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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安中心業務報導 

□2018 車輛安全論壇舉辦 

為使國內各界對於歐洲新車安全評等制度(Euro NCAP)及台灣未來推動

NCAP 構想與建議有近一步的了解，並促進台灣與歐盟在此領域之交流與合

作，今年車輛安全論壇以「臺歐盟新車安全評等」為主題，於 107 年 11 月

19 日假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國際會議廳舉辦，特別邀請到 Euro NCAP 秘書長

Dr. Michiel van RATINGEN 分享 Euro NCAP 制度的發展現況，並由財團法人

車輛安全審驗中心周維果執行長說明對於台灣推動 NCAP 的建議。除了精彩

的演講外，亦邀請 10 位國內專家學者以台灣 NCAP 未來發展，分別就產業

面與消費者兩個面向進行探討。第一場座談由交通部路政司陳文瑞司長主

持，針對台灣 NCAP 發展願景-對車輛安全技術及產業競爭力影響與再進化

進行討論，與談人包括 Euro NCAP 秘書長 Dr. Michiel van RATINGEN、財團

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資源與產業研究所蘇紫雲所長、台灣區車輛工業同

業公會吳智魁處長、台北市汽車代理商業同業公會殷建復總幹事、財團法人

車輛研究測試中心許樹林協理；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吳政學副處長主持第二

場座談，針對台灣 NCAP 發展願景-對消費者及行車安全管理實質效益與期

望進行探討，與談人包含 Euro NCAP 秘書長 Dr. Michiel van RATINGEN、中

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郭守穗教授、旭傳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U-CAR 陳

鵬旭創辦人、中央研究院社會所博士後研究學者劉清耿博士、財團法人車輛

安全審驗中心吳湘平處長。最後安排綜合座談，由交通部祁文中常務次長擔

任主持人，開放與會人員與今日專題演講講師、分組座談主持人進行意見交

流，與會人員踴躍提問，顯見各界對於台灣 NCAP 制度發展的期待。 

本次論壇報名相當踴躍計有 158 人報名，實際參與人數共 153 人，出席率約

96.83%，足見各界對於新車安全評等制度議題有著濃厚的興趣，經過 Euro 

NCAP秘書長Dr. Michiel van RATINGEN及國內各專家學者系統性的彙整及

詳盡說明分享其經驗，課程內容頗受各界嘉賓的好評及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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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 NCAP 秘書長 Dr. Michiel van RATINGEN 演講 

 

財團法人車輛安全審驗中心周維果執行長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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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安中心陪同交通部參訪日本車廠 TOYOTA 東富士研究

所及 NISSAN 技術中心與栃木試車場 

為了解日本車廠對應車輛安全之管理制度，車安中心陪同交通部路政司劉信

宏科員至日本車廠及其相關研究中心訪問。  

107 年 10 月 29 日車安中心曾鵬庭經理、李榮修組長、林育詩專員及葉泉昌

專員等人陪同交通部路政司劉信宏科員拜訪日本車廠 TOYOTA 東富士研究

所，TOYOTA 由研究所主管 Mr. Takashi Ogawa、車輛安全技術發展部門主

管 Mr. Hitoshi Kondou 及相關專家接待，其對我方訪問人員表達歡迎之意，

日方就東富士研究所實驗室自有測試能量進行介紹，雙方並就兩國車輛安全

管理議題廣泛交換意見。 

107 年 10 月 31 日及 11 月 2 日，分別拜訪 NISSAN 技術中心與栃木試車場，

NISSAN 由全球技術部門主管 Mr. Seiji Takahashi 說明該機構發展狀況，並由

法規認證部門主管 Ms. Miho Kanazawa 介紹 NISSAN 新車開發認證管理流

程，且參訪其技術中心檢測實驗室及試車場，雙方就車輛安全管理議題及實

驗室測試能量進行交流討論。 

 

TOYOTA 東富士研究所參訪合影 



 

 

 
NISSAN 參訪合影 

□Euro NCAP 秘書長至車安中心訪問 

車安中心於今(2018)年 11 月 19 日舉辦車輛安全論壇，並以「臺歐盟新車安

全評等」為主題邀請到 Euro NCAP 秘書長 Dr. Michiel van RATINGEN 來台

分享 Euro NCAP 的發展歷史、現況與未來展望；翌日亦邀請秘書長至車安

中心訪問並就 Euro NCAP 2020 年未來評等發展方向進行專題演講，雙方針

對 Euro NCAP 運作管理、試驗規章等議題進行深入討論，經過秘書長詳盡

的解說與分享其經驗，使車安中心對於 Euro NCAP 發展方向有更進一步的

了解，期盼未來兩機構在既有良好基礎上，更進一步深化雙方之交流合作。 

 
Euro NCAP秘書長Dr. Michiel van Ratingen與中心與會人員合影 



 

 

 

□電動大客車推動案 

因應行政院推動 2030 年市區公車電動化政策，目前交通部正積極與相關單

位研商推動期程之規劃，並朝示範計畫推動構想進行，推估預期效益及後續

執行策略與作法以達示範計畫目的，中心於 107 年 11 月 9 日及 107 年 11 月

12 日分別提供能源種類核定之說明資料並建議增程式電動車及氫燃料電池

車併可優先納入推動之範圍，以及電動市區公車納入自動化、智慧化建議應

配備與列為評選加分之項目，本案將持續追蹤瞭解現行大客車製造廠之產業

面發展情形與所遇困難，另對於推動公車電動化政策之相關配套管理持續進

行討論，以做為後續推動發展電動大客車之方向。 

 

□電動大客車性能驗證 

交通部為辦理審核直轄市、縣市政府為公路公共運輸提升需求提報申請補助

電動大客車計畫，公告公路公共運輸補助電動大客車作業要點，自 103 年起

並經 105 年 9 月 7 日、106 年 9 月 22 日、106 年 12 月 29 日及 107 年 6 月 25

日公告修訂「交通部公路公共運輸補助電動大客車作業要點」(詳請參閱電

子公路監理網：https://www.mvdis.gov.tw/webMvdisLaw/LawContent.aspx?L 

awID=E0092001 )，並規範電動甲、乙類大客車除應符合上開要點規定外，

另應取得符合上開作業要點附件二之「電動大客車性能驗證規範」證明文

件，截至 107 年 12 月，本中心共計受理有 8 家大客車廠提出申請，核准 20

型電動大客車性能驗證合格報告。 

 

 

 

 

 

https://www.mvdis.gov.tw/webMvdisLaw/LawContent.aspx?LawID=E0092001
https://www.mvdis.gov.tw/webMvdisLaw/LawContent.aspx?LawID=E0092001


 

 

＞＞國內外車輛安全管理訊息 

□交通部於 107 年 12 月 24 日發布「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修

正 

交通部於 107 年 12 月 24 日發布「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部份修正條文，其中

與車輛安全相關之修正重點摘要如下：  

(一)因應依法領有公司、商業或工廠登記證明文件之合法業者或汽車研究機

構因研究、測試而有試行自動駕駛車輛之需求，得依相關規定申領試車牌

照，且測試行駛道路時應有適當之管制措施及遵守相關道路交通安全之規

定，並明訂其適用範圍、申請及審查程序、申請者承諾、檢附相關文件、核

准期限，及測試車輛規定、駕駛操控人員、測試環境安全、道路使用注意事

項等。(修正條文第二十條及新增附件二十一) 

(二)修正廂式平頭小貨車載客空間之樑柱結構及車頂結構樑部分不得變更；

載貨空間如切除樑柱結構，須由交通部認可具有辦理車身結構強度檢測之檢

測機構出具車身結構強度優於原結構或與原結構相同之檢測安全證明文件

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附件十五) 

(三)修正大貨車全長至十二公尺與專供混凝土壓送作業之特種大貨車全高不

得超過四公尺之但書規定，並配合大貨車全長尺度修檢討不同軸組型態及最

遠軸距下，車輛總重上限規定，增訂最遠軸距九公尺及九點五公尺以上欄位

對應之總重限制，及修正兼供曳引之前雙軸後雙軸大貨車總連結重量限制。

（修正條文第三十八條、附件十一及附件十五） 

(四)國內出廠年份屆滿十五年遊覽車依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規定申請遊覽車

車輛安全查驗者，除應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三十九條之一規定實施檢驗

外，並依規定完成查驗及繳交證明文件，以維護該等車輛行駛安全，使民眾

安心搭乘。(修正條文第三十九條之四) 

詳細修正條文請參考監理服務網：
https://www.mvdis.gov.tw/webMvdisLaw/LawArticle.aspx?LawID=A0003112  

 

https://www.mvdis.gov.tw/webMvdisLaw/LawArticle.aspx?LawID=A0003112


 

 

 

□交通部於 107 年 12 月 26 日發布「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

修正 

交通部於 107 年 12 月 26 日發布「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部份修正條文，本

次修正重點為 88 年 6 月 30 日前出廠遊覽車屬未有車輛型式安全審驗之車

輛，自 108 年 1 月 1 日起僅作為專辦交通車業務使用營運，並配合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汰除補助於 108 年 12 月 10 日截止，其後不得繼續使用，以加速該

等車輛汰除；另國內遊覽車客運業於遊覽車出廠年份屆滿 15 年前後一年內，

應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辦理車輛安全查驗後並向公路主管機關申請使用營

運登記，以維護該等車輛行駛安全。(修正條文第八十六條之三) 

詳細修正條文請參考監理服務網：
https://www.mvdis.gov.tw/webMvdisLaw/LawArticle.aspx?LawID=E0001082 

 

□交通部於 107 年 12 月 28 日發布「車輛安全檢測基準」修

正 

交通部於 107 年 12 月 28 日發布「車輛安全檢測基準」部份修正條文，本次

發布檢測基準主要係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修訂內容，配合修正車輛安全檢

測基準二、車輛規格規定中之相關規定。 

本次增修訂之車輛安全檢測基準條文請參考監理服務網：

https://www.mvdis.gov.tw/webMvdisLaw/LawContent.aspx?LawID=B0049047  或車安中

心網頁：https://www.vscc.org.tw/Home/List/10 。 

 

□經濟部修正「應施檢驗輪胎商品鑑驗作業規定」 

經濟部 107 年 11 月 2 日經標二字第 10720004990 號函公布修正「應施檢驗

輪胎商品鑑驗作業規定」，此次修正係配合商品品名修正為「汽車用輪胎」

https://www.mvdis.gov.tw/webMvdisLaw/LawArticle.aspx?LawID=E0001082
https://www.mvdis.gov.tw/webMvdisLaw/LawContent.aspx?LawID=B0049047
https://www.vscc.org.tw/Home/List/10


 

 

及「機車用輪胎」，並整併 CNS 3706 及 CNS 9724 至 CNS 1431，以及刪除

依照 CNS 3706 與 CNS 9724 檢驗之相關規定，相關國家標準內容，可逕至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國家標準(CNS)網路服務系統網站(網址：

http://www.cnsonline.com.tw )線上查詢及付費下載。 

 

 

 

 

 

 

 

 

 

 

 

 

 

 

 

 

 

 

 

http://www.cnsonline.com.tw/


 

 

＞＞專題報導                                             

□進口美規車型概況及安全法規介紹         車安中心 陳仲儀 

 

一、前言 

世界上許多先進國家均已推動「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制度」，對於車輛量

產上市銷售前對其安全規格進行審驗認證；交通部自民國 87 年起推動實施

車輛型式安全審驗，並順應國際趨勢調和導入聯合國 UN 車輛安全法規。 

自民國 97 年交通部公告「美規車型申請少量車輛型式安全審驗作業原

則」，正式規範「美規車型」M1 類客車新車可合法進口至國內市場，使國內

美規車型得經法規認證後供民眾申請領牌上路，另考量進口美規舊車(國外

已領照但未報廢車輛)在國外已取得當地認證行駛車輛，自 103 年修訂開放

得辦理安全審驗。 

美規車申請少量車輛型式安全審驗補充作業規定自實行至今，對於美規

車型是否讓國內汽車市場產生變化，故以近年來進口美規車型申請安全審驗

情況及進口概況，藉此了解安全法規動態摘要說明及概略分析整體趨勢。 

 

二、美規車型進口概況 

就 104 年至 107 年(107 年統計至 11 月底止)每年度進口總量而言(如圖

一)，分別為 104 年 7597 輛、105 年 7474 輛、106 年 9831 輛、107 年 11849

輛，即可判定市場對於美規車型需求日益增加，且交通部自 103 年修訂開放

進口美規舊車得申請逐車少量安全審驗，其美規新舊車趨勢，自 104 及 105

年進口美規舊車佔了八成，到了 106 及 107 年高達九成五。 



 

 

 

圖一、104~107 年美規車型數量統計 

 

國人對於進口車輛廠牌喜好度還是以雙 B 廠牌為主，美規車型以

MERCEDES-BENZ 佔了最大比例，自 104 年 3611 輛，到 105 年僅有些微成

長，106 年成長突破 6048 輛，直到 107 年 11 月底已有 8463 輛；BMW 並無

太大變化，自 104 年 1917 輛、105 年 1865 輛、106 年 2517 輛及 107 年 2088

輛；TOYOTA 卻自 104 年 1448 輛降到 107 年 658 輛(如圖二)。 

 

美規車型各年度市占比年年上升(如表一)，從 104~107 年度(107 年統計

至 10 月底止)審驗數量及新領牌照數比較成長趨勢， MERCEDES-BENZ 美

規車型市占比從 104 年 16.8%提升至 107 年 31.5%，BMW 也從 104 年 9.8%

提升到了 107 年 14.7%，TOYOTA 卻反而從 104 年 6.1%掉到 107 年 2.4%，

市場機制為因應供需關係在近年已有明顯轉變。  

 



 

 

 

圖二、104~107 年美規車型車輛廠牌數量統計 

 

表一、104~107 年美規車型市佔比統計 
 美規車型數 新領牌照數 市佔比 

MERCEDES-BENZ 

104 年 3611 21516 16.8% 

105 年 3845 24941 15.4% 

106 年 6048 28000 21.6% 

107 年 7731 24531 31.5% 

BMW 

104 年 1917 19472 9.8% 

105 年 1865 19007 9.8% 

106 年 2517 18770 13.4% 

107 年 1925 13045 14.7% 

TOYOTA 

104 年 1448 23910 6.1% 

105 年 1264 27868 4.5% 

106 年 604 32154 1.9% 

107 年 638 26230 2.4% 

(數據來源：交通部公路總局 統計查詢網) 



 

 

 

三、進口美規車型安全法規說明 

申請美規車型安全審驗者，依「美規車申請少量車輛型式安全審驗補充

作業規定」主要區分車型資格限制、檢測符合方式、年度數量限制，應先瞭

解相關規定後再提出審驗申請： 

(一)、美規車型申請資格限制 

擬申請少量車輛型式安全審驗者，應符合美國聯邦車輛安全標準（以

下簡稱 FMVSS）規定之 M1 類（幼童專用車除外）新車車輛車型，並以

同型式系列無符合車輛安全檢測基準或聯合國 UN 車輛安全法規之車型車

輛為限，且申請者應於車輛裝船前，檢附相關說明文件，向審驗機構提出

美規車型申請資格確認，經審驗機構審查符合後，方可提出申請，但進口

經審驗機構完成資格確認之相同車型(如表二)，得免再經資格確認。進口

在國外已領照使用但未報廢之美規車型車輛，則可免除資格確認部分。 

表二、已完成進口美規車型資格確認車型 

廠牌 車輛型式 

TOYOTA 

SIENNA 

SIENNA L 

SIENNA LE 

SIENNA SE 

SIENNA XLE 

SIENNA LIMITED 

SIENNA SE PREMIUM 

SIENNA XLE PREMIUM 

SIENNA LIMITED PREMIUM 

 



 

 

(二)、美規車型檢測符合方式 

美規車型之車輛及裝置規格與我國車輛安全檢測基準有些許差異，以

至於美規車型部分項目無法對應現行法規，申請美規車型審驗應檢附取得

交通部認可相同車輛安全檢測基準項目之檢測機構出具 FMVSS 標準符合

性檢測報告，檢測項目實施時間仍須對應車輛安全檢測基準規定，現行(107

年)符合性證明檢測項目(如表三)；部分檢測項目可依車輛安全檢測基準未

逾規定數量得免符合，另除代理商及製造廠外，其他申請者檢附 FMVSS 

108 及 FMVSS 135 檢測報告也得免符合部分測試要求。 

表三、符合性證明檢測項目 

符合性證明文件 車輛安全檢測項目 

FMVSS 檢測報告 

車輛燈光與標誌檢驗規定及道路交通安全規

則」附件七、壓縮天然氣汽車燃料系統檢驗

規定、車輛內裝材料難燃性能要求、反光識

別材料、間接視野裝置安裝規定、方向燈、

倒車燈、車寬燈(前位置燈)、尾燈(後位置燈)、

停車燈、煞車燈、第三煞車燈、輪廓邊界標

識燈、側方標識燈、胎壓偵測輔助系統、汽

車控制器標誌、車輛低速警示音 

FMVSS 或車輛安全檢

測基準之檢測報告 

動態煞車、防鎖死煞車系統 

車輛安全檢測基準檢測

報告 

車輛規格規定(惟 7.1.6 車輛安全帶提醒裝置

安裝規定應以 FMVSS 208 章節 7.3 規定替

代)、靜態煞車、液化石油氣汽車燃料系統檢

驗規定、聲音警告裝置（喇叭）安裝規定、

小型汽車附掛拖車之聯結裝置靜態強度、小

型汽車置放架之靜態強度、速率計、轉向系



 

 

統、電磁相容性、含視野輔助燈之照後鏡、

電動汽車之電氣安全、載運輪椅使用者車輛

規定、低速輔助照明燈、車速限制機能、客

車車外突出限制、氫燃料車輛整車安全防

護、氫儲存系統、氫儲存系統組件 

 
(三)、美規車型申請年度數量限制 

交通部自民國 97 年開放美規車型至國內市場，同時也規範同一申請

者同一年度同車型規格車輛數量上限(如表四)，每年度數量遞減直至 112

年度後，除部分得免符合檢測項目未逾規定數量外，同一申請者同年度同

車型規格僅能申請 75 輛。 

 

表四、同一申請者同一年度同車型規格車輛數量上限 

年度 上限數量 

97 年度 2000 輛 

98 年度 1000 輛 

99 年度 500 輛 

100 年度 300 輛 

101 年度 200 輛 

102 年度至 106 年度 150 輛 



 

 

107 年度至 111 年度 100 輛 

112 年度後 75 輛 

 
四、結論 

自交通部公告「美規車申請少量車輛型式安全審驗補充作業規定」，開

放美規車型進入市場，規範其車型資格限制、檢測符合方式及年度數量限

制，但因美規新車受限於以同型式系列無符合車輛安全檢測基準或聯合國

UN 車輛安全法規之車型車輛為限之資格規定，故近幾年僅以 SIENNA 車型

為主，美規舊車因已是國外領牌使用車輛，故可免除資格確認部分，但仍須

注意檢測符合方式，進口車輛應先確認現行對應之檢測法規；綜觀前幾年美

規車型總量，每年度進口數量概括分析，現行趨勢以雙 B 廠牌舊車為大宗，

且在市場上其市占比持續成長，但也因汽車市場易受經濟環境、法規動態、

車商促銷及新車話題等多重因素所影響，使美規車型近幾年備受討論，依照

現行趨勢來看，明年仍值得關注。 

 

 

 

 

 

 

 

 

 

 



 

 

□環保類特種車輛介紹與適用法規說明     車安中心 黃志全 

一、前言 

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2 條，特種車係指有特種設備供專門用途

而異於一般汽車之車輛，包括吊車、救濟車、消防車、救護車、警備車、憲

警巡邏車、工程車、教練車、身心障礙者用特製車、灑水車、郵車、垃圾車、

清掃車、水肥車、囚車、殯儀館運靈車及經交通部核定之其他車輛。 

特種車輛因具備特種設備而異於一般汽車之車輛，依「道路交通安全規

則」第 3 條，大型特種車為總重量逾三千五百公斤，或全部座位在十座以上

之特種車、小型特種車為總重量在三千五百公斤以下，或全部座位在九座以

下之特種車；特種車輛之用途非常多元化，舉凡專供消防救災的消防車、清

運垃圾的垃圾車、押送囚犯的警備車等，都是特種車輛的其中一種，各式特

種車輛更因其用途不同而有不同之設備及功能。 

中心曾於車安通訊季刊第 106-02 期「特種車輛(消防類)介紹與適用法規

說明」一文中介紹過特種車的定義、較常見的消防特種車輛及其適用法規，

為了讓讀者更瞭解其他類別的特種車及其應對應之相關法規，本文將以環保

類特種車輛為主題，介紹較常見的環保類特種車輛及適用法規。 

 

二、環保類特種車輛介紹 

環保類使用之車輛係指維護環境衛生所使用之車輛，主要有七種(如表

一)，第一種為垃圾車，也是最常見的環保類特種車輛，其主要用途為清運

垃圾，因車身式樣不同而分為密封式垃圾車(如圖一)、傾卸密封式垃圾車(如

圖二)、分離式垃圾車(如圖三)，目前道路上所使用之垃圾車，為避免垃圾飛

散，故其車身式樣多數為密封式。 

 

 

 



 

 

表一、環保類特種車輛及主要特種設備 

分類 名稱 主要特種設備 

環保類 

特種車輛 

垃圾車 密封式車廂、壓縮捲入等設備 

灑水車 儲水容器、灑水等設備 

掃街車 掃盤、真空吸取等設備 

消毒車 扇形鼓風噴霧裝置、儲藥水箱等設備 

清溝車 高壓水幫浦等設備 

水肥車 儲肥罐體、真空幫浦等設備 

流動公廁車 流動廁所等設備 

 

   

圖一、密封式垃圾車 

(資料來源：安全審驗監測照片) 

   

圖二、傾卸密封式垃圾車 

(資料來源：安全審驗監測照片) 



 

 

   

圖三、分離式垃圾車 

(資料來源：安全審驗監測照片) 

 

第二種為灑水車(如圖四)，灑水車主要用於市區道路、大型廠區等地方，

可供洗掃、澆灌路樹、洗街抑制揚塵，以促進美化環境，而必要時，灑水車

亦可提供消毒、運水供消防應急等功能。 

   

圖四、灑水車 

(資料來源：安全審驗監測照片) 

第三種為掃街車(如圖五)，常見的掃街車主要為大型車，依作動原理不

同分為循環真空式及非循環真空式兩種，主要使用於道路、高架橋、機場等

地方，與灑水車之功能差異如下： 

(一)掃街車具備機動性，清掃效果較為顯著。 

(二)掃街車所能清掃的路面範圍較大。 

(三)除了抑制揚塵外亦能清除街道上之垃圾，維護道路兩側景觀。 

 



 

 

    

圖五、真空掃街車 

(資料來源：安全審驗監測照片) 

第四種為消毒車(如圖六)，消毒車設有儲水桶、泵浦等設備，用於各種

公共場所、草坪花圃、高爾夫球場、農田果園、牧場、禽畜養殖場、防疫、

病蟲害防治、殺菌消毒以及除塵降溫等。 

     

圖六、消毒車 

(資料來源：安全審驗監測照片) 

第五種為清溝車(如圖七)，清溝車設有儲運桶、高壓水幫浦、水管捲揚

架，執行吸排汙水、汙泥作業以保持排水暢通，藉此減少雨季時造成市區積

水及淹水之情況發生。 

    

圖七、清溝車 

(資料來源：安全審驗監測照片) 



 

 

第六種為水肥車(如圖八)，水肥車設有儲肥罐體、真空幫浦，真空幫浦

其作用原理與吸塵器類似，以真空幫浦透過管線抽取化糞池之排泄物至儲肥

罐體內。 

    

圖八、水肥車 

(資料來源：安全審驗監測照片) 

第七種為流動公廁車(如圖九)，流動公廁車之車身式樣為廂式，內部設

有儲水槽(清水槽、污水槽)、廁所、排泄物儲存槽。 

    

圖九、流動公廁車  

(資料來源：安全審驗監測照片) 

 

三、環保類特種車輛適用法規說明 

環保類特種車輛適用的法規項目，原則上與一般車輛並無太大差異，如

大型特種(貨)車(垃圾車)即需符合大貨車之法規項目，但仍應確認相關規定

中是否有包含特種車輛之條文，「車輛安全檢測基準」中關於環保類特種車

輛部份如表二所示： 

 



 

 

表二、「車輛安全檢測基準」中關於環保類特種車輛的內容 

法規編號及法規名稱 條文內容 

二、車輛規格規定 

3.5 後懸  

3.5.3 具有特種裝置之特種車及經內政部核定之消

防車不得超過軸距之百分之六十六‧六，但承載客

貨部份不得超過軸距之百分之五十。 

4.1.15 行李廂係指除乘客室和盥洗設備外可供乘

客置放行李之空間。自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一月一日

起，除市區汽車客運、一般公路客運路線班車、校

車及特種車外之甲類大客車應裝設符合下列規定

之行李廂，其他大客車若裝設者亦應符合

4.1.15.1~4.1.15.5 規定。 

八、汽車傾斜穩定度規定 

2.  車高三‧五公尺以上汽車，自中華民國八十九

年一月一日起，其傾斜穩定度，應符合下列規定： 

2.2 空重之一‧二倍大於汽車核定總重量之特種

車，其檢測標準得為三十度。 

七十二、緊急煞車輔助系

統 

1.3 下述車種，得免符合本項「緊急煞車輔助系統」

規定。 

1.3.3 屬甲乙類大客車、N2 及 N3 類之特種車。 

 

另外未在「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正面表列或未經交通部核定的車輛，如

因車輛規格之特殊性、附加有專門用途之特殊設備等，而需請領特種車輛牌

照時，則應由該等車輛所屬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先行研訂所屬特種車輛之特種

設備設置基準後，函報交通部後核定，核定後之特種車輛依其使用目的及其

用途區分為客車類或貨車類(或其他車種類別)，並應依交通部所訂「車輛安

全檢測基準」所對應項目進行檢測、審查(驗)。 

 

 



 

 

四、結語 

為因應特種車輛目前多樣化的使用需求，使得特種車輛之使用更為重要

和頻繁，依據交通部統之機動車輛登記數計(如表三)，中華民國 101 年至 106

年每年均有超過 6 萬輛之特種車辦理登檢領照，另統計今年(107 年)1 至 10

月的特種車登記數亦已超越各年度，可見特種車之需求仍逐年增加，而執勤

人員的能力培養和特種車的定期保養、汰舊換新顯得更加重要，以完美執行

每一項任務。 

表三、機動車輛登記數 

年度     
特種車 

(單位：輛) 

101 年 60,862 

102 年 61,017 

103 年 61,464 

104 年 62,074 

105 年 63,419 

106 年 64,791 

107 年 

(截至 10月) 
65,229 

 (資料來源：http://stat.motc.gov.tw/mocdb/stmain.jsp?sys=100&funid=b33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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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RDW E4驗證品質一致性核驗介紹     車安中心 陳南吉 

一、前言 

RDW 為荷蘭車輛主管機關，主要負責辦理荷蘭車輛相關法規研究、車

輛及零組件驗證、使用中車輛檢驗/召回改正/報廢回收管理，以及駕駛人執

照核發等事宜，車安中心與 RDW 長期以來建立良好交流合作關係，不論在

車輛安全法規、檢測機構認可以及人員的互訪都相當密切與頻繁，且雙方已

於 2012 年 10 月 12 日簽署「歐洲 E/e-mark 驗證品質一致性核驗協議」，依

此合作協議，車安中心對取得 E4 產品之廠商執行品質一致性核驗，以協助

國內業對應歐洲 E4 驗證，並有助縮短產品驗證作業時程。 

   

 

圖一、RDW 來訪討論 COP 核驗事宜合影 

 



 

 

二、E4 品質一致性核驗（Conformity of Production, COP） 

所謂 E4 品質一致性核驗，是指自獲得產品驗證起，廠商需確保生產出

符合法規要求的產品及其生產品質一致性的要求。RDW 或其認可機構（如：

車安中心）依規定對取得 E4 證書之廠商定期執行品質一致性核驗，在完成

品質一致性核驗後，RDW 會核發廠商符合性聲明書（Compliance Statement）， 

並依核驗結果登載有效期限，期限為 1～3 年。E4 產品驗證流程如下圖一所

示。 

 

 

圖一、E4 產品驗證流程圖(資料來源:RDW) 

 

三、E4 品質一致性核驗內容 

有關 RDW 品質一致性核驗主要可分五大部份，第一部分為申請者資

格、第二部分為品質管制之方式、第三部分為 COP 管制程序書、第四部分

為不合格情形之處理方式及第五部分為產品測試確認，其內容說明摘要如下

表一。 

 

 

 

 

 

 

 



 

 

表一、E4 品質一致性核驗說明摘要 

(一) 廠商資訊 

1-1 
廠商基本資訊

（Manufacturer 

information） 

確認核驗申請表及其內容是否為最新資訊？ 

 聯絡人是否變更 

 COP 負責人是否變更 

 工廠之名稱/地址是否變更 

 指令/法規是否適用 

註：廠商應提供核驗申請表 

1-2 
廠商申請項目

（Manufacturer 

subjects） 

確認廠商申請的法規項目 

 核驗申請表的內容是否包含申請的法規項

目 

 ISO 證書的範圍是否包含申請的法規項目 

1-3 
廠商組織

（Manufacturer 

organization） 

確認品質管制相關組織及架構 

註：廠商應提供組織圖影本 

1-4 
登記證明文件

（Business 

Registration） 

 

確認商業登記證明文件是否有效 

A. 名稱 

B. 地址 

C. 範圍 

註：廠商應提供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1-5 
生產地點

（Production 

locations） 

確認工廠廠址是否符合下列事項 

 核驗申請表與工廠證明文件一致性 

 ISO 證書與工廠證明文件一致性 

(二) 品質證書 

2-6 
品質證書 

（Quality 

certification） 

 

確認 ISO 9001 或 IATF 16949 證書是否有效 

A. 名稱 

B. 地址 

C. 範圍 

D. 證書有效期限 

註： 

(1)本項僅適用於取得 ISO 證書的廠商 

(2)若未取得 ISO 證書的廠商，則應提交有效的工

廠檢查報告（FIR） 

(三) 品質管制 

3-7 
品質管制

（Procedures for 

effective control） 

確認相關品質管制系統的運作及管制是否有效 

3-8 
法規管制

（Legislation） 

確認法規是否定期維護更新 

 程序文件是否建立 

 法規取得方式 

 定期更新頻率 



 

 

3-9 
證書管制（Type 

approvals） 

確認所有型式驗證產品證書是否繼續使用 

註：廠商應提供確認情形及清單 

3-10 
設計變更管制

（Design change） 

確認是否建立設計變更程序 

註：廠商應建立設計變更程序，對於變更的產品進

行評估，內容應提到評估是否重新檢測、延伸申

請、通知檢測機構或驗證機構（RDW） 

3-11 
COP 管制計畫

（COP control 

plans, 

specification） 

確認是否建立 COP 管制計畫，COP 管制計畫內容

如下： 

A. 對應項目 

B. 法規編號/版本 

C. COP 測試頻率 

D. COP 測試數量 

E. 誰執行 COP 測試 

F. COP 測試程序 

註： 

(1)所有產品應涵蓋，並對應各法規要求之 COP 檢

測 

(2)應納入品質管理系統，且為品質管理系統的一

部分 

(3)廠商應提供 COP 管制計畫 

3-12 
規格確認（Build 

specification） 

確認產品是否依型式驗證文件及 CoC 證書確認產

品一致性 

 廠商須依型式驗證文件規格生產 E4 驗證產



 

 

品 

 針對整車廠，應檢查與 CoC 證書資訊的一

致性 

3-13 
標示及包裝確認

（Marking and 

packaging） 

確認產品是否依型式驗證文件及規定進行產品標

示及包裝 

 廠商應確保產品的標示及包裝符合型式驗

證文件及規定 

 檢查驗證產品上的標示及相關資訊的正確

性 

 針對整車廠，應確認車輛銘牌與驗證證書資

訊的一致性 

(四) 不合格情形之處理方式 

4-14 
不合格處理（Non 

conformity 

handling） 

確認是否建立不合格品之處置程序 

 程序文件是否建立 

 對不合格品是否加以識別及管制 

 對不合格品發生原因是否進行分析，並採取

矯正預防措施 

4-15 
前次不合格處理

（Non conformity 

handling, previous 

audits） 

確認前次核驗之不符合事項是否已完成改善 

(五) 產品測試及確認 



 

 

5-16 
檢驗設備（Testing 

equipment） 

確認檢驗設備是否依照規定保養與校正 

註：本項僅適用於廠內實驗室執行 COP 測試的廠

商 

5-17 
廠外實驗室

（External testing 

lab） 

確認廠外實驗室的測試能力 

 程序文件是否建立 

 對委外的實驗室是否進行能力的評估（例

如：廠商可提供 ISO  17025 證書佐證） 

註：本項僅適用於委外實驗室執行 COP 測試的廠

商 

5-18 
COP 測試程序

（COP test 

procedures） 

廠商應確保 COP 測試記錄及檢查結果符合法規的

要求 

5-19 
COP 測試報告格

式（COP test report 

format） 

 

確認 COP 測試報告，報告中應包含： 

A. 測試地點（廠外或廠內實驗室） 

B. 測試人員 

C. 測試程序標準 

D. 測試日期 

E. 測試條件 

F. 測試設備 

G. 測試結果 

註：應記錄測試紀錄及檢查結果，其結果的判定應

依照法規 標準要求 



 

 

5-20 
COP 測試及確認

（COP tests 

performed） 

廠商應依 COP 管制計畫執行測試及確認 

5-21 
COP 測試紀錄及

檢查結果（COP 

test and check 

results） 

 

確認 COP 測試紀錄及檢查結果是否適當留存紀錄 

註： 

(1)所有 COP 測試及檢查應進行記錄及評價 

(2)相關 COP 文件及紀錄等資料至少留存 2 次 COP

核驗週期 

5-22 
產品抽樣檢驗

（Sampling 

selection, 

component 

production） 

廠商應建立產品抽樣檢驗比率並執行檢查 

5-23 
現場抽測

（Sampling 

selection, 

inspector） 

稽核員現場抽樣於廠內實驗室進行 COP 測試，測

試時應注意事項： 

 確認測試件是否與型式驗證文件一致 

 執行測試時應依照 COP 測試程序執行 

註： 

(1)本項僅適用於廠內實驗室執行 COP 測試的廠商 

(2)廠商應提供 COP 測試報告 

 

六、結論： 

為協助國內業者對應歐洲 E4 驗證，車安中心自 2012 年與 RDW 簽署「歐

洲 E/e-mark 驗證品質一致性核驗協議」以來，已完成辦理逾 120 家廠商 E4



 

 

品質一致性核驗，並獲 RDW 肯定，在雙方穩固基礎上，車安中心與 RDW

於 2018 年 7 月 5 日簽署交流合作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進一步擴大雙方交流合作關係，亦代表我國在品質一致性核驗制度

上已走向國際化，在兩機構持續且實質之技術交流合作下，將繼續協助我國

業者取得產品驗證，並爭取拓展國際商機。 

      

圖二、車安中心與 RDW 簽署交流合作備忘錄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