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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用機器人，車床(含數值控制車床)，加工中心機

及金屬帶鋸(含金屬圓盤鋸)等 4項機械設備列入源頭管

理」研商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107年 11月 26日（星期一）下午 2時 

二、開會地點：本署 1101會議室 

三、主席：周副署長登春      記錄：翁立穎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簿 

五、主席致詞：（略） 

六、討論事項： 

案由一、國際間對於「工業用機器人等 4項機械設備」之安全驗

證標準與管理模式為何？ 

案由二、對於工業用機器人，究係以管制「協同作業之機器人」

或「所有工業用機器人」之必要安全要求為驗證依據，

須釐清何者為最佳且為最適當之方式。 

案由三、除工業用機器人已由國際標準 ISO 10218系列轉換為國

家標準 CNS 14490系列外，車床(含數值控制車床)，加

工中心機及金屬帶鋸(含金屬圓盤鋸)等 4項機械設備我

國國家標準與國際標準之接軌情形為何？是否有對應之

國家標準？若無，是否有轉換為國家標準之必要？ 

案由四、附件 2表 1所列「工業用機器人等 4項機械設備」驗證

方案草案，請討論其妥適性？有關鑑別歸屬前述產品適

用之貨品分類號列（或稱貨品稅則，CCC Code）為何？  

案由五、對於「工業用機器人等 4項機械設備」，倘依「職業安

全衛生法」規定及「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辦理公告列

入源頭管理程序，國內完成型式驗證機構認證及建置驗

證量能所需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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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發言綜合紀要： 

台灣區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 

1. 台灣內需市場小，產品多採用國際規格，考量國際安全標

準全球化趨勢，檢驗標準不宜另訂規範，宜採 ISO/IEC 國

際標準。 

2. 有關源頭管理細部執行細節，宜貼近業界實際生態，降低

業界負擔。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目前國際上協同作業用機器人係以 ISO/TS 15066 為檢

驗規範，「工業用機器人危害預防標準」規定：「雇主使用協

同作業之機器人時，應符合國家標準 CNS14490 系列、國際

標準 ISO10218 系列或與其同等標準之規定」，然 ISO10218

係針對一般工業機器人之安全要求，尚非針對協同作業機器

人之專門規範，至於究係以管制「協同作業之機器人」或「所

有工業用機器人」乙節，本會將詢問會員意見後再行回覆。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除工業用機器人已有國家標準 CNS 14490 系列外，車床

目前已有國家標準 CNS 15883，另查加工中心機之國際標準

ISO 16090-1 及金屬帶鋸 (含金屬圓盤鋸)之國際標準 ISO 

16093 均係 2017 年方訂定之新標準，且標準內容甚多，考量

機關負荷，難以及時更新標準使其與國際同步，建議是否由

勞動部協助翻譯為草案後，再送本局訂定國家標準。 

財政部關務署： 

有關工業用機器人等 4 項機械設備列入邊境管制乙節，

稅則號列係依其用途區分，金屬帶鋸(含金屬圓盤鋸)與非金

屬加工用者可明確區分，惟協同作業之機器人與非協同作業

工業用機器人目前就稅則號列上無法區分。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如工業用機器人等 4 項機械設備欲列入海關邊境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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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代碼 375)，其行政作業流程約 3~4 週，請提前發文通

知國貿局。 

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 

對於工業用機器人等 4項機械設備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

心目前已完成實驗室能量建置，最快可於半年內完成驗證機

構認證。 

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F)： 

(一) TAF 已可針對工業用機器人等 4 項機械設備進行認證，

目前已有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等數家實驗室取得

ISO/IEC 17025 認證，惟尚未更新為最新標準，另有關

ISO/IEC 17065，目前尚無驗證機構提出申請。 

(二) 基於國際相互承認原則，相互承認協議架構下，已簽署

協議之機構組織間建議可予以承認。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車床(含數值控制車床)及金屬帶鋸(含金屬圓盤鋸)如

規範以加工金屬材料者為列檢條件，是否增加管制難度？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一) 有關案由一國際間工業用機器人等 4 項機械設備管理模

式如附件一，如實施源頭管理，對於國內製造者及進口

者要求將一視同仁。 

(二) 有關案由二究係以管制「協同作業之機器人」或「所有

工業用機器人」之必要安全要求為驗證依據，須釐清何

者為最佳且為最適當之方式乙節，查機器人於科學園區

及半導體產業使用繁多，將另行洽詢相關公會。 

(三) 本署將另行規劃協助標檢局翻譯國際標準 ISO 16090-1

及金屬帶鋸(含金屬圓盤鋸)之國際標準 ISO 16093 為

國家標準草案。 

(四) 有關案由四國際間工業用機器人等 4 項機械設備之產品

範圍說明及參考稅則如附件二，未來擬納管之有關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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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列，將配合增訂輸入規定，使管制對象更明確。 

八、結論： 

(一) 工業用機器人究係以管制「協同作業之機器人」或「所有

工業用機器人」之必要安全要求為驗證依據，請台灣智慧

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協助詢問會員意見，本署將另行發函

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及台灣半導體產業協

會徵詢意見。 

(二) 本署將規劃協助標檢局翻譯國際標準 ISO 16090-1 及金

屬帶鋸(含金屬圓盤鋸)之國際標準 ISO 16093 為國家標

準草案，未來如完成草案送交經濟部標檢驗局，請協助

加速進行國家標準轉換。 

(三) 有工業用機器人等 4 項機械設備之驗證方案，將考量職

業安衛生法源頭管理相關規定與驗證、管理及我國國情等

因素，並以我國國家標準作為安全驗證標準，本署將另行

研議並依行政程序指定。 

(四) 工業用機器人等 4 項機械設備適用之貨品分類號列，請

財政部關務署提供建議之貨品分類號列。 

(五) 請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等法人單位配合，儘速

申請成為相關驗證機構。 

九、臨時動議：無 

十、散會：15時 30分 



案由一說明
國際間4類機械設備列管作法整理

政府管
理規章

工業機器人 金屬加工車床 金屬搪銑加工
機械(銑床等)

金屬加工鋸床

歐盟

機械指令 -法定自我宣告
(自主管理)
與韓國相近但無發證

-法定自我宣告
(自主管理)
與韓國相近但無發證

-法定自我宣告
(自主管理)
與韓國相近但無發證

-法定自我宣告
(自主管理)
與韓國相近但無發證

-自願性安全驗證
性能測試、DoC簽署、
SIC發證

-自願性安全驗證
性能測試、DoC簽署、
SIC發證

-自願性安全驗證
性能測試、DoC簽署、
SIC發證

-自願性安全驗證
性能測試、DoC簽署、
SIC發證

韓國

-法定自我宣告(自
主管理)
性能測試、DoC簽署、
SIC發證

-法定自我宣告(自
主管理)
性能測試、DoC簽署、
SIC發證

-法定自我宣告(自
主管理)
性能測試、DoC簽署、
SIC發證

-法定自我宣告(自
主管理)
性能測試、DoC簽署、
SIC發證

-自願性安全驗證
性能測試、SIC發證

-自願性安全驗證
性能測試、SIC發證

-自願性安全驗證
性能測試、SIC發證

-自願性安全驗證
性能測試、SIC發證

美國 UL為民
間自願採
用

-自願性安全驗證 -自願性安全驗證 -自願性安全驗證 -自願性安全驗證

日本 労働安全
衛生法

無 無 無 無

地區

產品別



案由 4歸屬前述產品適用之貨品分類號列附件 

品目名稱 參考品目號列/機器示意圖 適用國家標準 適用國際標準 

工業用機器人及機器人系統 

 
適用範圍： 

適用於工廠或非工廠工作環境中操作之二軸或多軸可程式致

動機構，具有某種程度之自主性，可在其環境中移動，以執行

預定的任務。(依據 CNS 10955 定義之機器人或機器人裝置) 

8479.50.10.00.3 多用途工業機器人 

8479.50.90.00.6 未在其他部份載明或包括

之工業用機器人 

 

 

CNS 14490-1 
(104.7.24) 
機器人及機器人

裝置 - 工業機器

人之安全要求 - 

第 1 部：機器人 

CNS 14490-2 
(104.7.24) 
機器人及機器人

裝置-工業機器人

之安全要求-第 2 

部：機器人系統

及整合 

ISO 10218-1:2011 
Robots and robotic 
devices - Safety 
requirements for 
industrial robots - 
Part 1: Robots ISO 
10218-2:2011 
Robots and robotic 
devices - Safety 
requirements for 
industrial robots -- 
Part 2: Robot 
systems and 
integration 

金屬材料加工用車床(含數值控制車床) 

 
適用範圍： 

用以切削使金屬成形之下列群組之車削機及車削中心機 

a. Group1:無數值控制之手動控制車削 

b. Group2:具有限數值控制能力之手動控制車削機 

c. Group3:數值控制之車削機及車削中心機 

d. Group4:單主軸或多主軸之自動車削機 

8458.11.00.00.8 數值控制臥式車床 

8458.19.00.00.0 其他臥式車床 

8458.91.00.00.1 其他數值控制車床 

8458.99.00.00.3 其他車床 

 
Group1 

  
Group2 

 
Group3 

 
Group4 

 

CNS 15883 
(105.5.16) 
工具機-安全-車

削機 

ISO 23125:2015 
Machine tools - 
Safety - Turning 
machines 

金屬材料加工用銑床/搪床、加工中心機、傳送機 

 

8457.10.00.00.0 綜合加工機(Machining 

centres) 

 ISO 16090-1:2017 
Machine tools 



適用範圍： 

適用於金屬材料加工之定置式銑床，包含能執行搪孔的機器

及用於切削冷金屬及其他不可燃冷材料的加工中心機及傳送

機(除物理性質類似 ISO 19085-1 定義的木材及 EN 14618 定義

的玻璃、石材及工程/聚合材料)。 

a. Group1:無數值控制的手動控制搪床 (boring)及銑床

(milling)，如膝柱型銑床 (Knee and column type milling 

machines)。  

b. Group2:具有限數值控制的手動控制搪床(operated boring) 

及銑床(operated milling)，如仿形銑床及靠模銑床(profile 

and contouring milling machines) 
c. Group3: 數 值 控 制 銑 床 (numerically controlled milling 

machines)及加工中心機(machining centres)，如自動銑床

(automatic milling machines)及銑削中心機(milling centres)，

如多主軸銑床(multi-spindle milling machines)、齒輪銑床

(gear-milling machines) 
d. Group4:傳送機(transfer machines)及專用機(special-purpose 

machines)，設計成透過預定順序的切削操作及製程參數，

只處理預先指定的工件或有限範圍的類似工件。 

也適用於配備有下列裝置/設備的機器；  

- 刀庫；     - 換刀器；  

- 工件裝卸機構；   - 動力工件夾持機構；  

- 切屑輸送機；   - 動力操控門；  

- 額外的車削設備； 

8465.20.00.00.8 綜合加工機(Machining 

centres) 

 
Group1 

 
Group2 

 
Group3 

 
Group4 

 

safety- Machining 
centres, Milling 
machines, Transfer 
machines 

金屬材料加工用鋸機(含圓盤鋸、帶鋸等) 

 
適用範圍： 

主要用於鋸切冷金屬（鐵金屬和非鐵金屬）、或部分冷金屬材

料和製造商可合理預見誤用條件下的鋸材 

8461.50.00.00.5 鋸床或切斷機 

8465.91.00.00.2 鋸床 

8467.22.00.00.4 鋸子 

  

 ISO 16093:2017 
Machine tools - 
Safety - Sawing 
machines for cold 
me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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