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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職安法第五條

• 雇主使勞工從事工作，應在合理可行範圍內，採取必要之
預防設備或措施，使勞工免於發生職業災害。

• 機械、設備、器具、原料、材料等物件之設計、製造或輸
入者，及工程之設計或施工者，應於設計、製造、輸入或
施工規劃階段實施風險評估，致力防止此等物件於使用或
工程施工時，發生職業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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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法及列檢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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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7  條

• 製造者、輸入者、供應者或雇主，對
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械、設備或
器具，其構造、性能及防護非符合安
全標準者，不得產製運出廠場、輸入
、租賃、供應或設置。

• 前項之安全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 製造者或輸入者對於第一項指定之機
械、設備或器具，符合前項安全標準
者，應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申
報網站登錄，並於其產製或輸入之產
品明顯處張貼安全標示，以供識別。
但屬於公告列入型式驗證之產品，應
依第八條及第九條規定辦理。

• 前項資訊登錄方式、標示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 12 條

本法第七條第一項所稱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之機械、設備或器具如下：

1. 動力衝剪機械。

2. 手推刨床。

3. 木材加工用圓盤鋸。

4. 動力堆高機。

5. 研磨機。

6. 研磨輪。

7. 防爆電氣設備。

8. 動力衝剪機械之光電式安全裝置。

9. 手推刨床之刃部接觸預防裝置。

10.木材加工用圓盤鋸之反撥預防裝置
及鋸齒接觸預防裝置。

11.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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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職安法及列檢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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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C/CNC功能
車床 (Group 2~4)

 加工中心機 (Group 2~4)

4

將於112/1/1列管

前言
職安法及列檢資訊

列管三年後實施:

安全功能迴路 Functional safety

E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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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驗證/檢測標準其中安全防護之迴路設計中有關ISO13849-1:2006 標
準要求，得以ISO 13849-1:1999 之要求暫代，於列管3年後再依新標準
要求。

B 1 2 3 4

安全控制系統的架構（類別）

高低

決定論

只使用類別，無法評價由於時間變
化所產生的因素。

EN 954-1考量因子: 

 Category B, 1, 2, 3, 4

ISO 13849-1:1999

前言
職安法及列檢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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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 110年 111年(統計至7月) 合計

家數 台數 金額 家數 台數 金額 家數 台數 金額 家數 台數 金額

車床 56 65 2,226,585 61 65 2,112,425 20 22 721,155 137 152 5,060,165 

銑床 10 14 397,170 10 13 457,657 4 5 150,000 24 32 1,004,827 

加工中心機 0 0 0 0 0 0 3 5 286,320 3 5 286,320 

合計 66 79 2,623,755 71 78 2,570,082 27 32 1,157,475 164 189 6,351,312 

前言
申請補助現況

• 勞動部自109年起提供使用者購置TS安全標示車銑床補助。

• 補助案件迄今合計:137車床 / 銑床(含加工中心) 27家

• 合計提供補助: 635萬

依據: 
勞動部補助中小企業新購型式檢定合格之機械及改善既有機械安全設施作業要點
勞動部職安署機械設備器具安全申報登錄網
https://tsmark.osha.gov.tw/sha/public/home.action
機械設備產品風險評估系統
https://metrisk.osha.gov.tw/RES/home.action

https://tsmark.osha.gov.tw/sha/public/home.action
https://metrisk.osha.gov.tw/RES/home.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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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 mark補助
申請補助對象

補助對象：

（一）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之中小企業。

（二）依法辦妥工廠、公司或商業登記。但依工廠管理

輔導法免辦理工廠登記者，不在此限。

（三）未接受政府機關相同事項補助。

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第二條

實收資本額在新臺幣1億元以下者。

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200人者。

小規模企業(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5人之事業) 。

經常僱用員工數-以臺閩地區勞工保險機構受理事業最近十二個月平均月投保人

數為準。

未補助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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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補助種類：
1.衝剪機械
2.木材加工用圓盤鋸
3.研磨機
4.手推刨床
5.交流電焊機
6.金屬材料加工用車床(含數值控制車床)
7.金屬材料加工用銑床/搪床、加工中心機、傳送機
安全設施範圍如下：
1. 衝剪機械：連鎖防護式安全裝置、雙手操作安全裝置、完成申報登錄張貼安全標示

之光電式安全裝置、雷射感應式安全裝置、拉開式安全裝置、安全檔塊及安全護圍
2. 木材加工用圓盤鋸：完成申報登錄張貼安全標示之反撥預防裝置、鋸齒接觸預防裝

置、覆蓋及其他安全設施
3. 研磨機：護罩、動力遮斷裝置及其他安全設施
4. 手推刨床：完成申報登錄張貼安全標示之刃部接觸預防裝置、動力遮斷裝置覆蓋及

其他安全設施
5. 交流電焊機：完成型式驗證合格及張貼合格標章之自動電擊防止裝置
6. 車床/銑床：取得合格證書後並申報登錄及張貼TS標章之機器

TS mark補助

8

申請補助對象



©  2019 PMC    技術創新 服務貼心 9

新購合格機械補助單價費用(不含安裝費用)

企業別

單價3萬元以下 單價3萬~100萬元 單價超過100萬元

補助上
限補助

比例
補助額度
上限

補助
比例

補助額度上
限

補助
比例

補助額度上
限

小規模
企業

(1~4人)

50%

6,000元/台

10%

60,000元/台

3%

120,000元/台 30萬/年

中小
企業 3,000元/台

30,000元/台 60,000元/台 15萬/年

TS mark補助
申請補助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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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改善既有機械之安全設施補助單價費用(不含安裝費)

企業別

單價20萬元以下 單價超過20萬元

補助上限
補助比例 補助額度上限 補助比例 補助額度上限

小規模企業
(1~4人)

50%

40,000元/台

10%

80,000元/台 30萬/年

中小
企業 20,000元/台

40,000元/台 15萬/年

★小規模企業者申請每臺機械之補助額度及補助經費總額不受前項額度上限之限制。但以該上限金額之二倍
為限。
★中小企業曾因本要點第四點所列機械未符合安全標準，致工作者發生職業災害，經轄區勞動檢查機構列入
年度防災重點輔導對象或通知改善，並彙整造冊送本署同意者，得不受第一項經費總額上限之限制。
★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 19)疫情致影響營運者優先予以補助

TS mark補助
申請補助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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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新購或

改善之機械

產品

備妥申請相

關文件表單

紙本郵寄

金屬工業研

究發展中心

審核，通過

撥款，若不

通過會通知

廠商

• 高雄市楠梓區高楠公路
1001號 金屬中心檢
測組 黃小姐收

• (07)351-3121#2919

• 勞動部職安
署覆審符合
則核撥至公
司帳戶

TS mark補助申請補助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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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 mark 簡介
TS是什麼?

• TS mark只是簡稱

• TS 有兩種:圓形 VS 菱形

• 正確說來是安全標示 VS 驗證合格標章

安全標示 驗證合格標章



©  2019 PMC    技術創新 服務貼心

TS mark 簡介

依據安全標示及驗證合格管理辦法第三條

本法第七條第三項所定安全標示，其格式由圖式及識別號碼組成；識別號碼
應緊鄰圖式之右方或下方，且由字軌TD及指定代碼組成。

指定代碼，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發。

TD000000

TD000000TD碼為廠商代碼，初次申請通過後產生，後續不變

機械設備器具安全資訊網:

https://tsmark.osha.gov.tw/

13

https://tsmark.osh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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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 mark 簡介

注意事項1

1. 安全標示顏色：黑色K0，或
為配合製造者或輸入者自行
製作安全標示之實務需求，
經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同意
使用之其他顏色。

2. 安全標示由圖式及識別號碼
組成，識別號碼應註明於圖
式之右方或下方。

3. 安全標示尺寸配合機械、設
備或器具本體大小及其他需
要，得按比例縮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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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 mark 簡介

注意事項2

• 安全標示及驗證合格標章之製
作，應使用不易變質之材料、
字體內容清晰可辨且不易磨滅
，並以牢固之方式標示。

• 安全標示及驗證合格標章，應
張貼於機械、設備或器具之本
體明顯處，“明顯處”，指於
銘版上或鄰近商標、廠牌等易
於辨認之位置

• 機械、設備或器具有其他標示
者，其外觀、圖式、樣式及其
他表徵，不得與安全標示或驗
證合格標章有混淆、誤導或不
易辨別之情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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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 mark 簡介

16

進入申報登錄系統=>點選產品申報登錄系統欄位中的”申請廠商查詢”

並搜尋廠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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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是否該申報?

※什麼情形免申報?

機械設備器具安全資訊申報登錄辦法

第三條

製造者或輸入者（以下簡稱申報者），於國內生產、製造、加工
、修改或自國外輸入前條產品，認其構造、性能及防護符合中央
主管機關所定安全標準者，應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申報網
站登錄該產品之安全資訊，完成自我宣告

使用者研發生產自用機

使用者輸入未完成品，
然後再自己工廠組裝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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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申報情況

第二條

本法第七條第一項所定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械、設備或器具
（以下簡稱產品），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免申報登錄：

一、依其他法律有實施檢查、檢驗、驗證、認可或管理之規定。

二、供國防軍事用途使用，(國防部或其直屬機關出具證明)。

三、限量製造或輸入僅供科技研發、測試用途之專用機型

四、非供實際使用(商業樣品或展覽品)

五、輸入供加工、組裝後輸出或原件再輸出

三~五點均須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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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放行辦法
第二條：輸入者因其輸入之產品被列入邊境管理受輸入
限制，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向中央主管機關具結，
申請先行放行：

一、經型式驗證合格之產品，尚未依法張貼合格標章

二、已申請型式驗證之產品，尚未取得型式驗證合格證明書。

三、經型式驗證合格之產品，其為未組裝完成品

四、經型式驗證合格之產品，其為全拆散或半拆散之零組件。

五、其他有先行放行之必要，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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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放行登錄準備事項

20

工商憑證卡

首次使用工商憑證卡者需將卡
在 經 濟 部 商 業 司
(https://moeacaweb.nat.go

v.tw/MoeaeeWeb/active/act

ive_0.aspx)開通

沒有工商憑證卡

https://moeacaweb.nat.gov.tw/MoeaeeWeb/active/active_0.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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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廠商帳號：一個月之內應申請工商憑證

申請個人帳號：一個月之內應申請自然人憑證

僅給予一個月登錄時間並限申請一次

申請臨時帳號→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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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張貼TS標示_流程

3年有效期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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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張貼TS標示_作業方式

方式1: 型式檢定
- 17025+17065機構+OSHA認可

方式2: 國內/外驗證機構
- 驗證單位(發證單位)須為符合17065之機構(並確認執行範圍為機械安全，

ex: 歐盟Nodify body ，具核發機械指令2006/42/EC資格者)
- CE證書內容須註記C類安全標準且等同勞動部公告ISO安全標準

(ISO 23125, ISO 16090-1)
- 登錄申請文件: 手冊及ISO安全標準符合說明證明文件須為正體中文，

其餘得以英文替代

歐盟查詢nodify body網址:
http://ec.europa.eu/growth/tools-
databases/nando/index.cfm?fuseac
tion=notifiedbody.main

Ex: Safenet Certification Services Ltd
Notified Body number : 2805

23

http://ec.europa.eu/growth/tools-databases/nando/index.cfm?fuseaction=notifiedbody.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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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張貼TS標示_登錄所需技術文件

機械設備器具安全資訊申報登錄辦法第五條 (登錄應上傳之技術文件)

一、符合性聲明書：簽署該產品符合安全標準之聲明。
二、設立登記文件：工廠登記、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或其他相當設立登記
證明文件。但依法無須設立登記，或申報者之設立登記資料已於資訊
網站登錄有案，且該資料記載事項無變更者，不在此限。

三、能佐證具有三個月以上效期符合安全標準之下列測試證明文件。
四、產品基本資料：
（一）型式名稱說明書：包括型錄、產品名稱、產品外觀圖說、商品分

類號列、主機台及控制台基本規格等資訊。但產品型式無法以型
號辨識者，得以同型式之認定說明替代之。

（二）產品安裝、操作、保養與維修之說明書及危險對策：包括產品安
全裝置位置及功能示意圖。

五、產品安全裝置及配備之基本資料：
（一）品名、規格、安全構造、性能與防護及符合性說明。
（二）重要零組件驗證測試報告及相關強度計算。但產品為經加工、修

改後再銷售之單品，致取得相關資料有困難者，得以足供佐證之
檢測合格文件替代之。

六、其他中央主管機關要求交付之符合性評鑑程序資料及技術文件。

※ 按照申報登錄辦法的第十一條規定，申
報者應保存所登錄之產品符合性聲明書及
相關技術文件，至該產品停產後至少十年。

登錄網址:

https://tsmark.osha.gov.tw/

24

http://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A040290070005400-1060922
https://tsmark.osh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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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符合性聲明書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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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勞動部登錄網站下載空白檔案，
填寫資料後蓋大小章

貨品分類號列: 依報關時之號列填寫

型式: 樣本機 (測試驗證代表機型)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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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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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立登記文件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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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公司登記查詢
https://gcis.nat.gov.tw/mainNew/classNAction.do?method=list&pkGcisClassN=4

29

下載並列印後，用印蓋大小章

https://gcis.nat.gov.tw/mainNew/classNAction.do?method=list&pkGcisClass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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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佐證具有三個月以上效期符合安
全標準之證明文件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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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證書須註記C類安全標準且等同勞動部
公告ISO安全標準:

• 車床: ISO 23125:2015或EN ISO 

23125:2015

• 銑床: ISO 16090-1:2017或EN ISO 

16090-1:2018

歐盟查詢nodify body網址:
http://ec.europa.eu/growth/tools-
databases/nando/index.cfm?fuseacti
on=notifiedbody.main

Ex: Safenet Certification Services Ltd
Notified Body number : 2805

確認發證單位執行範圍為機械安全
ex: 歐盟Nodify body ，具核發機
械指令2006/42/EC資格者)

31

http://ec.europa.eu/growth/tools-databases/nando/index.cfm?fuseaction=notifiedbody.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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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證書須註記C類安全標準且等同勞動部
公告ISO安全標準:

• 車床: ISO 23125:2015

• 銑床: ISO 16090-1:2017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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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產品基本資料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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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型式名稱說明書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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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錄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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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床基本規格
車床規格

車削機型式
車削機系列
序號(若有)

製造日期
最大旋徑 mm (in)

最大加工直徑 mm (in)

最大加工長度 mm (in)

棒材最大徑 mm (in)

X軸行程 mm (in)

Y軸行程 mm (in)

Z軸行程 mm (in)

B軸行程 mm (in)

主軸轉速(夾頭/電子) rpm 

夾頭尺寸 in

主軸鼻端
主軸馬達出力(電子) Kw(hp)

刀具數
X/Z/Y軸快速位移 m(in)/min

機械總重 kg

製造商之公司名稱及詳細地址，如有授權之代表請標示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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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外觀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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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造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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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名稱及控制台基本資訊

控制器廠牌 西門子 海德漢 發那科 ….

控制器型號 828D
840D

iTNC 620
iTNC 640

0i
31i/32i

….

所申請產品名稱為:CNC車床 (依照證書中的資訊)

■代表適用
商品號列
(HS code)

產品描述

■ 8458.91.00.00.1 其他數值控制車床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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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類同一型式說明

• 產品範圍: W2-800、W2-600 、 W2-400 、W2-200，上述
機台共 4 型，以下產品的特性說明:

• 型號說明：

型號編列為W2-◎

W2為表示門型結構之立式銑床的系列代碼；

◎表示為工作台到主軸端面的距離，數字代表距離mm；

例如：W2-800，代表為工作台到主軸端面的距離800mm

之門型結構立式銑床

歸類為同一型式說明(台身特性/適用標準分類)：

門型立式銑床搭配數值控制系統，歸類於ISO 16090-1所定

義之Group3。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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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產品安裝、操作、保養與維
修之說明書及危險對策

※※※ 須為正體(繁體)中文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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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標準

• 車床須符合ISO 23125:2015,6的相關要求

• 銑床須符合ISO 16090-1:2017,6的相關要求

42

ISO 23125:2015,6

6.1 標示
6.2 使用說明
6.2.1一般
6.2.2刀具之事項
6.2.3工件之夾緊
6.2.4從NC面板所能接觸之機器
功能
6.2.5再起動
6.2.6噪音
6.2.7輔助搬運裝置
6.2.8機械使用者應被告知之殘
餘風險
6.2.9車削機之安裝說明
6.2.10機器之清潔說明

ISO 16090-1:2017,6

6.1一般
6.2標示
6.3使用說明
6.3.1一般
6.3.2刀具配置
6.3.3工件夾持
6.3.4可從NC面板操作之機器功能
6.3.5再起動
6.3.6噪音
6.3.7機械使用者要應對之殘餘風險
6.3.8機械之安裝說明
6.3.9機械之清潔說明
6.3.10具操控室及/或周邊圍籬之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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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路圖(硬體迴路)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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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產品安全裝置及配備之基本資料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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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品名、規格、安全構造、性
能與防護及符合性說明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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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裝置-功能說明

安全裝置(Safety devices) 安全防護功能(Safety 
Measures)

緊急停止開關
(Emergency stop button)

觸發時，危險移動源立即
斷電 (Category 0 stop)

固定式護罩
(Fixed guard)
連鎖防護裝置
(Interlock Movable guard)

安全光柵
(Light curtains)
致能裝置
(Enable button)

安全模組
(Safety relay module)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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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裝置-安裝位置

緊急停止開關
連鎖防護裝置
致能裝置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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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連鎖裝置(Interlock)

安全元件
規格資料
(需提到使
用的安全
元件的廠
牌及型號)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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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停止(E-Stop)

安全元件
規格資料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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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模組(Safety relay module)

安全元件
規格資料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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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重要零組件驗證測試報告及
相關強度計算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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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罩計算評估報告(1/2)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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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罩計算評估報告(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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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視窗證明文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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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窗證明文件(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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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銑床管理做法
生產一致性管理

• 勞動部自104年起即依據申報登錄辦法第五條規定，要求衝剪機械等列
管設備需提供證明並登錄時上傳。

• 車銑床產品則自110.11.15起登錄時需上傳生產一致性證明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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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銑床管理做法
生產一致性管理

• 勞動部會議記錄顯示，生產一致性證明文件主要是佐證執行情況，
– 優先提供 ”驗證機構可提供產製廠已具一致性生產之佐證文件”，

– 或是由產製廠提出驗證機構所制定且由產製廠場代表人填具簽章之安全項目查檢表

• 簽名查核紀錄表(並不是ISO 9001證書)必要時才ISO 9001證書佐證

• CE等證書須為Certif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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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

機械安全發展部 李元祐

(04) 23599009 分機 576 

e10635@mail.pm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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