更多的資源挹注，並使產業/企業智慧財產

權佈局和標準化事務良性接軌與互利協作機制的實現；最後，「教育推廣

體系」支柱則為實現願景價值主張之「鼓勵技術創新」、「催化技術擴散」

二者，不但使標準化事務相關的知識與經驗得以創造、積累與擴散，更

進一步利用標準化事務相關的知識，促發創新知識與新興技術的演化與

傳播，並使「國家標準體系」以及「產業標準體系」兩大支柱理念的實

現，得以從常識與知識的提升，獲得根本且紮實的支撐。綜整上述，我

國家標準發展策略框架，如下頁圖 17 所示： 

 

 

 

 

 

 



96 國家標準發展策略研究計畫 
基礎標準化導論 

B-2- 124 
本報告未經同意請勿擅自影印與散佈，以免侵犯智慧財產權。 

 

 

 

 

 

 

 

 

 

 

 

 

圖17. 我國標準發展策略框架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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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參章  國外標準發展組織簡介 

 

本章概要 

呼應本篇第一章第一節所介紹的「標準的層級與互動模

式」，本章分從「國際標準組織」、「區域標準組織」、「國

家標準發展組織」、「團體(協會)標準發展組織」四節，

介紹在不同層級的國外標準化組織的運作概況，期能協

助讀者進一步建立標準化事務的國際觀，並與國內的標

準化體系作一比較。 

 

一、 國際標準組織 

1.1 國際標準組織(ISO) 

國際標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為

現今國際標準化領域中最重要的國際組織。 

 

 

 

 

 

 

 

觀念提示 
 

令人玩味的是，從國際標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其英文全名來看，其字頭語並非＂ISO＂

而應是＂IOS＂，其原因在於＂ISO＂源於希臘語，其意義為

「相等」或「類似」之意，英語中一些以iso為字首的字，譬

如＂isometric＂(意思是等量的、等體積的、等尺寸

的)、＂isothermal＂(意思是等溫線)等，皆有相等的概念。因

之，從「相等」到「標準」內涵上的聯想和關聯，使＂ISO＂

成為該組織的縮寫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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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而論，國際標準化活動最早開始於電機領域，在 1906 年成立了世界

上 最 早 的 國 際 標 準 化 機 構 — 「 國 際 電 工 委 員 會 (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 IEC)」，其它非電機的技術領域工作，則由

成立於 1926年的「國家標準化協會國際聯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he 

National Standardizing Associations, ISA)」負責。ISA 重點在於機械工程

方面，但其工作在 1942 年終止。1946 年來自 25 個國家的代表在倫敦召

開會議，決定發起成立一個新的國際組織，其目的是促進國際間的合作

和各領域標準的統一。是以 ISO 於 1947 年 2 月 23 日正式成立，其總部

則設在瑞士的日內瓦。ISO 於 1951 年發佈了第一個標準—工業長度測量

用標準參考溫度。 

從組織架構來看，ISO 組織機構包括全體大會(General Assembly)，由

主要官員(Principal Officer)、會員單位(Member Body)代表、通信會員

(Correspondent Member)代表、捐助會員(Subscriber Member)代表構成理事

會(Council)，2006 年的 18 個理事會成員包括：法國國家標準單位

AFNOR、美國國家標準單位 ANSI、英國國家標準單位 BSI、印尼國家標

準單位 BSN、德國國家標準單位 DIN、烏克蘭國家標準單位 DSSU、俄

羅斯國家標準單位 GOST-R、阿根廷國家標準單位 IRAM、伊朗國家標準

單位 ISIRI、冰島國家標準單位 IST、日本國家標準單位 JISC、約旦國家

標準單位 JISM、韓國國家標準單位 KATS、奧地利國家標準單位 ON、加

拿大國家標準單位 SCC、斯洛維尼亞國家標準單位 SIST、瑞士國家標準

單位 SNV、義大利國家標準單位 UNI。 

政策發展委員會(Policy development committees)，由符合性評鑑委員會

(Committee on Conformity Assessment, CASCO)、消費者政策委員會

(Committee on consumer policy, COPOLCO)、開發中國家事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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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tee on developing county matter, DEVCO)組成；理事會常設委員會

(Council Standing Committee)，包括策略和財務常設委員會、特別諮詢組

(Ad Hoc Advisory Group)、ISO 中央秘書處(ISO Central Secretariat)、技術

管理理事會(Technical Management Board)、參考文件委員會(Committee on 

reference materials, REMCO)、技術諮詢組(Technical advisory group)，以及

技術委員會(Technical committee, TC)等。ISO 組織架構如圖 18 所示： 

 

 

 
 
 

圖18. ISO 組織架構示意圖 

 

在功能上，全體大會由官員和各會員單位指定的代表組成，通信會員

和捐助會員可以觀察員身份參加全體大會。全體大會會議原則上每年舉

行一次，其議事內容包括 ISO 年度報告、ISO 有關財政和策略規劃，以

及中央秘書處的財政狀況報告等。理事會主要由官員和 18 個選舉出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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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單位組成，負責 ISO 的日常運行。理事會任命財務長、12 個技術管理

理事會的成員、政策發展委員會的主席，以及決定中央秘書處每年的預

算。政策發展委員會是全體大會的顧問委員會，其中合格評鑑委員主要

制定產品驗證、質量體系驗證、實驗室認證，以及審核員註冊等方面的

準則；消費者政策委員會，主要制定指導消費者利用標準保護自身利益

的指引；開發中國家事務委員會，專責幫助開發中國家工作的機構，除

管理 ISO 發展計畫外，並提供經費和專家，幫助開發中國家推動標準化

工作。中央秘書處是 ISO 所有組織機構的秘書處。有關技術委員會部分，

ISO 技術工作是高度分散的，由 193 個技術委員會構成。管理一個技術委

員會的主要責任由一個 ISO 會員單位（諸如 AFNOR, ANSI, BSI, CSBTS, 

DIN 等）擔任，該會員單位負責日常秘書工作，並指定一至二人具體負

責技術和管理工作，委員會主席協助成員達成一致意見。視情況和需要，

技術管理理事會將成立技術諮詢組，致力開展有關工作，提供部門或部

門間的協調，以及整體政策和後端有關支援。每個會員單位都可參加它

所感興趣課題的委員會。與 ISO 有聯繫的國際組織、政府或非政府組織

都可參與工作。至於技術管理理事會則負責向理事會提交有關 ISO 的組

織協調、策略、政策，以及技術工作的報告和建議等工作。特別諮詢組

主要任務是宣傳 ISO 的宗旨和目標。ISO 主席可以在理事會的批准下，

邀請致力於國際標準化的組織領導人，擔任 ISO 的對外執行領導，由他

們來組成這個諮詢組。參考文件委員會主要負責為參考文件提供相關的

定義、分類、分級等工作。至於常務委員會主要分作財政和策略兩類，

財政常務委員會主要負責為司庫提供財政上的顧問，為理事會和秘書長

關於 ISO 所提供的服務價值評估等問題提供建議。理事會常設委員會主

要負責向理事會提出恰當的政策和策略事項，並提出相關意見，準備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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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策略施行計畫，每五年修訂一次《ISO 策略性計畫》等工作。 

至 2006 年底止，ISO 共計有 158 個會員，包括 103 個會員單位，46 個

通信會員，以及 9 個捐助會員；3,041 個技術單位，包括 193 個技術委

員會(Technical Committee, TC)，540 個次級委員會(Subcommittee, SC)，

2,244 個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 WG)，以及 64 個特別研究小組(Ad hoc 

study group)；在員工數方面，來自 37 個會員單位約莫 500 位的全職員工

負責技術委員會和次級委員會的技術性秘書工作，並有來自23個國家153

位全職員工負責中央秘書處的工作；在年度預算方面，2006 年為一億兩

仟萬瑞士法郎(60%來自會費，其餘來自出版品和相關服務，其中的三仟

萬瑞士法朗用於中央秘書處的運作)。 

至 2006 年底止，ISO 共計發展 16,455 個標準(其中 8.7%屬一般、基

礎建設和科學相關標準；4.1%屬醫療、安全和環境相關標準；27.0%屬工

程技術相關標準；15.8%屬電子、資訊和通信相關標準；10.9%屬運輸和

物流相關標準；6.0%屬農業和食品技術相關標準；24.7%屬材料技術相關

標準；2.0%屬營造相關標準；0.8%屬特殊技術相關標準)和標準類型文件

(英、法文之文件總數達 620,768 頁)。這一萬六千多個國際標準在商業、

政府、社會等面向，為經貿、社會、環保活動提供相關服務。這些國際

標準除代表國際間對技術發展水平所達成的共識外，亦是技術知識重要

的來源和依據，這點意義對開發中國家而言尤其重要。國際標準透過要

求國際市場對產品和服務於質和量需具相當水平，除有助於產品與服務

於國際市場的流通和交易外，國際標準也為已開發和開發中國家提供了

一項基本原則：亦即，當已開發和開發中國家在投資其有限資源時，可

以根據國際標準做出理性並正確的決定，從而避免投資失誤或降低其損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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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標準是由 ISO TC 或 SC 共同發展，期程序如表 19 所示： 

 

表19. ISO 組織標準制定程序 

制定程序 內容說明 

程序 1: 提案階段

(Proposal stage) 

新工作項目提案(New Work Item Proposal, NP)將會提送給

相關的技術委員會(TC)或子委員會(SC)進行討論。當經

過具投票權的主要官員的簡易多數贊成，且至少有 5 個

主要官員願意參加此項工作，該提案方可列入工作計畫。

程序 2: 籌備階段

(Preparatory stage) 

此時，工作小組(WG)將會發展工作草稿(Working Draft, 

WD)，並呈報給主管的委員會，進行後續工作與討論階

段。 

程序 3: 委員會階段

(Committee stage) 

委員會草稿(Committee Draft, CD)完成後將提交中央秘書

處(ISO Central Secretariat)進行登記，並同時提交至 TC 或

SC 成員進行徵求意見，如果 2/3 多數的成員團體投贊成

票即可提升為國際標準草稿(Draft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DIS)。 

程序 4: 詢問階段

(Enquiry stage) 

DIS 將提供給所有的會員進行為期 5 個月的投票和提供

建議。如果通過 TC/SC 的 2/3 多數同意，且反對票不超

過投票總數的 1/4，則可成為國際標準最終草稿(Final 

Draft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FDIS)，由中央秘書處登記並

進行發送。 

程序 5: 批准階段

(Approval stage) 

ISO 中央秘書處將 FDIS 發送給所有成員國，進行為期 2

個月的投票。如果獲得 TC 或 SC 的 2/3 多數贊成，且反

對票不超過投票總數的 1/4，則 FDIS 則可通過。若 FDIS

沒有通過，須將文件退回有關的 TC/SC，根據反對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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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技術理由重新考慮。 

程序 6: 出版階段

(Publication stage) 

一旦國際標準最終草稿(FDIS)被批准，中心秘書處須在 2

個月內更正 TC/SC 秘書處指出的任何錯誤，並印刷和分

發成為國際標準(IS)。 

 

概括而論，鑑於資通信以及廣播的發展，1994 年 ISO 以及下面將介

紹的 ITU 與 IEC 經過協調，發表共同聲明：由 IEC 負責電機及電子方面

之標準，ITU 負責電氣通信與無線電通信標準，ISO 負責 IEC 及 ITU 以

外領域之標準。至於資訊方面由 ISO 及 IEC 共同成立聯合技術委員會

(Joint Technical Committee 1, JTC-1)負責。除 ISO, ITU, IEC 三大國際標準

組織外，目前業經 ISO 和 IEC 認定的其他國際標準機構共有 48 個2。 

關於 ISO 的詳細和最新資訊，讀者可參考 ISO 官方網站網址：

<http://www.iso.org/iso/home.htm>。 

 

                                                 
 
2 BIPM (Bureau international des poids et measures), BISFA( International Bureau for the Standardization of Man-made 
Fibres), CCSDS(Consultative Committee for Space Data Systems), CIB(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in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CIE(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llumination), CIMAC(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Combustion 
engines), CODEX(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CORESTA(Cooperation Centre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Relative to 
Tobacco), FDI(World Dental Federation), FIATA(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Freight Forwarders Associations), 
fib(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Structural Concrete), FSC(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 IAEA(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ATA(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 ICAO(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ICC(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ere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CDO(International Civil Defence Organisation), ICID(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ICRP(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Radiological Protection), ICRU(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Radiation Units and Measurements), ICUMSA(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Uniform Methods of Sugars 
Analysis), IDF(International Dairy Federation), IETF(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 IFLA(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 IFOAM(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Organic Agriculture Movements), 
IGU(International Gas Union), IIR(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Refrigeration), IIW(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Welding), 
ILO(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IMO(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OOC(International Olive Oil Council), 
ISTA(International Seed Testing Association), IULTCS(International Union of Leather Technologists and Chemists Societies), 
IUPAC(International Union of Pure and Applied Chemistry), IWTO(International Wool Textile Organization), 
OIE(International Office of Epizootics), OIML(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Legal Metrology), OIV(International Vine and 
Wine Office), OTIF(Inter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arriage by Rail), RILEM(International Union of 
Laboratories and Experts in Construction Materials, Systems and Structures), UIC(International Union of Railways), 
UN/CEFACT(Centre for the Facilitation of Procedures and Practices for Administration, Commerce and Transport), 
UNESCO(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PU(Universal Postal Union), WCO(World 
Customs Organization), WHO(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WIPO(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sation), and 
WMO(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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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國際通信聯盟(ITU) 

國際通信聯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的成立和

發展，和電信科技的發展如影隨形。1844 年 5 月 24 日，摩斯電碼在華盛

頓和巴爾的摩兩地之間的一條電報線路上，以相當簡單的方式傳送了第

一個公開資訊之後，便正式開始了電信通訊的時代。在幾年以後，電信

技術便逐漸發展成為具有實用價的一般性公眾服務。然而，因為每個國

家都可能使用不同的電信系統，所以必須在國境上先行進行翻譯工作，

待翻譯完成之後，再傳送到接收國。因為上述作法相當不方便，也影響

傳送效率，於是許多國家決定建立對自己國家通信網路發展比較有利的

模式，來進行相互連接的工作。這個工作開始進行的時候，也並不是所

有的國家都是使用同一套系統，不過，為了簡化程序，到了 1864 年時，

有一些國家已經出現了統一的規定。隨著電話電報網路快速擴張的結

果，有愈來愈多的國家遭遇到相同的問題，於是，在 1865 年 5 月 17 日，

歐洲 20 個國家在巴黎簽署了第一個國際電信協定，建立國際電報聯盟

(International Telegraph Union)這個組織，一直到現在為止，國際通信聯盟

的主要組織架構，基本上保持不變。 

國際通信聯盟的前身在 1885 年開始草擬國際電信技術的相關規範。

再者，由於 1896 年無線電技術發明此一進展，因此，國際通信聯盟的前

身在 1903 年召集了一個無線電初步會議，討論電報通信的研究和國際規

則等相關問題。1906 年在柏林召開的第一屆國際無線電電報研討會上，

簽署了第一個國際無線電電報協定，同時針對此一規定附帶通過了規範

無線電信技術的第一個規則。這些規則在經過多次會議的修訂之後，就

演變成吾人所熟知的無線電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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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年時，國際通信聯盟在華盛頓特區成立國際無線電諮詢委員會

(International Radio Consultative Committee, CCIR)，和國際電話諮詢委員

會(International Telephone Consultative Committee, CCIF)與國際電報諮詢

委員會(International Telegraph Consultative Committee, CCIT)兩者共同協

調通信技術的研究事宜，並且測試和量測各種不同領域的電信通訊技

術，以便達成國際共通的標準。同時，國際無線電電報研討會也被賦予

在無線電服務方面提供多樣性服務，並確保運作效率的任務。在 1932 年

所舉行的馬德里會議中，則決定結合 1865 年的國際電報規範和 1906 年

的國際無線電報規範，共同形成國際電訊規範，同時也決定正式將名稱

改變為國際通信聯盟。 

1947 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國際通信聯盟在大西洋城召開會議，

目的在於籌劃戰後的電訊發展事宜，以及討論如何使國際通信聯盟往現

代化方向發展的問題。在新的聯合國國際協議當中, 國際通信聯盟也正式

成為聯合國所屬的國際組織，並且在 1948 年將總部從伯恩遷移到日內

瓦。同時，國際頻率註冊委員會(IFRB) 也因而建立，以協同管理無線電

頻譜為主要任務。在 1956 年時，CCIT 和 CCIF 兩者則進一步合併成為

國際電話電報諮詢委員會。 

接著，人造衛星時代來臨。1959 年時，CCIR 在日內瓦召開的會議中，

進行頻率的分配，爾後的會議更進一步針對無線電頻譜的使用規則和衛

星軌道聯繫結合的問題做更進一步的規範。在 1992 年時，首度針對衛星

(GMPCS)之全球個人通信制定規範，同時也針對 IMT - 2000 確定頻譜。

此一由國際通信聯盟所發展的下一代行動電話全球標準，在無線高速裝

置提供技術基礎時，在使用上將是非常重要的協調機制。在 1989 年時，

國際通信聯盟於法國尼斯召開大會之後，成立了電信發展局(Bureau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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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Telecommunication, BDT)，旨在加強改善發展中國家和地

區的通信狀況。該次尼斯大會對於國際通信聯盟的結構、運作和任務執

行方法都產生了相當重大的影響，使國際通信聯盟的資源得以重新調

整。在該次會議中，國際通信聯盟做成了對開發中國家的技術援助，應

該被放在和其標準化和頻譜管理的傳統任務同等重要的地位來看待的結

論。 

為了實踐上述結論，在全世界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改善通信建設，便

成了勢在必行的工作，同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和世界電訊市場自由化

的潮流下，該次會議在針對國際通信聯盟的架構、運作、任務執行方法

和資源分配模式做了重新審查和評價，而且也促成了國際通信聯盟的組

織重整。由於組織重整的緣故，國際通信聯盟之下的部門目前分成包括

三個主要領域的架構方式—電信標準化  (ITU-Telecommunication 

Standardization Sector, ITU - T)、無線電通信 (ITU-Telecommunication 

Radiocommunication Sector, ITU- R)以及電信發展(ITU-Telecommunication 

Development Sector, ITU-D )等三個領域。 

就規範層面而言，國際通信聯盟成立的目的，主要是規定在 1992 年

在日內瓦所訂定的國際通信聯盟憲章(ITU Constitution)當中，雖然該法源

依據在嗣後的幾次會議中迭有修正，然而，無論如何，國際通信聯盟則

是扮演提供會議和論壇的角色，使國際通信聯盟的成員可以在技術領

域、發展領域或者電訊政策等各方面互相切磋，共同促進電信建設，以

及和合理使用各種電信措施。在國際通信聯盟當中，每個領域的部門都

有自己的管理組織，透過各部門的管理組織，執行該部門的活動和策略，

達成該部門所設定的任務目標。如前所述，國際通信聯盟目前共區分為

無線通信部門 (ITU-R)、電信標準化部門 (ITU-T)和電信發展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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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D)，每一個部門也各有其策略方針和目標： 

 

 無線通信部門(ITU-R) - 根據1992年日內瓦會議所制定的協議和

章程，國際通信聯盟無線通信部門主要任務在於是確保所有無線

通訊業者，包括使用衛星通信系統的業者，能夠以合理適當有效

率且符合經濟效益的方式使用無線電頻譜。同時，此一部門也從

事和無線電通訊相關的研究並提出建議。 

 電信標準化部門(ITU-T) - 根據 1992年日內瓦會議所制定的協議

和章程，國際通信聯盟電信標準部門的任務是著重於電信技術標

準的層面，此一部門藉由研究技術標準、技術標準的運作和關稅

問題，以及採取相關建議的方式，規劃國際通信聯盟的電信標準

化事宜。 

 電信發展部門(ITU-D) - 根據 1992 年日內瓦會議所制定的協議

和章程，ITU 電信發展部門的任務包括促使國際通信聯盟成為聯

合國下轄的專業機構，並且在聯合國的發展體制下負責執行各種

有關計畫。同時，電信發展部門也致力於推動技術合作和援助活

動，以提升電信之發展，或者促使電信活動易於發展。 

 

在通信技術日新月異的發展歷程裡，國際通信聯盟近些年來在電信標

準制定方面表現出決策緩慢的現象。目前的熱門電信技術如 GSM、IP 和

3G 等，都未曾自國際通信聯盟獲得應有的支持。同時，在數位行動通信

技術剛開始興起時，國際通信聯盟遲遲未能制定統一的標準，結果是歐

洲電信標準協會(ETSI)自行確定統一的 GSM 標準，才使得該技術在全球

得以風行。同樣地，網際網路技術當時開始發展時，國際通信聯盟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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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出不屑和輕視的態度，認為網際網路通訊協定不應列入電信技術的範

疇。嚴格來說，時至今日國際通信聯盟可以說還一直處在網際網路的主

流發展之外，對於網際網路這項早已被全球所接受的通訊技術，國際通

信聯盟只能算得上是一個過於謹慎的觀望者。再者，以第三代行動電話

的技術標準來說，由於國際通信聯盟並未及時制定出 3G 標準，而且在產

業經營方面也未提出具有指導性意義的建議，所以不但電信相關產業的

廠商多所抱怨，不少國家在 3G 執照拍賣方面也讓許多電信公司嘗盡苦

果，甚至，3G 標準遲遲無法統一的結果，又使得商用服務的拓展遭遇了

巨大的障礙，在上述重重問題下，也就開始讓不少人開始對國際通信聯

盟的決策品質是否還足當是電信通訊界龍頭，產生了疑問。 

關於 ITU 的詳細和最新資訊，讀者可參考 ITU 官方網站網址：

<http://www.itu.int/net/home/index.aspx>。 

 

 

1.3 國際電工委員會(IEC) 

國際電工委員會(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 IEC)於

1906 年在英國倫敦正式成立，已經有超過百年歷史，是世界上最早的國

際性電工標準化機構，初期總部位於倫敦，在 1948 年時，才將總部遷至

目前的日內瓦。1947 年國際標準組織(ISO)成立後，IEC 便與 ISO 合作，

根據 1976 年 ISO 與 IEC 的協議，將電工、電子領域之國際標準化工作，

規劃由 IEC 負責，其他領域的國際標準化工作，則由 ISO 負責，二者皆

保持行政與財務上的獨立性。IEC 是目前在電子、電機相關領域之國際標

準發展，居領導地位的國際性標準發展組織，其領域範圍包含電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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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磁、電聲、多媒體、電訊、能源製造與傳送、及相關的一般性原則。IEC

的組織目標分述如下： 

 

 有效率地符合全球性市場之需求。 

 確保其標準與符合性評鑑制度在全球之廣泛使用。 

 評估與改進其標準所涵蓋的產品和服務之品質。 

 創造複雜系統可相互操作的環境。 

 提高產業操作過程之效率。 

 對提升人類健康與安全有貢獻。 

 對環境保護有貢獻。 

 

IEC 的最高權力單位是委員會(Council)，是由成員國的國家委員會組

成，每個國家僅能有一個機構代表其參與會員，目前有 67 個國家委員會

代表。委員會會議一年一次，稱為 IEC 年會，輪流在各個成員國召開。 IEC

另外還有管理、執行、顧問單位、及官員等單位。IEC 主要官員有主席、

副主席、財務長、秘書長等。IEC 之組織架構如圖 1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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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 IEC 組織架構 

 

IEC 的標準發展工作，主要由技術委員會(TC)、次技術委員會(SC)進

行，截至 2006 年 11 月底止，IEC 有 169 個 TC 與 SC，以及多達 505 個

WG，並擁有 4,941 項國際標準、160 項技術規格(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296 項技術報告(technical reports)、及 57 項 IEC-PAS。IEC 的多邊符合性

評鑑制度，不論在概念或執行皆是全球性層面的。其目的在降低不同國

家的驗證基準所造成的貿易障礙，同時削減多重的試驗所造成的時程延

遲與成本。IEC 有三項多邊符合性評鑑系統，分述如下： 

 

 IECEE 系統(Worldwide System for Conformity Testing and Certification 

of Electrical Equipment)－電氣、電子設備的驗證系統，底下又包含 CB 

Scheme 和 CB-FCS。CB Scheme 是基於相互承認協議的原則而發展，

即製造商若獲得國家驗證單位 (NCB)的 CB 驗證許可 (CB test 

certificates)，便可依此向其他會員國家申請驗證標章。CB-FCS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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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S＂代表“Full Certification Scheme＂。 

 IECQ 系統－電子零組件的品質驗證系統。範圍包含：電子零組件及

相關材料與製程、製造商與通路商、專業承包商、及實驗室單位。主

要依據 ISO 9001 或 ISO/IEC 17025 之規範。 

 IECEx 系統－電氣設備於易爆炸環境的驗證系統。IECEx 驗證主要是

讓電氣設備的製造商，將可能使用於易爆炸環境的電氣設備，通過

IECEx 驗證之後，能銷售至全球。 

 

關於 IEC 的詳細和最新資訊，讀者可參考 IEC 官方網站網址：

<http://www.iec.ch/>。 

 

 

二、 區域標準組織 

2.1 歐洲標準化委員會(CEN) 

歐洲是傳統強國輩出和工業化發展最早的的區域，但在歷經兩次世界

大戰後，歐洲國家便逐漸失去其於國際舞台的關鍵性和重要性的地位，

在某些領域的領導地位多被美國及日本取代。是以，歐洲國家多意識到

各國各自為政，以及有限的國內市場，將使任何單一個歐洲國家都無法

同美國和日本單打獨鬥。為突破此一局面，增進歐洲國家的競爭力，歐

洲諸國採納了有別於美國所採用的自由資本主義的路線，而走向所謂的

福利資本主義道路，採納區域統合的發展方向。透過成立歐盟(European 

Union, EU)，打破歐洲國家之間的藩籬，尋求經濟乃至政治上的整體性，

構築一個共同市場，整備其與美國和日本競爭之基礎。進言之，歐盟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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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的角色，對內打破歐洲國家之間的貿易壁壘，對外制定一統的貿易政

策，構築歐洲的統一市場。欲達此一目的，多需仰賴制定歐盟指令

(Directive)，而許多重要指令都具有強制性，歐盟成員必須遵守。 

在上述的背景環境氛圍中，制定歐盟標準就是歐盟用來統一歐洲市

場，促進區域貿易，提高歐洲競爭力的一個重要政策措施。其中主管歐

洲 標 準 的 組 織 首 推 歐 洲 標 準 化 委 員 會 (Comite European de 

Normalisation/European Committee for Normalisation, CEN)，CEN 係於

1961 年成立，其會員主要來自歐盟及歐洲自由貿易協會(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 EFTA)的成員，其成立目的旨在促進會員國之間的標準

化合作，制定歐洲地區需要的歐洲標準(Europe Norma, EN)。藉由鼓吹自

願性的標準，推動自由貿易、保障就業人口、消費者安全、環境保護、

網絡互通、政府採購等事務。在屬性上，CEN 的標準化範疇與國際標準

組織 ISO 等價。CEN 會員國包括：奧地利、比利時、塞普勒斯、捷克、

丹麥、愛沙尼亞、芬蘭、法國、德國、希臘、匈牙利、冰島、愛爾蘭、

義大利、拉脫維亞、立陶宛、盧森堡、馬爾他、荷蘭、挪威、波蘭、葡

萄牙、羅馬尼亞、斯洛伐克、斯洛維尼亞共和國、西班牙、瑞典、瑞士

和英國。CEN 於 1970 年開始實行符合 EN 標準的符合性評鑑制度，驗證

工作主要由歐洲認證委員會 CENCER 負責，驗證合格的產品並發給驗證

標記。CEN 主要由上述 29 個會員國、8 個準會員(Associate)、2 個參事

(Counsellor)，以及位於布魯塞爾的 CEN 管理中心所構成。 

2004 年 10 月 18 日，歐盟執行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 EC)公佈

「歐盟標準化在歐盟政策及法規範架構中所扮演之角色(Communication 

on “the role of European standardisation in the framework of European 

policies and legislation” of 18 October 2004)」，向部長理事會(Counci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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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an union)及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提出歐盟標準化政策暨

建議案。為改進歐盟標準化制度，EC 針對該建議案明定之具體行動綱領

包括：實踐里斯本策略；持續以歐盟標準化作為歐盟法規及政策之工具；

改善歐盟標準化暨標準化機構之效率；一致性及能見度(包括相關利害關

係個體/團體之有效參與，以及歐盟標準化機構之財務能力)；歐盟標準化

與全球化之挑戰等。 

歐盟部長理事會之後於同年 12 月 21、22 日通過「歐盟標準化結論 

(Conclusions on European standardisatoin)」，促請 EC 與各會員及歐洲標準

化機構加強合作並擬訂「行動計畫(action plan)」，以期落實執委會前提之

歐盟標準化之建議案。部長理事會復規定執委會與相關利害關係個體/群

體等，應監督「行動計畫」之執行，並於適當時機提出「行動計畫」相

關執行報告。 

歐盟執行委員會在 EFTA、歐洲標準化組織、國家標準單位、各會員

國，以及相關利害關係個體/團體等組織機構之配合下，訂定「歐盟標準

化行動計畫(The Action Plan for European Standardisation) 」，於 2005 年 10

月 14 日在企業總署所舉辦之「2005 年世界標準日：標準化國際合作(World 

Standards Day 2005：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Standardisation）」研討會

上，向來自不同組織，包括產業界、消費者保護協會、標準單位、公共

行政部門等 200 多位之與會代表，正式宣布未來四年之「新歐盟標準化

行動計畫(The New Action Plan for European Standardisation）」。 

關於 CEN 的詳細和最新資訊，讀者可參考 CEN 官方網站網址：

<http://www.cen.eu/cenorm/home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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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標準與符合性次級委員會(APEC/SCSC) 

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轄下的

「標準及符合性次級委員會(Subcommittee on Standards and Conformance, 

SCSC)」主要的職能之一是促進會員體標準的國際化，以及相互合作建立

技術基礎架構(technical infrastructure)，一步步達成區域內各項強制性及

自願性產品驗證的相互承認。易言之，SCSC 旨在降低因標準不同而為貿

易與投資所帶來的負面影響、透過各式活動鼓勵會員體將國家標準與國

際標準調和，以協助 APEC 發展開放性區域主義與市場導向之經濟互賴。

此外，更希冀藉由調和標準改善生產與國際貿易的效率、減少成本與促

進區域生產網絡更進一步的整合。 

關於 APEC/SCSC 的詳細和最新資訊，讀者可參考 APEC/SCSC 官方

網站網址：

<http://www.apec.org/apec/apec_groups/committees/committee_on_trade/sub

-committee_on_standards.html>。 

 

 

三、 國家標準發展組織 

3.1 美國國家標準協會(ANSI) 

美國國家標準協會(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 ANSI)設立

於美國華盛頓，分公司位置於紐約，全公司人數約為 1,000 人，其歷史背

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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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6 年，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向民間多個組織提出美國應建立

一個全國性標準協會，以協調技術標準的制定，並共享標準發展相關

資訊。 

 1918 年 10 月 19 日，由美國機械工程師協會(ASME)、美國礦業與冶

金工程師協會(ASMME)、美國材料試驗協會(ASTM)、美國電氣工程

師協會(AIEE)、美國土木工程師協會(ASCE)等組織共同成立美國工程

標準委員會(American Engineering Standards Committee, AESC)。同時

美國政府的商務部、陸軍部、海軍部亦參與此規劃工作。 

 1966 年 8 月，改名為美利堅合眾國標準學會(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tandards Institute, USASI)。 

 1969 年 10 月 6 日，再度改名為 ANSI。 

 

ANSI 是一個民間的非營利標準化機構，其設立目標在於提升美國企

業的全球競爭力，並藉由統一規範、完善評定、內部整合用以提升全民

生活品質。其組織架構則如圖 2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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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 ANSI 組織架構 

ANSI 下設四個委員會，分別為學術委員會、董事會、成員議會、秘

書處。各單位的組成如下所述： 

 學術委員會：執行標準會議、國際技術委員會、專利組、標準和資料

業務委員會、授權委員會、美國國家委員會等。 

 董事會：執行委員會、財政委員會、董事會和合格評定委員會、國際

委員會和國家出版委員會組成。 

 成員議會：包括公司成員議會、政府成員議會、組織成員議會和消費

者權益議會。 

 秘書處：由高級主管、標準出版處和管理執行處所組成。 

 

關於 ANSI 的詳細和最新資訊，讀者可參考 ANSI 官方網站網址：

<http://www.ans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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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德國標準協會(DIN) 

德國標準組織（Deutsches Institut für Normung, DIN）成立於 1918 年，

總部設在德國柏林市，1975 年得到德國政府的認可成為國家正式標準機

構，代表德國出席歐洲與國際標準相關組織與會議。DIN 透過舉辦系列

研討會，讓製造商、消費團體、交易商、服務產業、科技人援、政府等

任何對於標準有興趣者均能參與標準討論與制定程序，並透過共識來形

成德國標準。DIN 透過標準化的過程來服務德國社會，對於德國經濟、

產業、廠商提供貢獻。DIN 的標準除了改進產業、科技、政府與公眾的

溝通外，更在於促進合理化、品質保證、安全以及環境保護。DIN 透過

來自約四千個組織，二萬六千位外部專家的協助來推動標準化工作。標

準草案確立後，透過公開方式，接受各界意見與討論來完成最後定版。

每五年針對發表之標準進行必要的檢視。 

2005年DIN發佈或修正的標準有 2484項，截至 2005年，DIN有 29583

項標準（其中，德國標準有 5674 項，歐洲或國際標準有 16034 項。刪除

348 項不適用之標準）。DIN 在 2005 年有 3170 委員會，外部專家有 26278

名。該年度進行了 4171 次會議。DIN 目前有 1671 個會員，整年度預算

有五千七百萬歐元，共有 372 名員工，分支機構（2005 年收入為伍千九

百萬歐元）員工有 201 名（十年前，DIN 與其分支機構員工數是 1919 名）。

收入中，52%是 DIN 自有（版權費約有一千四百五十萬歐元），24%來自

於企業委託計畫（平均每一企業標準計畫經費為四千多歐元），16%來自

政府委託計畫（平均每一政府委託標準計畫經費為三千歐元），8%來自會

費。DIN 參與的國際標準組織主要有：ISO、IEC、CEN 以及 CENEL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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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 分支機構有： 

 

 Beuth：主要業務在於出版標準相關資訊。目前員工數為 146 名，

收入為四千四百六十萬歐元，超過二十八萬項目，二千二百本書

籍，客戶數更達九萬九千九百八十三個，每工作天的訂購數為一

千一百一十一項。 

 DINSoftware：成立於 1988 年。截止 2005 年為止，擁有 353,554

項國家與國際標準，比 2004 年增加超過五萬項（主要是由於增

加了西班牙標準）。目前員工數為 25 名。 

 DINITS：提供 DIN 的 IT 服務（含 Beuth 與 DINSoftware），目前

員工數是 30 名。 

 DINCERTCO：該機構於 2005 年 1 月，TUV Rheinland Product 

Safety GmbH 從 DIN 拿下此機構百分之八十股份 M 因此經營權

已轉移到 TUV Rheinland，此機構主要業務為驗證。同時，在 2005

年，新增以下驗證業務：太陽能電力系統與太陽能面版、技術移

轉專業人員、訓練系統服務以及塑膠管線等。員工數為 20 名。

目前驗證數約為一萬項。驗證實驗數有一百二十個。 

 DQS GmbH：在全球超過三十個國家提供驗證服務，員工數有

168 名。已發出驗證超過二萬八千個。2005 年，在全球九十六個

國家超過二萬八千個地點進行稽核工作。 

 DIN GOST TUV：此機構是由 DIN 與 TUV 合組的公司，負責德

國與歐洲有關食品、紡織以及技術產品之出國到俄國的驗證。在

2005 年共發出三千五個驗證。同時也負責從俄國進口到德國與

歐洲國家之化工廠、天然氣與石油設施等驗證。目前員工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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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名。 

 

近年來，DIN 已經大幅降低德國標準制定，而歐洲與國際標準之採用

已經成為 DIN 標準的主體（超過百分之七十）。主要理由為： 

 

 德國是出口導向的國家，其出口值約佔全國 GNP 百分之六十（台

灣超過百分之百）。因此引用國際標準可以降低企業成本以及國

際市場開拓。 

 近年來，科技發展之迅速，單一國家科技能量很難擁有最佳技術

發展之趨勢，標準若無法與科技趨勢配合，將無法在市場中被應

用與普及。因此國際化協調與整合是必然之趨勢。 

 透過標準制定來保護本國市場的作法。多年來，已經證明不可

行，同時會造成貿易衝突與市場萎縮，對於經濟、市場與企業發

展不利。 

 快速發展的資通訊科技，對於標準機構是一大挑戰。同時，非官

方標準在市場、產品發展上，近年來快速拓展（如 IETF, Microsoft

等），對於傳統官方標準機構的程序，很難因應。因此，如何與

產業更積極地互動與合作將是未來發展的重點。 

 

關於 DIN 的詳細和最新資訊，讀者可參考 DIN 官方網站網址：

<http://www.din.de/cmd?level=tpl-home&contextid=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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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英國標準協會(BSI) 

英國標準協會（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e, BSI），其前身為英國工程標

準委員會，為負責英國標準化業務之單位。該會成立於 1901 年，是英國

唯一由英國皇家授權的標準發展機構。BSI 不僅負責英國標準制定，更發

展為涵蓋標準相關業務的集團組織，例如標準研發、標準技術資訊、產

品測試、體系認證與檢驗等均屬其業務範圍。BSI 集團目前業務包含： 

 

 管理系統與產品驗證 

 產品測試服務 

 企業、國家與國際標準發展 

 績效管理軟體方案 

 管理系統教育訓練 

 標準與國際貿易資訊 

 

此外，BSI 制定了 ISO 9000 系列的管理標準，更是受到全球相當廣

泛的應用。在國際會議中，BSI 則代表政府參與並擔任 ISO、IEC、

CEN&CLC 之高級管理委員會之常任成員。BSI 屬於民間非營利機構，根

據 BSI 皇家憲章規定，除了營運成本以外的盈餘須投資於其他業務發展

外，更不得用於企業本身之分紅制度中。因此形成英國公共部門所推展

之業務與商業活動相為競爭關係，同時 BSI 不需政府部門額外挹注資源，

憑藉對於標準、認/驗證與教育訓練業務，即可維持會務正常運作。 

在組織架構上，為了避免各業務間之利益衝突問題，BSI 集團涵蓋以

下幾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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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標準協會(BSI British Standards)：該機構為因應英國經濟與

社會之需求，發展英國國家標準與相關標準解決方案之標準機

構。並依據政府、產業、消費者之需求，代表英國利益參與歐洲

與國際標準化組織推展國際標準討論與制定。透過英國標準化產

品與服務，協助組織導入最佳範例，管理企業風險與決策，促使

企業追求優越。提供之服務包含：標準資訊出版物及相關服務。 

 BSI 管理系統機構(BSI Management Systems)：在全球提供管理系

統之獨立第三者認證服務，包含：ISO 9001:2000(品質管理系

統)、ISO 14001(環境管理系統)、OHSAS 18001(職業安全衛生管

理系統)、ISO/IEC 27001(資訊安全管理系統)、ISO/IEC 20000(IT

服務管理)與 HACCP/ ISO 22000(食品安全管理系統)。除此之

外，BSI 管理系統機構也提供一系列管理系統的教育訓練課程。 

 BSI 產品服務組織(BSI Product Services)：主要在於幫助產業發展

更新、更好的產品，以及品質提升之服務，並確認其產品可以符

合法令與相關規定(包含：手機、滅火器、汽車頭燈、醫療器材

等)，也提供第三者認證服務。 

 BSI Entropy International：該組織提供軟體方案來協助組織改進

環境、社會與經濟面，以促進全球永續性。其 Entropy System 為

一項以市場導向、網站應用為主的管理系統，可提供企業改善內

控及整體公司治理。 

 

BSI目前在全球 109個國家均設有辦事處或辦公室，並擁有超過 2,100

名員工。認證制度是 BSI 在其業務範圍中，最負盛名之工作。作為全球



96 國家標準發展策略研究計畫 
基礎標準化導論 

B-2- 150 
本報告未經同意請勿擅自影印與散佈，以免侵犯智慧財產權。 

最大的管理體系註冊機構，BSI 在全球擁有超過 40,000 個客戶，包含跨

國企業如 SONY、NEC、3M、Kodak 等。此外，BSI 並與許多國家皆達

成接受其檢驗報告的互惠協議，例如：日本、美國、澳洲、紐西蘭、南

非、歐盟會員國、中國大陸，以及俄羅斯等。 

在參與國際標準化活動方面，BSI 亦投入相當的資源與努力。BSI 是

ISO、IEC、CEN、CENELEC 與 ETSI 的創始會員之一，並在國際性或區

域性標準組織扮演十分重要角色。若按擔任 TC/SC 秘書處工作數量和贊

助額計算，BSI 在 ISO 的貢獻，僅次於美國與德國，居第 3 位。在

CEN/CENELEC 的貢獻，僅次於德國與法國，位居第 3 位。 

關於 BSI 的詳細和最新資訊，讀者可參考 BSI 官方網站網址：

<http://www.bsi-global.com/>。 

 

 

3.4 加拿大標準委員會(SCC) 

加拿大國家標準發展體系已發展超過二十五年，並以加拿大標準委員

會(Standards Council of Canada, SCC)為核心，由 350 個組織與 15,000 個

自願會員所共同組成，負責發展標準、產品、校準和測試、品質管制體

系、審核員培訓等相關認/驗證工作。加拿大標準體系乃藉由對於產品與

服務的品質保證，開拓國際市場，確立加拿大在標準化工作中的地位。 

加拿大標準發展體系以 SCC 為中心，向外擴展兩大架構，分別是符合性

評鑑組織(Conformity Assessment Organization)與參與者/利益關係者/伙伴

(participants, beneficiaries and partners)，而在此體系中，由 SCC 所授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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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發展組織(Standards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s)負責發展標準，並與

SCC、產品/服務驗證機構(Products/Services Certification Bodies)形成三角

架構，SCC 另負責與國際及區域標準化團體存在合作關係。 

符合性評鑑組織包含分類與測試實驗室 (Calibration and Testing 

Laboratories)、產品/服務驗證機構(Products/Services Certification Bodies)、

管理系統驗證機構(Management Systems Certification Bodies)、國際與區域

標準化機構(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andardization Bodies)、檢驗機構

(Inspection Bodies)、個人保證書與稽核訓練員(Personnel Certifiers and 

Auditor Trainers)。最外層的參與者/利益關係者/伙伴架構則包含政府

(Governments)、消費者與非政府組織(Consumers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產業(Industry)與國際與區域標準化機構(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andardization Bodies)。 

加拿大標準委員會由 350 個組織與 15,000 個自願會員所共同組成，

負責發展標準、產品、校準和測試、品質管制體系、審核員培訓等相關

認/驗證工作。加拿大標準體系乃藉由對於產品與服務的品質保證，開拓

國際市場，確立加拿大在標準化工作中的地位。 

加拿大標準發展體系以 SCC 為中心，向外擴展兩大架構，分別是符

合性評鑑組織(Conformity Assessment Organization)與參與者/利益關係者/

伙伴(participants, beneficiaries and partners)，而在此體系中，由 SCC 所授

權的標準發展組織(Standards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s)負責發展標準，

並與 SCC、產品/服務驗證機構(Products/Services Certification Bodies)形成

三角架構，SCC 另負責與國際及區域標準化團體存在合作關係。 

符合性評鑑組織包含分類與測試實驗室 (Calibration and 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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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ratories)、產品/服務驗證機構(Products/Services Certification Bodies)、

管理系統驗證機構(Management Systems Certification Bodies)、國際與區域

標準化機構(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andardization Bodies)、檢驗機構

(Inspection Bodies)、個人保證書與稽核訓練員(Personnel Certifiers and 

Auditor Trainers)。最外層的參與者/利益關係者/伙伴架構則包含政府

(Governments)、消費者與非政府組織(Consumers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產業(Industry)與國際與區域標準化機構(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andardization Bodies)。SCC 組織架構如圖 21 所示： 

 

 

 

 

 

 

 

 

 
 

圖21. 加拿大標準委員會組織架構 
資料來源：政府出版資料回應網 

 

目前 SCC 所認證的機構有以下 7 個，業務性質與範圍各有不同，以

下僅列出機構名稱： 

執行長 執行助理 

國際事務及貿易處 符合性評鑑處 標準處 總務行政處 

國際貿易組 人力資源組 標準計畫組 實驗室認證組 

資訊研究組 行政組 標準管理組 

資訊系統組 

秘書處 

公關組 

企劃組 

主任委員 

加拿大標準委員會 

（15 位委員）

品管經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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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adian Standards Association(CSA International) 

 ESA Field Evaluation Services Electrical Safety Authority 

 Intertek Testing Services NA Ltd. 

 MET Laboratories, Inc. 

 QPS Evaluation Services, Inc. 

 TÜV America Inc. 

 Underwriters' Laboratories of Canada 

 

關於 SCC 的詳細和最新資訊，讀者可參考 SCC 官方網站網址：

<http://www.scc.ca/>。 

 

 

3.5 日本工業標準調查會(JISC) 

日本工業標準調查會(Japanese Industrial Standards Committee, JISC)

為日本標準化體系中負責日本工業標準(JIS)發展的專責單位，其組織屬

於官民合辦性質，即 JISC 委員會由日本企業界、公協會、以及學研界代

表所組成，而 JISC 的事務性工作，則由經濟產業省轄下產業技術環境局

的基準認證政策單位負責。由於 JISC 組織的產官學合作特質，使得日本

標準化事務運作，得以凝聚各利益關係者之力量，順利推展於國內及國

際。 

隸屬產業技術環境局的基準認證政策單位現有(2006 年 7 月)職員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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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轄下設有基準認證政策課 (Technical Regulation, Standards and 

Conformity Assessment Policy Division，負責基準認證政策單位的所有協

調工作，包含法規、預算及國會事務)、工業標準調查室(Industrial Standards 

Research Office)、基準發展規劃課(Standards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Division，負責領域別標準化事務、標準發展、修訂與廢止、及 ISO/IEC 

TS/SC/WGs 的活動)、國際基準政策室(International Standardization Policy 

Office，負責國際標準化事務，包含 ISO/IEC、WTO/TBT、APEC，國際

雙邊會議、及技術合作)、認證課(Conformity Assessment Division，負責

符合性評鑑政策、相互認證政策、JIS 標記產品驗證組織的認證、實驗室

認證)、產品認證業務室(Products Accreditation Operation Office)、量測與

知識環境整備課(Measurement and Intellectual Infrastructure Division，負責

度量衡及標準物質等業務)等單位。此外，另設有 4 個獨立運作的單位：

產業技術總和研究院(AIST)、日本貿易振興機構(JETRO)、新能源與產業

技術總合開發機構(NEDO)、及製品評價技術基盤機構(NITE)。 

日本「工業標準化法」是日本標準化事務的法源依據，JISC 根據「工

業標準化法」進行有關工業標準化的調查審議工作，包含日本工業標準

(JIS)的制定與修改。同時，JISC 也是日本在國際標準組織(ISO)及國際電

工委員會(IEC)的會員代表單位，參與國際標準化發展。日本標準依層次，

由上而下可分為國家標準、團體標準和公司標準。日本工業標準(JIS)即

屬於國家標準層次，依標準類別又分為基本標準、方法標準、及產品標

準三類。另外在 1996 年時，日本政府為因應現代科技技術創新發展十分

迅速，為避免國家標準的制定，無法趕上技術創新的腳步，便推動規格

資訊制度(JIS/TR)，希望在技術創新快速發展狀況下，能在 JIS 標準形成

之前，先有積極的討論及獲取標準化的技術性共識，有助於加速 JIS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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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訂定程序。目前日本工業標準(JIS)，共分為 19 類。 

原則上，任何有興趣的個人或團體，均可以向相關的主管部會提出日

本工業標準(JIS)的草案，但是較為常見的方式是由產業公會或學研團體

擬定標準草案遞交至相關主管部會審查，而產業公會通常會在其內部成

立委員會，由企業、消費者/使用者、及中立團體的代表組成。另外，在

某些情況下，相關的主管部會也可以委託產業公會擬定標準草案。主管

部會依規定必須將標準草案經過至少 3 週的公告後，再提交至日本工業

標準調查會(Japanese Industrial Standards Committee, 簡稱 JISC)徵詢該標

準草案是否適合制定為日本工業標準(JIS)之意見。此時，JISC 則根據標

準草案的性質，交由標準部會或符合性評鑑部會審查，並視草案的需要，

要求轄下的相關技術委員會進行審查，在此階段，JISC 並需依照規定，

對外公告至少 3 個月的時間。經過 JISC 審查後，認為該標準草案具有制

定成為日本工業標準(JIS)的合適性及合理性，JISC 則向提出的相關主管

部會回報。經該主管部會再次審查該標準草案並無抵觸任何利益團體或

個人之利益後，便由 JISC 經過 60 天的公告，制定成為日本工業標準

(JIS)，並公布於政府公報。 

關於 JISC 的詳細和最新資訊，讀者可參考 JISC 官方網站網址：

<http://www.jisc.go.jp/>。 

 

 

3.6 韓國科技標準局(KATS) 

韓國科技標準局(Korean Agency for Technology and Standards, K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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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隸屬韓國工商業能源部(Ministry of Commerce, Industry and Energy, 

MOCIE)轄下的中央政府組織，為韓國標準化事務的專責機構。其主要任

務為提供國家標準與產品安全的基本要求，以達成促進國家競爭力與福

祉的目標。KATS 組織業務範圍分述如下： 

 

 國家標準機構 

 檢驗證系統 

 法定度量衡 

 工業產品之安全控制 

 科技評定（新興科技認證） 

 

KATS 目前擁有 226 名職員，2006 年的年度預算為美金 3500 萬(約合

新台幣 11 億 5000 萬)。由於 KATS 成立已經有相當長的時間，2006 年 5

月，KATS 為了強化組織能力以符合新型態的經濟發展與社會需求，開始

著手進行組織改造工作，將原本以工業部門為主的設計(4 部門、21 局、1

工作小組）改成以功能為主的設計(4 部門、22 工作小組)，增加職員人數，

幅度達 55%之多，並且規劃終止檢測分析之業務。KATS 現有的四個部門

及其執掌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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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0. 韓國科技標準局部分分工與執掌 

部門名稱 執掌 

科技與標準政策部

(Department of 

Technology & 

Standards Policy) 

1. 標準化與合格評定之國際合作。 

2. 認驗證業務。 

3. 度量衡業務。 

產品安全政策部

(Department of Product 

Safety Policy) 

1. 工業產品安全與電機設備。 

2. WTO/TBT 協定之查核。 

標準與科技支援部

(Department of 

Standards & 

Technology Assistance) 

1. 韓國工業標準(KS)之制定與維護。 

2. 標準化技術基礎之發展。 

 

先進技術與標準部

(Department of 

Advanced Technology 

& Standards) 

 

韓國標準主要包含國家標準、團體標準、及企業標準三個層次。但是

團體標準僅在特殊的產業如軍用設備和鐵路中才可見。基本上，韓國政

府鼓勵企業使用國家標準(KS)。其中現行的 21,251 項韓國國家標準中，

已完成與國際標準調和者，有 12,691 項，約佔 60%。同時，經相關政府

主管機關引用為法規或規範者，有 2,542 項，比例僅為 12%。 

韓國國家標準(KS)發展過程可廣義地分為兩種。一種是由 KATS 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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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而發展，此時，標準草案是由相關團體或實驗室所提出。另一種則是

由相關利益團體或個人所提出。標準草案經過標準代表委員會審查後，

經政府公報公布，而成韓國國家標準(KS)。 

關於 KATS 的詳細和最新資訊，讀者可參考 KATS 官方網站網址：

<http://www.kats.go.kr/>。 

 

 

四、 團體(協會)標準發展組織 

4.1 美國材料與試驗學會(ASTM) 

美國材料與試驗學會(American Society for Testing and Materials, 

ASTM)標準在塗料、材料方面有相當影響力。該技術學會成立於 1898 年，

ASTM 前身是國際材料試驗學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esting 

Materials, IATM)。十九世紀 80 年代，為解決採購商與供貨商在買賣工業

材料過程中產生的意見和分歧，有人提出建立技術委員會制度，由技術

委員會組織各方面的代表參加技術座談會，討論解決有關材料規範、試

驗程序等方面的爭議問題。 

IATM 首次會議於 1882 年在歐洲召開，會上組成了工作委員會。在

當時，主要是研究解決鋼鐵和其他材料的試驗方法問題。同時，國際材

料試驗學會還鼓勵各國組織分會。隨後，在 1989 年 6 月 16 日，有 70 名

IATM 會員聚集在美國費城，開會成立國際材料試驗學會美國分會。1902

年在國際材料試驗學會分會第五屆年會上，宣告美國分會正式獨立，取

名為美國材料試驗學會(American Society for Testing Materials)。隨著其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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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範圍的不斷擴大和發展，學會的工作中心不僅僅是研究和制定材料規

範和試驗方法標準，還包括各種材料、產品、系統、服務項目的特徵和

性能標準，以及試驗方法、程序等標準。1961 年該組織又將其名稱改為

沿用至今的美國材料與試驗學會 (American Society for Testing and 

Materials, ASTM)。2001 年 ASTM 改名為 ASTM 國際組織，表明了 ASTM

國際標準化的方向，增加了國際標準化的工作份量。作為標準化的國際

組織，ASTM 不僅協調生產者與使用者之間的不同意見和技術要求，還

要協調合作伙伴與競爭對手(其他國家標準機構和國際標準機構之間的分

歧)，因此必須聽取國際上的意見，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要求。發展中國

家要發展，要進入國際市場，也需要在 ASTM 標準中反應本身的利益。 

ASTM 是美國最老、最大的非營利性的標準學術團體之一。經過一個

世紀的發展，ASTM 現有超過三萬三千個(個人和團體)會員，其中有兩萬

多個主要委員會會員在其各個委員會中擔任技術專家工作。ASTM 的技

術委員會下共設有兩千多個技術分委員會。有超過十萬個單位參加了

ASTM 標準的制定工作，主要任務是制定材料、產品、系統和服務等領

域的特性和性能標準，試驗方法和程序標準，促進有關知識的發展和推

廣。 

雖然 ASTM 標準是非官方團體制定的標準，但由於其品質要求嚴謹，

適用性佳，從而贏得了美國工業界和官方的信賴，不僅被美國各工業界

紛紛採用，而且被美國國防部和聯邦政府各部門機構採用。在過去的二

十五年裡，美國國防部一直與 ASTM 一起合作，使用自願標準替代美國

軍用標準。當前，美國國防部有 500 多人在積極參加 ASTM 的活動。至

今，已有 2,800 多項美國軍用標準被 ASTM 標準所替代。隨著美國國防

部採購制度改革的進展，美國軍方將無疑會更多地採用 ASTM 標準。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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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防部以外，其他一些聯邦政府機構也都使用許多 ASTM 標準，並

與該學會建立了廣泛、密切的聯繫和合作關係。 

ASTM 標準數量龐大，主要提供材料、產品、系統和服務等領域的特

性和性能標準、試驗方法和程序標準。ASTM 標準現分為 16 類，其分類

如下：第一類：鋼鐵產品；第二類：有色金屬；第三類：金屬材料試驗

方法及分析程序；第四類：建築材料；第五類：石油產品、潤滑劑及礦

物燃料；第六類：油漆、相關塗料和芳香族化合物；第七類：紡織品及

材料；第八類：塑料；第九類：橡膠；第十類：電氣絕緣體和電子產；

第十一類：水和環境技術；第十二類：核能、太陽能；第十三類：醫療

設備和服務；第十四類：儀器儀表及一般試驗方法；第十五類：通用工

業產品、特殊化學制品和消耗材料；第十六類：標準文件索引。 

ASTM 制定體系有三個層次：主技術委員會、分委員會(有的分委員

會下還設小組委員會)和任務工作組。主技術委員會 133 個，每個分委員

會和小組委員會下可根據制定任務設若干任務工作組。ASTM 技術委員

會有兩大特點：第一，參加人員廣泛性，目前 ASTM 成員有三萬個，他

們來自許多國家的生產者、使用者、消費者、政府官員和學術界人士。

第二，運作效率高。從任務工作組起草標準，到小組委員會、分委員會

和主委員會的徵詢表決，到 ASTM 學會審查，完全按章程、規則和程序

運作。這兩大特點使制定出來的標準及時、適用、公正。 

進言之，ASTM 早在 1910 年就制定了《ASTM 技術委員會管理辦

法》，經過反覆實踐和十幾次的修訂，已經成為科學、嚴謹、實用的標準

文獻。除此之外，ASTM 還有《ASTM 指引》、《ASTM 標準格式》和《ASTM

技術委員會工作手冊》。一個 ASTM 產品標準頒佈需要經過任務工作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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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聽取使用者意見、協商討論，小組委員會、分委員會和主委員會

的徵詢意見和投票表決，以及會議討論表決。ASTM 之所以能將使用者、

生產單位和其他受益方的不同意見和技術分歧在單個簡單的協商一致的

標準中體現出來，就是由於有這樣一個高效率的制度化制定程序。ASTM

每年都有若干個學術論文報告會，由各技術委員會與政府部門、國內外

專業機構聯合舉辦。參加者宣讀研究論文、交流技術資料、討論學術問

題，為制定和修訂標準打下基礎，會後出版論文專集或在刊物上發表。

這種在標準化之前的學術論壇實際上是超前標準化工作的一部份，值得

一學。另外，ASTM 專門設有培訓部門，對使用者、標準使用者進行具

體標準概念、技術指標、試驗方法、操作規程的講解和訓練，並現場參

觀。 

關於 ASTM 的詳細和最新資訊，讀者可參考 ASTM 官方網站網址：

<http://www.astm.org/cgi-bin/SoftCart.exe/index.shtml?E+mystore>。 

 

 

4.2 通用隨插即用論壇(UPnP) 

通用隨插即用論壇 (Universal Plug and Play Forum, UPnP)是一個開

放型態的業界協會，也是主責 UPnP 標準的標準化組織。UPnP 論壇成立

源於 1999 年 6 月，旨在幫助明確界定 UPnP 標準以簡化家庭(長期而論亦

是為滿足企業的需求)智慧型設備的網路連線。易言之，UPnP 是將錄影

機、電視機、數位錄影機、電話、電腦等相互連接使用的一種規格。為

實現上述目標，該論壇制定和公佈 UPnP 設備控制協定及服務控制協定。

1999 年 11 月 2 日以微軟公司為首的八家跨國公司遂聯合宣佈成立 UPnP



96 國家標準發展策略研究計畫 
基礎標準化導論 

B-2- 162 
本報告未經同意請勿擅自影印與散佈，以免侵犯智慧財產權。 

論壇指導委員會，以推動 UPnP 標準能在全世界各角落普及。宣佈參加該

機構的公司除微軟以外，還包括康柏、惠普、英特爾、松下電器、飛利

浦、西門子、索尼、湯姆遜等公司。UPnP 論壇指導委員會設置各種分會，

制定標準的架構以及詳細內容。例如，家電廠商飛利浦、索尼、湯姆遜

與微軟合作，制定影音相關設備以及家庭網絡的 UPnP 規格，並將其與

HAVi 規格相融合(HAVi 規格為 Grundig、日立制作所、松下電器、飛利

浦、索尼、夏普、湯姆遜、東芝八大家電廠商所制定的影音設備之間相

互連接的規格，該規格包括連接軟體、應用程式介面、通信協定等標準)。 

此外，UPnP 論壇還設立了技術委員會、市場推廣委員會及各種工作

委員會，努力實現該機構的目標。UPnP 標準的目標也是希望延伸到家庭

中的每個設備，從各種數位影音設備到各種資訊家電設備。用過微軟視

窗系統的人都知道，在電腦上插入一個新硬體的時侯，視窗作業系統會

自動識別新硬體的加入，並自動引導驅動程式的安裝，其中起作用的就

是微軟的 PnP(即插即用)技術。如果將電腦的概念擴展到網絡，在網絡上

有新硬體加入的時侯，網路的其他設備就能知道它的存在，並可與該新

硬體進行互通作業，這便是應用到 UPnP 的技術和標準。UPnP 從 PnP 技

術發展而來，而 PnP 是隨著 Windows 95 的風行而普及的個人電腦標準。

UPnP 最基本的概念是裝置模型，裝置可以是實體設備，比如數位相機，

也可以是虛擬的邏輯裝置，比如一個軟體模擬的音響裝置。UPnP 標準的

通信奠基於 TCP/IP 通訊協定，所以不同底層連接技術的設備都可以通過

UPnP 相連。 

UPnP 論壇在標準的統一進程中也經歷了競爭和整合，比如 UPnP 論

壇與資訊家電的標準化領域扮演重要角色的另一大組織 - 「家用應用程

式介面工作小組(Home API Working Group)」就經歷過整併歷程。更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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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說，家用應用程式介面工作小組被併入 UPnP 論壇。家用應用程式介面

工作小組於 1998 年 10 月 13 日由美國的英特爾、微軟、康柏、日本的三

菱電機、HONEY-WELL、飛利浦等公司的推動下成立，該工作小組致力

於制定標準，以促進採用 Windows 來控制音視頻設備、照明設備、家庭

保安系統、空調等家電產品。同時還力求該標準與以往的 CEBus、

Lonworks、HomeRF 等標準的融合，以及保證與 HAVi (Home Audio/Video 

Interoperability)家電控制標準的互通性。 

關於 UPnP 的詳細和最新資訊，讀者可參考 UPnP 官方網站網址：

<http://www.upnp.org/>。 

 

 

4.3 第三代伙伴計畫(3GPP) 

「第三代伙伴計畫 (The Thi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 3GPP)」

是在 1998 年 12 月成立，最初由歐洲的 ETSI、日本的 ARIB、日本的 TTC、

韓國的 TTA、美國的 TI 等五個標準化組織發起，主要是制定以 GSM 標

準為基礎的無線通信第三代技術規範。隨後又有「UMTS 論壇(UMTS 

Forum)」、「全球手機電源協會 (Global Mobile Suppliers Association 

GSA)」、「GSM 協會 GSM Association)」、「通用無線通信聯盟(Universal 

Wireless Communication Consortium, UWCC)」、「IPV6 論壇(Ipv6 Forum)」

等組織相繼加入。 

3GPP 的成立肇因於考量到在第三代無線通信標準的競爭源自於第二

代無線通信標準的 GSM 和 CDMA 技術演進的競爭，所以 3GPP 的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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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以 GSM 為其基礎，並以 UTRA 為第三代無線通信技術規範。為此，

3GPP 的主要工作就是準備、批准和維護這些技術標準。 

從組織架構來看，3GPP 主要是由一個「專案統籌小組 (Project 

Coordination Group, PCG)」和數個專門的「技術規範小組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Groups, TSGs)」組成。其中技術規範小組在需要時可以建立

「工作組(Working Groups)」，而組織伙伴需有例會制度。在作法上，3GPP

採用快速的和電子化的工作程序以及簡化標準審批流程，以縮短「技術

規範(Technical Specifications)」和「技術報告(Technical Reports)」從被定

義到被批准接受的時間。 

如 3GPP 的譯文，所以該組織的成員都叫“伙伴＂， 3GPP 的成員類

型主要包括「組織伙伴(Organizational Partner)」和「市場代表伙伴(Market 

Representation Partner)」。其中組織伙伴必須是經一國或一地區官方認可

或經官方授權的，有權力在該國或該地區就 3G 技術領域進行全面性或局

部性定義、出版和建立標準的工作。市場代表伙伴，是指被 3GPP 的組織

伙伴邀請參加 3GPP 並致力於 3G 標準化工作，但沒有權力在該國或該地

區就 3G 技術領域進行全面性或局部性定義、出版和建立標準的工作的企

業、研發等單位。在相關權利上，組織伙伴有權參加專案統籌小組和技

術規範小組工作，並共同享有經 3GPP 批准接受的技術規範和技術報告的

版權。市場代表伙伴亦有權參加專案統籌小組和技術規範小組工作。在

相關義務上，組織伙伴應鼓勵其成員致力於關於 3G 標準的技術規範和技

術報告的工作，並合理籌劃，避免重覆工作；通過合理正當的普通程序

將 3GPP 的相關技術規範和技術報告轉化和應用於自己的相關技術和產

品中；儘速推動將相關的技術規範和技術報告轉化為該國或地區的技術

法規的工作；提供其他的組織伙伴關於自己的智慧財產政策；鼓勵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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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員相互尊重彼此的智慧財產權；致力於其他有關 3GPP 的工作。市場

代表伙伴應致力於推動 3GPP 專案；鼓勵其成員為 3GPP 的目標而努力；

向 3GPP提供工作建議並參加一些關於 3GPP市場的表決工作；定義 3GPP

的有關系統和服務方案。 

關於 3GPP 的詳細和最新資訊，讀者可參考 3GPP 官方網站網址：

<http://www.3gpp.org/>。 

 

 

4.4 結構化資訊標準促進組織(OASIS) 

結構化資訊標準促進組織 (Organiz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tructured Information Standards, OASIS)為一國際性非營利公協組織，旨

在提供資料和資訊內容交換技術。OASIS 位於美國麻薩諸塞州 Billerica

市，目前的會員組成除包括 IBM, Microsoft, Sun Microsystems, Oracle, 

Xerox, Novell, GE Information Services, Boeing 等資訊和產業領導廠商

外，還包括 Adobe, Arbortext, Chrystal Software, Enigma, Interleaf, POET 

software, WebMethods, Commerce One, XMLXpert 等國外廠商。 

在 角 色 扮 演 上 ， OASIS 與 國 際 相 關 標 準 組 織 ( 如

W3C,NIST,UNCEFACT 等)的功能具有彼此互補相乘的效果。換言之，

OASIS 專注於結構化資訊標準的推廣和導入，透過各會員彼此之間的技

術交流及資訊分享，收集思廣益之效，藉以確實反應市場運作機制於結

構化資訊標準應用面的真實需求。秉持「技術」以及「產品」中立之原

則，OASIS 在全球 XML/SGML, Computer Graphics Metafile 技術、應用、



96 國家標準發展策略研究計畫 
基礎標準化導論 

B-2- 166 
本報告未經同意請勿擅自影印與散佈，以免侵犯智慧財產權。 

標準、教育和推廣等相關整合工作上無疑為重量級組織。OASIS 的會員

分為五類：「基礎贊助會員(Foundational Sponsor Member)」、「贊助會員

(Sponsor Member)」、「貢獻會員 (Contributor Member）」、「個人會員

(Individual Member)」、「准會員(Associate Member)」。這五種會員分屬不

同類型的組織或個人，需要繳納不同的會費，也擁有不同的權利和義務。

自 1993 年成立開始，OASIS 已經發展成為了由來自 100 多個國家的 600

多家組織、企業，參與人數超過 5000 人的國際化組織。 

在標準制定的工作上，OASIS 下設技術委員會(Technical Committee, 

TC)。技術委員會是 OASIS 是制定具體標準的單位。任何授權的成員都

可以依照 OASIS TC 工作程序倡議發起新的 TC 並主導 TC 內標準的制定

工作。目前，OASIS已有九十多個TC，分屬於 12個不同的主題域(Adoption 

Services, Computing Management, Document-Centric Applications, 

E-Commerce, Law & Government, Localization, Security, SOA, Standards 

Adoption, Supply Chain, Web Services, XML Processing)。OASIS 以其透明

的管理方式和操作流程著稱，由成員自己建立技術議程表，藉由清晰設

計的簡明的工作流程促成業界的統一及整合分散的力量。以公開投票表

決的方式實現對完成標準制定的審視與批可。在組織的管理方面相對自

由，並對所有成員負責。OASIS 領導委員會和技術專家委員會的負責人

通過民主選舉產生，任期為兩年。 

關於 OASIS 的詳細和最新資訊，讀者可參考 OASIS 官方網站網址：

< http://www.oasis-open.org/home/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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