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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英文簡寫 MIRDC、以下簡稱本中心）之風場專案驗證服

務以提供風場專案發展、建置、營運、維護之公正、客觀、獨立及符合國際電工委員會風場

專案驗證方案 IEC 61400-22 （現由 IECRE OD-502 取代）及國家標準 CNS 15176-22 之驗證

服務為宗旨。為使新申請者及已申請驗證者充分瞭解本中心風場專案驗證作業之各階段規定

及要求，特編定本文件以利遵循，並配合權責機關或其他特定之需求。風場專案驗證驗證方

案內容將依據需要定期更新，使用者可於本中心網站 (http://www.mirdc.org.tw) 查閱或下載最

新版本使用。  

本中心為一獨立公正驗證機構，對於驗證相關文件草案之審查方法有：公告於本中心網站、

MIRDC 會員網之會員專區進行公開徵詢意見、邀請本中心技術委員或外部專家制訂與／或

審查等，依各類文件性質不同而採用上述必要的審查方式，以廣納各界意見。新文件的發行

與實施事宜亦於本中心網站之專區公告。  

聲明：請尊重本中心智慧財產權，適當使用本中心出版品，未經本中心授權不得於公開場所

發表、拷貝或販售。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高雄總部 

電話：07-3513121     

地址：81160 高雄市楠梓區高楠公路 1001號  

  

台中—智慧暨系統研發服務處 

電話：04-23502169   傳真：04- 23595935 

地址：40768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區 37路 25號    

 

 

 

 

 

 

http://www.mirdc.org.tw/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Metal Industries Research & Development Centre, MIRDC 

7015B-V1_風場專案驗證方案 

文件修訂一覽表 

序號 修訂摘要 日 期 修訂人 核准人 

V0 制定 2020/2/24 陳冊宇 何鎮平 

V1 變更： 

• 前言 7105B改為本文件，新增文件修訂一

覽表及表目錄 

• 統一本文件之用詞，依照改為「依據」、

參考改為「參照」、「驗證評估小組」、

「驗證評估人員」、「驗證評估報告」、

「技術審查委員（會）」、「驗證決定」 

 

新增 1.1. 定義及其描述 

 

新增 1.2. 依據或參照之法規、標準、規範及其

他要求 

 

1.4. 範圍 

• 刪除「控制站」 

 

2.2. 各模組之表「備註」欄刪除建置中之 SIP

文件及更新已完成 SIP文件；表格中之「評估

標準」欄增加「技術」；「技術評估標準」欄

中刪除屬於驗證方案之標準，並增加 DNVGL

對應之技術規範 

 

2.2.3. 整合負載分析評估 

• 表 5備註欄中增加是否進行獨立負載分析

之描述 

 

2.2.12. 專案特性量測 

• 更新「表 14—備註」之 SIP文件共 3份，

有 7L01~7L04 

 

2.3.1. 申請資格 

• 經本中心相關單位改為「經本中心」 

 

2.3.5. 驗證程序 

• 增加「詳細驗證流程依據…」描述 

 

2.4. 驗證人天數 

• (12) 增加「瘟疫…」 

• (13) ISO 3834改為 3834-2，增加「或製

造」 

• 增加「最終依據本中心實際作業…」 

 

2.5.1. 風場專案驗證評估（或監督）人員 

2020/9/24 陳冊宇 

劉家安 

何鎮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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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題改為「評估（或監督）人員」 

• 原內容刪除，並改為「詳如風場專案驗證

人員章節描述及定義。」 

 

2.7.1. 驗證編號 

• 增加「本文件末…」敘述 

 

2.12. 公開出版品： 

• 改為「2.12. 公開出版品」 

• 尚未上傳完成風場專案驗證公開資訊，刪

除(1) 本中心申請風場… 

• 增加(5) 本中心公開出版品涵蓋文件…及表 

17 

 

2.9. 驗證方案轉換 

• 增加「驗證方案轉換可能影響本中心…」

描述 

 

2.13. 抱怨及 2.14. 申訴 

• (2) 服務窗口由本中心高雄窗口改為台中窗

口 

 

3.2.2. 提出申請 

• 增加「本中心可能安排初訪…」敘述 

 

3.2.3. 申請確認 

• 增加「風場專案驗證範圍確認」 

 

標題 3.3.1. 驗證評估計畫改為「驗證計畫」 

• 驗證模組改為驗證流程 

• 必須遵照改為參考 

• 增加「詳細內容依據…」 

 

3.3.2. 風場專案驗證人員 

• 標題及內容之驗證評估人員改為「驗證人

員」 

• 內容之驗證評估改為「驗證」 

• 驗證行政秘書增加「及行政人員」 

• 增加「驗證執行幹事」及其職掌 

• 驗證小組組長改為「小組長」 

• 外部專家改為「外部技術專家」 

 

3.3.3.2. 風力機或其零組件型式驗證證書 

• (2) 「風場專案驗證機構」改為「風力機型

式及零組件驗證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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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 實驗室測試或量測報告 

• 測試或校正改為「測試或量測」 

• 增加「至少但不限於」 

 

3.3.3.5.及 3.3.3.6. 修改「委託之廠商（及其分包

商）…」敘述 

• 增加「至少但不限於」 

• 3.3.3.6, (2) ISO 3834改為 ISO 3834-2 

 

3.3.5. 不符合事項及矯正 

• 增加「申請者應矯正上述不符合事項」 

 

3.3.6. 未解決事項 

• 增加「上述兩類…」描述 

• 審查改為「技術審查」 

• 決定改為「驗證決定」 

• 增加「若風場及其…」、「或符合性」並調

整第二段描述 

 

3.5. 驗證決定作業 

• (5) 增加「申請者」得重新申請驗證 

 

3.6. 驗證評估報告、驗證證書或符合性聲明之

核發 

•  (5) 增加「申請者」得重新申請驗證 

 

3.6.1.～3.6.2. 

• 風場專案驗證審核改為「技術審查」 

• 刪除「驗證執行幹事以上主管」改為「驗

證執行幹事」 

• 增加「驗證方案和版本」 

• 「驗證依據」改為「驗證根據之報告…」 

• 刪除「次頁登載」 

 

3.6.3. 符合性聲明書之核發 

• 增加及「臨時符合性聲明」 

• 增加「驗證方案及其版本、…」、「、

（因未解決…）驗證…」 

 

3.7.1. 證書有效期屆滿的延展更新 

• 增加「並辦理證書延展之…」敘述 

 

4.1.2. 驗證證書有效性的維持 

• (2) …最多 5年內由本中心…描述改為「本

中心驗證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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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風場運轉及維護監督報告及符合性聲明的

核發 

• 「運轉和維護監督驗證報告」改為「運轉

和維護監督報告」 

• 刪除「報告有效期間為 1年」 

 

5.2. 依據文件 

• 新增 1102B_產品驗證品質手冊 

 

附件一 

• 流程圖格式更新，涵蓋權責方、權責事項

及職稱 

 

附件二 

• 模組流程圖內之符合性聲明及證書增加

「（臨時）」 

 

附件三： 

• 增加「在中華民國大陸礁層舖設維護變更

海底電纜或管道之路線劃定許可辦法、再

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用戶用電

設備檢驗辦法、電業設備安全保護設施裝

置管理辦法、電業設備檢驗維護辦法、用

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發電設備裝置規

則、輸配電設備裝置規則」 

• 刪除「勞動基準法、工廠管理輔導法、職

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營造業法、勞動檢查

法、全民健康保險法、就業保險法、海商

法、海洋汙染防治法、空氣汙染防制法、

動物保護法、野生動物保護法、國有財產

法、漁業法、農業法、票券金融管理法、

金融控股公司法、金融機構合併法、保險

法、船員法、民用航空法、商港法」 

 

刪除附件四 

 

附件 證書及符合性聲明範本增加「臨時證

書」及「臨時符合性聲明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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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部分 方案簡介 

1.1. 定義 

本文件之特定詞彙定義係依據「依據文件」各文獻定義之中英文，請自行取得該文件並

詳參其詞彙定義。若依據文件中文詞彙可能發生衝突時，由該詞彙之英文定義解釋之。 

本文件所稱之驗證活動涵蓋「驗證評估」及「驗證監督」，若文中提及「驗證評估」則

可視情形替換為「驗證監督」，視風場專案驗證特定模組而產生驗證活動之差異。 

本文件所稱之驗證人員涵蓋「驗證評估人員」及「驗證監督人員」，若文中提及「驗證

評估人員」則可視情形替換為「驗證監督人員」，視風場專案驗證特定模組而產生驗證

人員之差異。 

 

1.2. 依據或參照之法規、標準、規範及額外要求 

若本文件所述之內容、遞交物或申請者繳交給本中心之文件列出依據或參照規範、標準、

法規及額外要求之特定版次或特定年份，則必須由本中心及申請者雙方遵守該特定版次

或特定年份；本文件所述之內容、遞交物或申請者繳交給本中心之文件若無描述規範、

標準、法規及額外要求之特定版次或年份，皆以發行之最新版本或版次為依據或參照。 

風場開發、建造及運轉的額外要求如：國家和地方法規、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航港

相關法規、飛航安全相關法規、環境保護相關法規、國有財產／國土相關法規、農／漁

業相關法規、金融／銀行相關法規、保險相關法規…等。前述之相關法規除依母法要求，

其引申之相關子法亦須遵守。 

 

1.3. 目的  

本文件為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Metal Industries of Research & Development 

Centre, 簡寫 MIRDC，以下簡稱本中心）據以實施及執行「風場專案驗證」，俾順利進

行客戶申請以及維持風場專案驗證等業務。 

透過本中心之風場專案驗證及其要求，建立一符合性之風險評估的程序規則及方法，就

特定風場專案全生命週期（Life Cycle Assessment, LCA）各階段，查證、確認及瞭解其

是否符合相關國內外法令規範、技術標準及其他協議等規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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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同時也是風場開發相關機構、風力機製造商、協力廠商、認同驗證使用者和國內

外主管機關瞭解與信賴本中心驗證服務的重要指標。  

 

1.4. 範圍 

本文件適用於本中心風場專案驗證服務，此服務範圍涵蓋陸域及離岸風場風力機（固定

式）、風力機支撐結構以及風場其他裝置（含變電站及電纜）之第三方符合性評鑑。依

據 IEC 61400-22、IECRE OD-502及 CNS 15176-22專案驗證模組將風場開發生命週期分

類，涵蓋如下列所示： 

(1) 場址條件評估(Site condition evaluation)、 

(2) 設計基礎評估(Design basis evaluation)、 

(3) 風力機（含轉子機艙總成）設計評估(Wind turbine w/ RNA design evaluation)、 

(4) 風力機支撐結構設計評估(Support structure design evaluation)、 

(5) 其他裝置設計評估，含變電站和電纜(Other installation w/ substation, cable design 

evaluation)、 

(6) 風力機（含轉子機艙總成）製造監督(Wind turbine w/ RNA manufacture surveillance)、 

(7) 風力機支撐結構製造監督(Support structure manufacture surveillance)、 

(8) 其他裝置製造監督，含變電站和電纜(Other installation w/ substation, cable manufacture 

surveillance)、 

(9) 運輸與安裝監督(Transportation and installation surveillance)、 

(10) 試運轉監督(Commissioning surveillance)、 

(11) 專案特性量測(Project characteristic measurement)、 

(12) 最終評估(Final evaluation)以及、 

(13) 運轉與維護監督(Operation & maintenance surveillance)。 

 

本文件驗證範圍亦涵蓋DNVGL-SE-0073及DNVGL-SE-0190的風力機、電纜及變電站，

驗證方案選擇將依申請者條件而不同，表 1 為專案驗證方案模組對照。 

表 1_專案驗證方案對照表 

IEC 61400-22 

IECRE OD-502 

CNS 15176-22 

DNVGL-SE-0073 DNVGL-SE-0190 

場址條件評估 設計基礎 設計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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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基礎評估 

整合負載分析 設計： 

風力機 

變電站 

電纜 

設計： 

風力機 

變電站 

電纜 

風力機機艙轉子總成

設計評估 

風力機支撐結構評估 

其他裝置設計評估： 

變電站（離岸／陸

上）、電纜 

風力機機艙轉子總成

製造監督 

製造： 

風力機 

變電站 

電纜 

製造： 

風力機 

變電站 

電纜 

風力機支撐結構製造

監督 

其他裝置製造監督： 

變電站（離岸／陸

上）、電纜 

運輸與安裝監督 運輸與安裝 運輸與安裝 

試運轉監督 試運轉 試運轉 

專案特性量測 專案特性量測及 

最終評估 

專案特性量測及 

最終評估 最終評估 

運轉與維護監督 營運 營運 

 

1.5. 本中心簡介 

1.5.1. 設立依據 

本中心原名「金屬工業發展中心」，於 1963年 10月 25日依據我國政府與聯合國特別基

金會及國際勞工局會同訂立「金屬工業發展計畫」所成立，以促進我國金屬工業之成長

與發展，為一非營利之財團法人。 

為加強研發技術，特於 1993年 5月 1日起，更名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賡續促進國

內金屬及其相關工業升級，使其具備國際市場良好之競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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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法律基礎 

依據中華民國法令，本會於 2003年 9月取得台北地方法院核發之財團法人登記證，完成

財團法人登記。「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發展中心捐助章程」為本中心運作之最高基本原則

與依據。 

 

1.5.3. 業務範圍 

本中心涵蓋金屬及其加工工業和相關產品之生產技術、管理推銷、工廠管理、製程改善、

設計製造、委託代工、檢測驗證、人才培訓的諮詢服務、調查分析、前瞻研究、科技研

發與發展事宜，引領產業創造價值。 

 

1.5.4. 經費來源 

本中心運作所需經費來源，包含： 

（1） 自政府單位委辦計畫及補助計畫之收入。 

（2） 自辦之檢測、委託技術開發、產品設計等工業服務收入。 

（3） 辦理科技專案之技術移轉、專利授權及政府委辦計畫的配合款收入。 

（4） 基金之孳息、其他與執行業務有關之收入等。 

 

1.5.5. 組織架構 

本中心組織架構可於本中心網站 （http://ww.mirdc.org.tw） 查閱，點選上列標籤「中心

簡介」，以下圖 1及圖 2為本中心組織圖及地區分支圖。 

 

http://ww.mird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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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_本中心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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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_本中心機構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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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本中心標章 

本中心標章使用要求規範於「1102B-TI-SOP-0402_風場專案符合性文件及其標誌管理作

業說明」。本中心註冊標章如圖 3所示： 

 

 

圖 3_本中心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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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部分 風場專案驗證方案說明  

2.1. 驗證範圍  

本中心風場專案驗證服務，此服務涵蓋安裝於陸上及離岸風場之風力機及支撐結構設計，

以及運輸、安裝、試運轉、運轉與維護等程序，其安全、可靠度、性能、測試及與電網

之互動等符合性評估。其區分計有 3個驗證階段、14個技術模組，如下表 2中所示。 

 

表 2_風場專案驗證範圍及其模組 

驗證範圍 設計階段 生產安裝階段 運轉階段 

評估模組 

• 場址條件評估 

• 設計基礎評估 

• 整合負載分析評估 

• 特定場址之風力機（含

RNA）設計評估 

• 支撐結構設計評估 

• 其它裝置設計評估 

• 風力機（含 RNA） 

製造監督 

• 支撐結構製造監督 

• 其它裝置製造監督 

• 運輸及安裝監督 

• 試運轉監督 

• 專案特性量測 

• 最終評估 

• 運轉與維護監督 

備 註 

• 不限制任何型式或尺寸之風力機建成之風場。 

• RNA (rotor nacelle assembly)：係指風力機中由支撐結構承載之部分，定義

為「轉子／機艙總成」。 

 

2.2. 技術模組 

2.2.1. 場址條件評估 

(1) 目的：為查驗特定場址之環境（含風況及海況）、電力、土壤特性以及其他環境條

件是否符合標準。 

(2) 評估項目及其標準要求，如表 3所示。 

 

表 3_場址條件評估項目及其標準要求 

評估目標 陸域場址 離岸場址 

評估項目 

• 風力條件 

• 地震條件 

• 電網條件 

• 大地工程條件 

• 其他環境條件 

• 風力條件 

• 地震條件 

• 電網條件 

• 大地工程條件 

• 其他環境條件 

• 海洋條件 

• 風浪平靜期間及因天氣因素停工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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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評估

標 準 

• CNS 15176-1、IEC 61400-1 

• DNVGL-ST-0437 

• CNS 15176-1、CNS 15176-3、IEC 

61400-1、IEC 61400-3-1 

• DNVGL-ST-0437 

備 註 

詳細驗證工作依據本中心下列文件： 

• 1102B-TI-SIP-7A01_場址條件評估—風力條件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A02_場址條件評估—地工條件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A03_場址條件評估—地震條件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A04_場址條件評估—海洋條件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A05_場址條件評估—其他條件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A06_場址條件評估—土壤測試作業說明 

 

2.2.2. 設計基礎評估 

(1) 目的：查證設計基礎是否已適當記錄，且安全設計及專案執行是否符合標準。 

(2) 評估項目及其標準要求，如表 4所示。 

 

表 4_設計基礎評估及其標準要求 

評估項目 

• 外部條件之設計參數 

• 設計方法及原則、 

• 構成專案基礎之法規與標準 

• 風力機型式、主要規格或型式驗證證書並指明差異 

• 支撐結構概念 

• 製造、運輸、安裝及試運轉之相關計畫 

• 運轉及維護相關計畫 

• 電網併聯相關計畫 

• 其他相關法令及計畫要求 

技術評估

標 準 

• CNS 15176-1、CNS 15176-3、IEC 61400-1、IEC 61400-3-1 

• DNVGL-ST-0437、DNVGL-ST-0126、DNVGL-ST-0361、DNVGL-ST-0076、

DNVGL-ST-0145、DNVGL-ST-0359 

備 註 
詳細驗證工作依據本中心下列文件： 

• 1102B-TI-SIP-7B01_設計基礎評估作業說明 

 

2.2.3. 整合負載分析評估 

(1) 目的：查證場址特定負載及對整合風力機結構之負載效應，包含轉子機艙總成及支

撐結構與支撐土壤等，是否符合標準及設計基礎。 

(2) 評估項目及其標準要求，如表 5所示。 

 

表 5_整合負載分析評估及其標準要求 

評估項目 • 外部條件與設計狀況之組合 

• 對應之部分負載安全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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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算方法 

• 參照場址條件和風力機運轉／安全系統定義之設計驅使負載狀況 

• 場址特定負載及型式驗證證書假設負載間之差異 

技術評估

標 準 

• CNS 15176-1、CNS 15176-3、IEC 61400-1、IEC 61400-3-1 

• DNVGL-ST-0437、DNVGL-ST-0126 

備 註 

詳細驗證工作依據本中心下列文件： 

• 1102B-TI-SIP-7C01_整合負載分析評估作業說明 

• 申請者若選用之 DNVGL-SE-0073或 DNVGL-SE-0190驗證方案，經前述方案

要求，除文件審查亦須進行獨立負載分析(Independent load analyses)，本中心

將抽樣特定設計負載狀況(DLC)和特定結構進行獨立負載分析，申請者應配

合本中心提供相關軟體檔案及參數供本中心驗證評估人員作業。 

• 申請者若選用 IEC 61400-22、CNS 15176-22或 IECRE OD-502，本中心僅對申

請者之整合負載分析內容進行文件審查，申請者應配合本中心提供相關軟體

檔案及參數供本中心驗證評估人員作業 

 

2.2.4. 特定場址之風力機（含 RNA）設計評估 

(1) 目的：查證特定場址之風力機的設計是否符合標準、設計基礎，也必須符合申請者

要求。 

(2) 評估項目及其標準要求，如表 6所示。 

 

表 6_特定場址之風力機（含 RNA）設計評估及其標準要求 

評估項目 
• 特定場址風力機負載計算 

• 對風力機評估計算 

技術評估

標 準 

• CNS 15176-1、CNS 15176-3、IEC 61400-1、IEC 61400-3-1、IEC 61400-4、

IEC 61400-13、IEC 61400-23、IEC 61400-24 

• DNVGL-ST-0437、DNVGL-ST-0126、DNVGL-ST-0361、DNVGL-ST-0376、

DNVGL-ST-0076、DNVGL-ST-0054、DNVGL-ST-0438 

備 註 

對場址特定支撐結構設計評估，內容範圍僅包含轉子／機艙總成（RNA）。詳

細驗證工作依據本中心下列文件： 

• 1102B-TI-SIP-7D01_風力機設計評估－一般風機描述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D02_風力機設計評估－設計程序管制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D03_風力機設計評估－控制保護系統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D04_風力機設計評估－負載與負載狀況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D05_風力機設計評估－葉片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D06_風力機設計評估－機械與結構零組件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D07_風力機設計評估－鼻錐罩與機艙罩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D08_風力機設計評估－動力鏈測試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D09_設計評估－製造過程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D10_設計評估－運輸過程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D11_設計評估－安裝過程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D12_設計評估－運轉與維護作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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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2B-TI-SIP-7D13_設計評估－人員安全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D14_設計評估－旋轉電機組件作業說明 

 

2.2.5. 支撐結構設計評估 

(1) 目的：查證場址特定支撐結構（塔架、附屬結構及基座）設計是否符合取得認可之

設計基礎及其中列出之標準，也必須符合申請者要求。 

(2) 評估項目及其標準要求，如表 7所示。 

 

表 7_支撐結構設計評估及其標準要求 

評估項目 

• 整合負載分析結果之支撐結構設計評估 

• 支撐結構勁度及阻尼的計算值 

• 依設計基礎進行之大地工程設計文件評估 

• 支撐結構之設計文件評估 

• 製造、運輸、安裝及維護等計畫評估 

• 腐蝕防護系統評估 

技術評估

標 準 

• CNS 15176-1、CNS 15176-3、IEC 61400-1、IEC 61400-3-1 

• DNVGL-ST-0437、DNVGL-ST-0126、DNVGL-ST-0054、DNVGL-OS-C401 

備 註 

支撐結構設計評估項目，包含支撐結構、環境條件及大地工程。僅針對最後安裝

（永久性）之支撐結構整合性進行評估。詳細驗證工作依據本中心下列文件： 

• 1102B-TI-SIP-7E01_支撐結構設計評估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D09_設計評估－製造過程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D10_設計評估－運輸過程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D11_設計評估－安裝過程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D12_設計評估－運轉與維護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D13_設計評估－人員安全作業說明 

 

2.2.6. 其他裝置設計評估 

(1) 目的：查證場址特定其他裝置，涵蓋（陸上／離岸）變電站及其支撐結構、電纜、

變壓器、電力轉換器、開關裝置、以及控制站…等電氣及電機設計是否符合取得認

可之設計基礎及其中列出之標準，也必須符合申請者要求。 

(2) 評估項目及其標準要求，如表 8所示。 

 

表 8_其他裝置設計評估及其標準要求 

評估項目 

• 其他裝置設計文件評估 

• 若相關，評估關於整合負載分析結果的其他裝置設計 

• 若相關，依據設計基礎之結果評估大地工程設計 

• 製造、運輸、安裝及維護等計畫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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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腐蝕防護系統評估 

技術評估

標 準 

• CNS 15176-1、CNS 15176-3、IEC 61400-1、IEC 61400-3-1 

• DNVGL-ST-0437、DNVGL-ST-0145、DNVGL-ST-0359、DNVGL-OS-C401 

備 註 

其他裝置設計評估項目，包含頂部設施及其支撐結構設計及大地工程。詳細驗證

工作依據本中心下列文件： 

• 1102B-TI-SIP-7F01_其他裝置設計評估－電機組件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F02_其他裝置設計評估－電纜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F03_其他裝置設計評估－離岸變電站支撐結構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D09_設計評估－製造過程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D10_設計評估－運輸過程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D11_設計評估－安裝過程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D12_設計評估－運轉與維護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D13_設計評估－人員安全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D14_設計評估－旋轉電機組件作業說明 

 

2.2.7. 風力機（含 RNA）製造監督 

(1) 目的：查證特定風場專案採用之風力機，是否依據符合經認可之設計進行製造，並

符合所要求之品質。 

(2) 監督項目及其標準要求，如表 9所示。 

 

表 9_風力機（含 RNA）製造監督及其標準要求 

監督項目 

• 設計評估中所認定之重要項目／過程 

• 系列生產之測試計畫／程序 

• 圖面及規格取得認可之設計文件 

• 來自原型試驗之細節 

技術監督

標 準 

• CNS 15176-1、CNS 15176-3、IEC 61400-1、IEC 61400-3-1 

• DNVGL-ST-0361、DNVGL-ST-0376、DNVGL-ST-0076、DNVGL-ST-0054 

• 經驗證之風力機製造手冊 

• 經驗證之設計基礎評估及設計評估要求 

備 註 

專案中所有風力機型式檢驗及稽核工作範圍，將個別接受監督。詳細驗證工作

依據本中心下列文件： 

• 1102B-TI-SIP-7G01_風力機製造監督—齒輪箱文件查核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G02_風力機製造監督—齒輪箱稽核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G03_風力機製造監督—齒輪箱檢驗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G04_風力機製造監督—發電機文件查核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G05_風力機製造監督—發電機稽核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G06_風力機製造監督—發電機檢驗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G07_風力機製造監督—軸承文件查核作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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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2B-TI-SIP-7G08_風力機製造監督—軸承稽核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G09_風力機製造監督—軸承檢驗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G10_風力機製造監督—金屬材料文件查核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G11_風力機製造監督—金屬材料稽核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G12_風力機製造監督—金屬材料檢驗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G13_風力機製造監督—葉片文件查核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G14_風力機製造監督—葉片稽核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G15_風力機製造監督—葉片檢驗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G16_風力機製造監督—螺栓組文件查核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G17_風力機製造監督—螺栓組稽核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G18_風力機製造監督—螺栓組檢驗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G19_風力機製造監督—機艙組總成文件查核作業說 

• 1102B-TI-SIP-7G20_風力機製造監督—機艙組總成稽核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G21_風力機製造監督—機艙組總成檢驗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G22_風力機製造監督—輪轂總成文件查核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G23_風力機製造監督—輪轂總成稽核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G24_風力機製造監督—輪轂總成檢驗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G25_風力機製造監督—旋轉電機文件查核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G26_風力機製造監督—旋轉電機稽核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G27_風力機製造監督—旋轉電機檢驗作業說明 

 

2.2.8. 支撐結構製造監督 

(1) 目的：查證支撐結構是否依據符合經認可之設計進行製造，且品質符合要求。 

(2) 評估項目及其標準要求，如表 10所示。 

 

表 10_支撐結構製造監督及其標準要求 

監督項目 

• 鋼板製造過程 

• 主要負載承受鋼結構之製造過程 

• 輔助鋼鐵結構之製造過程 

• 混凝土結構建造過程 

技術監督

標準 

• CNS 15176-1、CNS 15176-3、IEC 61400-1、IEC 61400-3-1 

• DNVGL-OS-C401、DNVGL-ST-0126、DNVGL-ST-0054 

• 經驗證之支撐結構製造手冊 

• 經驗證之設計基礎評估及設計評估要求 

備 註 

專案中支持結構檢驗及稽核工作範圍將個別接受監督。詳細驗證

工作依據本中心下列文件： 

• 1102B-TI-SIP-7H01_支撐結構製造監督—文件查核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H02_支撐結構製造監督—稽核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H03_支撐結構製造監督—檢驗作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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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 其他裝置製造監督 

(3) 目的：查證其他裝置是否依據符合經認可之設計進行製造，且品質符合要求。 

(4) 評估項目及其標準要求，如表 11所示。 

表 11_其他裝置製造監督及其標準要求 

監督項目 
• 其他裝置設計評估中識別之關鍵項目或製造過程 

• 有關生產測試計畫或程序 

• 依據已核可之設計文件，如：工程圖及規格，進行監督 

技術監督

標準 

• CNS 15176-1、CNS 15176-3、IEC 61400-1、IEC 61400-3-1  

• DNVGL-OS-C401、DNVGL-ST-0145、DNVGL-ST-0359 

• 經驗證之其他裝置製造手冊 

• 經驗證之設計基礎評估及設計評估要求 

備 註 

風場專案中支撐結構檢驗及稽核工作範圍將個別接受監督。詳細

驗證工作依據本中心下列文件： 

• 1102B-TI-SIP-7I01_其他裝置製造監督—電機組件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I02_其他裝置製造監督—電纜作業說明 

 

2.2.10. 運輸和安裝監督 

(1) 目的：查證是否符合設計基礎評估、整合負載分析評估以及設計評估之要求，並查

證風力機組件與輔助系統在運輸及安裝過程中承受之負載不超過設計範圍， 並可偵

測運輸及／或處理時可能發生之損壞。 

(2) 評估項目及其標準要求，如表 12所示。 

 

表 12_運輸及安裝監督評估及其標準要求 

監督項目 • 風力機及其支撐結構、其他裝置之運輸及安裝過程 

技術監督

標 準 

• CNS 15176-1、CNS 15176-3、IEC 61400-1、IEC 61400-3-1 

• DNVGL-ST-0054、DNVGL-ST-0145、DNVGL-ST-0359 

• 經驗證之運輸及安裝手冊 

• 經驗證之設計基礎評估及設計評估要求 

備 註 

對離岸風場專案而言，監督項目包括：海上運輸監控、運輸及安裝

過程對於可接受天氣條件之符合性，以及支撐結構、風力機和其他

裝置安裝程序。詳細驗證工作依據本中心下列文件： 

• 1102B-TI-SIP-7J01_運輸監督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J02_安裝監督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J03_運輸與安裝監督—電纜作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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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 試運轉監督 

(1) 目的：查證安裝於特定場址的特定專案中之風力機試運轉時，是否符合設計文件中

之相關手冊記載之性能。 

(2) 監督項目及其標準要求，如表 13所示。 

 

表 13_試運轉監督及其標準要求 

監督項目 
• 製造廠商提供之試運轉說明之適當性 

• 試運轉過程遵守製造廠商提供之說明 

• 最終試運轉報告完整 

技術監督

標 準 

• CNS 15176-1、CNS 15176-3、IEC 61400-1、IEC 61400-3-1 

• 經驗證之風力機試運轉手冊、離岸變電站試運轉手冊、電纜等試運轉

手冊 

• 經驗證之設計基礎評估及設計評估要求 

備 註 

專案中將見證至少一具風力機之試運轉過程，每多 50 具風力機需再多

觀察 1 具。若一風場分為多個風力機群，每一群則需見證至少 1 具風力

機之試運轉過程。詳細驗證工作依據本中心下列文件： 

• 1102B-TI-SIP-7K01_試運轉監督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K02_試運轉監督—變電站目視確認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K03_試運轉監督—風力機電網脫離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K04_試運轉監督—變電站緊急照明系統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K05_試運轉監督—變電站緊急電源系統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K06_試運轉監督—風力機偏航系統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K07_試運轉監督—風力機啟停機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K08_試運轉監督—風力機整機目視確認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K09_試運轉監督—風力機緊急停機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K10_試運轉監督—風力機葉片轉距系統作業說明 

 

2.2.12. 專案特性量測 

(1) 目的：查證位於特定地點之特定風力機或風力機計畫的性能相關特性符合性。 

(2) 量測項目及其標準要求，如表 14所示。 

 

表 14_專案特性量測及其標準要求 

量測項目 

• 電網規範之電網併聯相容性 

• 功率性能 

• 噪音查證 

技術量測

標 準 

• CNS 15176-1、CNS 15176-3、IEC 61400-1、IEC 61400-3-1、IEC 61400-

11、IEC 61400-12、IEC 61400-21 

• 經驗證之特定型式風力機、設計基礎評估及設計評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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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註 

詳細驗證工作依據本中心下列文件： 

• 1102B-TI-SIP-7L01_專案特性量測—噪音量測之設備確認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L02_專案特性量測—噪音量測之聲學量測確認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L03_專案特性量測—噪音量測之非聲學量測確認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L04_專案特性量測—功率性能量測之儀器管理作業說明 

 

2.2.13. 最終評估 

(1) 目的：為提供專案驗證證書中所有執行機構參與評估元件結果之文件。 

(2) 評估項目及其標準要求，如表 15所示。 

表 15_最終評估及其標準要求 

評估項目 

• 專案驗證證書中所有支援產品及專案文件之引用清單 

• 專案驗證模組未解決事項核發之所有符合性聲明的報告 

評估標準 • 依據選定驗證方案及本中心之風場專案驗證相關要求 

備 註 

依評估報告及符合性聲明之完整性及正確性的最終評估結

果，核發專案驗證證書。詳細驗證工作依據本中心下列文

件： 

• 1102B-TI-SIP-7M01_最終評估作業說明 

 

2.2.14. 運轉與維護監督 

1. 目的：查證位於特定地點之特定風力機安裝或風力機計畫，在運轉及維護方面是否

符合包含於設計文件中之相關手冊。 

2. 評估項目及其標準要求，如表 16所示。 

 

表 16_運轉與維護監督及其標準要求 

監督項目 

• 維護工作執行情形 

• 管制設定檢查 

• 維修、修改及更換（RMR）工作執行情形 

技術監督

標 準 

• CNS 15176-1、CNS 15176-3、IEC 61400-1、IEC 61400-3-1 

•  DNVGL-ST-0126、DNVGL-ST-0145、DNVGL-ST-0359 

• 經驗證之風力機運轉與維護手冊、離岸變電站運轉與維護手冊、

電纜等運轉與維護手冊 

• 經驗證之設計基礎評估及設計評估要求 

備 註 

依據申請者及本中心間之協議定期執行。詳細驗證工作依據本中

心下列文件： 

• 1102B-TI-SIP-7N01_運轉與維護監督—一般運轉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N02_運轉與維護監督—一般維護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N04_運轉與維護監督—葉片維護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N06_運轉與維護監督—旋角系統維護作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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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2B-TI-SIP-7N08_運轉與維護監督—偏航系統維護作業說明 

• 1102B-TI-SIP-7N12_運轉與維護監督—塔柱維護作業說明 

 

2.3. 風場專案驗證申請資格及要求 

2.3.1. 申請資格 

申請風場專案驗證之合法實體，例如：政府機構、依公司法設立辦理相關業務之公司、

或辦理相關業務之財團或社團法人等。 

經本中心驗證窗口審查，同意申請者或客戶之申請再與本中心簽訂合約。 

 

2.3.2. 應檢具申請資格證明文件 

申請風場專案驗證之申請者，應檢具下列文件，向本中心申請之： 

(1) 政府機關：檢具申請書及申請公文。  

(2) 依中華民國公司法設立相關業務之公司：檢具申請書、公司最近一年內繳稅紀錄及

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3) 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檢具申請書及法人登記證書影本、最近一年內繳稅紀錄及法

人章程影本等相關證明文件。  

(4) 其他合法實體：檢具申請書、最近一年繳稅證明及法定實體之證明文件。 

(5) 自然人：檢具身分證影本、最近一年繳稅證明及風場開發相關不動產產權證明。 

本中心驗證人員將視情形納入我國政府權責機關發出之「風場開發許可」為申請文件。 

 

2.3.3. 應檢具風場專案驗證文件資料 

為使風場專案驗證過程更為順利，應交付所有相關文件資料： 

(1) 必須具備完整性及自我解釋性，其內容應達到相對應標準及規範要求。 

(2) 應以風場專案驗證程序訂定主題及其內容，和使用邏輯性序列表達，例如：文件標

題以清楚字眼標示何種專案驗證模組，如：場址條件評估、設計基礎評估、整合負

載分析評估、設計評估…等。 

(3) 必須明訂標題、報告編號、頁碼、日期、修訂版本及修訂追蹤、申請者完整名稱、

作者、核准者、目錄、名詞解釋、縮寫解釋、參照標準／規範／法規／要求等。 

(4) 文件內容必須至少以中文表達，除非申請者與本中心另訂其他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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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驗證協議 

本中心以第三方立場對申請者或客戶執行專案驗證服務，提供申請者一獨立評估及查證

風場開發過程符合特定標準及需求之服務。此服務涉及風場專案驗證相關文件、合約以

及協議書等，申請者將提供本中心指定之風場專案驗證相關文件予以本中心進行查證及

審核。 

所有風場專案驗證活動相關遞交物、文件、表單、證書及報告等皆以合約訂立，本中心

指定之風場專案驗證相關文件依據「1102B-TI-SOP-0405_風場專案驗證申請手冊」規定

辦理。於專案驗證期間，本中心與申請者互動及交流方式透過會議／訪談、紙本或電子

化方式交付檔案（電子郵件／雲端共享／記憶磁碟）、電話或視訊、訪廠檢驗／測試／

查驗、現場檢驗／測試／查驗以及現場監督等。 

每一風場專案驗證模組期間牽涉之驗證活動，本中心皆依據本文件規範之驗證方案進行。

本中心及申請者雙方於專案驗證開始前須共同詳細討論所有風場專案驗證活動內容，並

訂立於合約或協議中。 

 

2.3.5. 驗證程序 

如本文件之第三部分 風場專案驗證作業說明。詳細驗證流程依據本中心文件「1102B-

TI-SOP-0405_風場專案驗證申請手冊」。 

 

2.4. 驗證人天數 

本中心進行風場專案驗證工作內容涵蓋各驗證模組之評估和定期監督等，將參考下列因

素決定驗證評估人天數： 

(1) 申請風場規模，如：總發電功率、總風力機數、場址面積等； 

(2) 驗證工作交通方式，如：船舶出入、直升機出入或其他方式等； 

(3) 驗證工作場所所在地，如：國內或國外、海上或陸上等； 

(4) 工作場所進出難易度； 

(5) 驗證人員人數； 

(6) 驗證事前準備； 

(7) 前次評估之結果參考； 

(8) 特定方案要求； 

(9) 技術複雜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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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風險程度； 

(11) 利害關係者影響，如：政府機構要求、海運／陸運／空運不確定性； 

(12) 不可抗力因素，如：天災、動亂、罷工、瘟疫…等； 

(13) 申請者委託無取得 ISO/IEC 17020、ISO/IEC 17025、ISO/IEC 17065、ISO 9001 或

ISO 3834-2等認證資格之組織機構進行測試、檢驗、稽核、驗證或製造時，須由本

中心增加額外工作時數評估其能力； 

(14) 申請者遞交本中心之文件（如品質手冊、作業程序書、工作說明書或相當之文件）

部分非中文，或其相關驗證行政管理作業、驗證稽核報告、紀錄等非全部使用中

文者，驗證工作時數得再增加。 

以上僅列出影響驗證評估工作人天數之因素，詳細工作人天數及費用需依據「1102B-TI-

SOP-0403_風場專案驗證收費及繳費方式」估算，並且由本中心驗證人員與申請者洽談

決議後訂定預估收費，最終依據本中心實際作業人天數計算實際費用。 

風場專案驗證不確定因素及風險極具多樣，本中心驗證人員將與申請者先行共同鑑別風

險、評估不確定性後才可決定最終價格。 

 

2.5. 驗證人力資源 

2.5.1. 風場專案驗證評估人員 

詳如風場專案驗證人員章節描述及定義。 

  

2.5.2. 風場專案驗證評估委外 

本中心考量能力、風場專案驗證業務量或其他營運因素，可能將驗證評估工作部分委外。

驗證評估工作委外管理內容，包含客戶同意、風場專案驗證下包商能力、資格等，將依

循本中心委外規定「1102B-TI-SOP-0501_風場專案驗證人員適任性評估作業說明」、

「1102B-TI-SOP-0601_風場專案驗證分包作業說明」、「1102B-TI-SOP-0602_風場專案

驗證技術專家作業說明」辦理。 

 

2.6. 驗證公正性 

本中心對風場專案驗證公正性承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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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立「風場專案驗證諮議委員會」，可接收本中心內外部資訊，監督及管理本中心

驗證組織，爲所有申請者提供公正、專業技術能力的風場專案驗證服務； 

(2) 僅依據本文件要求之風場專案驗證相關證據做出驗證決定； 

(3) 對經營、決策、驗證決定等引起的利益衝突進行充分認識和分析並形成文件，對影

響公正性的活動和關係施行有效管理和控制。為確保公正性、獨立性不受其他利益

或其他各方（機構、團體、政治傾向或個人）的任何影響。如申請者爲政府機構的

一部分，不向對雙方負有運作責任的人員或權責人報告； 

(4) 不提供任何方式的風場專案驗證輔導或顧問服務，獨立簽訂風場專案驗證合約； 

(5) 驗證人員不以任何名義從事風場專案驗證輔導或顧問活動，不應任何組織要求爲其

提供內部稽核或相關輔導； 

(6) 所有工作人員在任何場合不收受申請者或利害關係者的饋贈，包括：禮金、禮品、

有價證券、珠寶首飾…等，若違反本規定情事者將訴諸法律途徑； 

(7) 驗證人員於執行風場專案驗證作業時，不參加申請者或其利害關係者安排的宴請和

娛樂活動。 

(8) 申請者應確保其關係機構或組織之活動不影響風場專案驗證之機密性、客觀性或公

正性，且不應提供以下項目給予其關係機構或組織：  

A. 本中心對申請者所提供之服務； 

B. 取得或維持風場專案驗證之顧問服務； 

C. 風場專案設計、執行或維持品質系統之服務。  

 

2.7. 風場專案驗證資格管理 

2.7.1. 驗證編號 

本中心受理申請者提出風場開發案時，係屬風場專案技術模組之驗證申請時，依序編列

「申請者驗證編號」以及「風場專案編號」，作為申請驗證開始至認可核發符合性聲明、

專案設計驗證證書以及專案驗證證書後的識別碼。此特定識別碼為 D 開頭表示申請者，

後續為兩碼數字；特定識別碼為 P 開頭表示申請者之申請風場開發案，後續為兩碼數字。

申請者經本中心確認申請後隨同「申請受理通知函」通知申請者知悉。 

申請者獲得符合性文件後，此編號即為該符合性文件持有者之代號，如：D01-P01，標

示位置如本文件末所附之證書、臨時證書、符合性聲明及臨時符合性聲明範本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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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驗證標誌 

本中心風場專案驗證標誌，其製作說明與使用規定依據本中心「1102B-TI-SOP-0402_風

場專案驗證符合性文件及認可登錄標誌管理作業說明」辦理。 

 

2.7.3. 權利與保密義務 

申請本中心風場專案驗證服務，經盡充分之告知權利及義務後，雙方同意遵守下列條款。 

 

2.7.3.1. 雙方權利 

(1) 申請者，應依本文件之要求辦理。 

(2) 申請者所提供之證明文件影本須與正本相符；應檢附之技術資料亦須與實際狀況符

合，絕無造假之情事，若有偽造或虛偽不實將依本文件之要求處理，並由申請者自

負所有法律責任。 

(3) 申請過程中之相關問題，申請者須隨時配合提供必要之文件，如經要求須檢送相關

文件時，應儘速提供之。 

(4) 已取得風場專案驗證證書者，應妥善保管存放原遞交本中心文件正本至少 20年。 

(5) 風場專案驗證證書和符合性聲明限用於顯示特定風場經風場專案驗證流程認可，符

合本中心或本文件要求之技術規範，且應確保已核發之風場專案驗證證書和符合性

聲明不致被誤用。  

(6) 申請者於傳播媒體如文件、宣傳品或廣告中，引用風場專案驗證狀況時，應遵守本

中心或本文件之要求。如有不正確引用、誤用或濫用，而引發他人誤解之行為，本

中心通知一個月內改善，逾期未改善者，得撤銷其風場專案驗證證書和符合性聲明

並公告之。 

(7) 申請者進行特定風場之商業行為或公開展示經專案驗證之風場時，應遵守本中心或

本文件要求。 

(8) 本中心必要時得要求申請者提供其分包商或協力廠商准許，就特定項目執行測試、

檢驗或派員至生產廠／安裝現場執行製造、運輸及安裝檢查，評估及監督項目場所

範圍可能包含生產廠、港口倉儲場、進口商、經銷商或相關處所。生產廠應建立商

品產製日期、型式、規格、數量、出廠日期、銷售對象、客戶抱怨、處理紀錄及客

戶服務紀錄資料，及保存相關技術文件，並接受本中心驗證人員執行風場專案驗證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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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申請者及其分包商或協力廠商應配合風場專案驗證之申訴、抱怨等調查作業，包括

審查文件、檢測産品、進入驗證所涉及的所有區域、調閱有關紀錄和訪談相關人員。

配合取得相關設備、場所、區域、人員及客戶分包商之管道，申請者須有必要之安

排。適用時，本中心得允許利害關係機構觀察員之參與。 

(10) 本中心執行運轉與維護監督模組時，發現已驗證風場專案確屬違規者，由本中心

發函通知申請者於規定期限內提出改善對策，若申請者不遵守此規定，則本中心

將予以撤銷風場專案驗證證書，申請者不得有異議。  

(11) 已核發風場專案驗證證書或符合性聲明者，若違反本中心要求（包含運轉與維護

監督、現場檢查或工廠／倉儲場所檢查）等情形者或損害生命、身體、健康、財

產或其他權益，本中心得視情形廢止其風場專案驗證證書或符合性聲明，並要求

該申請者立即停止風場相關作業，申請者不得有異議。  

(12) 經專案驗證之風場專案若遭本中心撤銷時應停止使用風場專案驗證標誌，並負完

全清除風場資產附貼或印妥標記之責任。  

(13) 經專案驗證之風場，專案驗證證書或符合性聲明名義人，應保存其所知有關風場

與相關法規要求之符合性的所有抱怨紀錄，必要時，備妥此紀錄供本中心索閱。  

(14) 對會影響驗證風場所發現的任何缺失或抱怨，採取適當措施，並將所採措施予以

文件化保存。  

(15) 申請者有關風場專案驗證之宣稱應與風場專案驗證範圍一致。  

(16) 申請者不得以會損及本中心聲譽之方式使用其風場專案驗證，也不得就其風場專

案驗證，做出本中心認為可能誤導或未獲授權之任何聲明。  

(17) 於風場專案驗證暫時終止、終止或結束時，申請者應停止使用包含任何引用驗證

之所有廣告品，並採取本文件所要求之措施，以及採取任何其他要求之措施。  

(18) 如申請者提供風場專案驗證文件副本給他人，文件應全部複製或如本文件所規定

者。  

(19) 在傳播媒體，諸如文件、手冊或廣告中引用其風場專案驗證時，申請者應遵守本

中心或本文件之要求。  

(20) 申請者遵守本文件中規定的符合性標誌使用權利，以及與風場資訊有關之任何要

求。  

(21) 申請者保有其已知與符合風場專案驗證要求有關之所有抱怨紀錄，並於本中心要

求時可取得這些紀錄；及就此抱怨與在風場中所發現影響符合風場專案驗證要求

之任何缺陷，採取適當措施；文件化所採取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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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申請者有可能影響其符合風場專案驗證要求能力之變更時，及時通知本中心驗證

人員。  

 

2.7.3.2. 保密義務 

本中心對申請者提供之資料及相關資訊提供合理之保密措施。除了辦理風場專案驗證服

務之用途外，本中心均不會，也不得將機密資料移做他用。 

所稱機密資料不包括以下情形之任何資訊： 

(1) 本中心所提供當時已公開或之後非因本中心之過失而公開者。  

(2) 本中心合法自不須對申請者負任何保密義務之第三者取得者。  

(3) 本中心提供之前，已為本中心所持有，並有書面紀錄證明者。  

(4) 本中心之員工獨立發展，未以任何方式參考機密資料，並有書面紀錄證明者。  

(5) 因法令或政府機關要求而提供者。  

本中心自收受申請者之申請書起，將遵守下列事項： 

(1) 本中心從事各項風場專案驗證作業之委員、驗證人員、技術專家及本中心各級人員

（含外聘），非經申請者之書面同意，不會將風場專案驗證過程中所獲得之任何資

訊透露給第三者，且遇有涉及如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

（或曾有此關係者），或與其事業有利害關係者，均應事前聲明並迴避。  

(2) 若因法律規定需將申請者資訊提供給第三者時，將依法律許可範圍通知申請者。  

(3) 本中心接受認證機構之評估或評估作業時，將依認證機構規定提供相關案件資料接

受查核，本中心將不另通知申請者。  

本文件之任何一方對於下列資訊得自由決定是否告知他方： 

(1) 由第三人處得知之他方保密資訊。  

(2) 風場專案驗證適用之法令、技術規則或技術標準。  

(3) 法令所規定本中心應公開之資訊。  

 

2.8. 驗證費用  

本中心各項風場專案驗證作業費用（含申請費、驗證評估費、驗證證書費、年費等）之

收費及繳費方式，依據本中心「1102B-TI-SOP-0403_風場專案驗證收費及繳費方式」規

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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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驗證方案轉換  

若本中心對本文件或驗證相關其他文件進行版本變動，或前述各項文件參照之文件（含

國際標準、協會標準、政府規範或機構要求等）更新時，本中心驗證人員將主動通知申

請者變更事項。前述新增或變更事項若涉及本中心與申請者雙方協議或合約，須另協調

簽訂新協議、合約或原始合約增修說明；除政府法令規範要求立即施行變更事項、變更

事項可能產生風場專案重大系統變化或變更事項之外，必須協調簽訂新協議、合約或原

始合約增修說明。 

驗證方案轉換可能影響本中心與申請者雙方之驗證活動，除上述具立即影響性之變更事

項之外，申請者得與本中心協議轉換之期限或於本中心告知申請者驗證方案轉換日起算

2個月內完成轉換或變更。 

若涉及本中心與申請者雙方協議或合約變更，協議或合約金額可能造成變化，招致申請

者損失，本中心不負任何賠償責任。 

 

2.10. 認可登錄名錄 

(1) 認可登錄名錄包含本中心已認可之申請者的基本資料、風場專案驗證範圍、連絡資

訊等資料，並登載於本中心網站，亦提供各類的表列與查詢功能，不另行辦理書面

名錄發行。  

(2) 若驗證情形可能會有變化，本中心認可登錄名錄將即時更新。對於暫時終止、終止

／撤銷驗證的申請者，本中心將於網站公告。 

 

2.11. 網站資源與服務說明 

(1) 本中心網址為 http://www.mirdc.org.tw，提供大眾有關本中心的相關資訊，包括認可

名錄、各項業務的服務窗口、申請驗證導引、公告事務與出版品等。 

(2) 本中心尚未提供網路申請驗證作業服務。為提升驗證服務效率，近期將開闢「風場

專案驗證專區」供大眾使用，作為申請驗證作業以及相關資訊交流平台。 

(3) 「風場專案驗證專區」未來提供的功能，包含基本資料維護、相關文件下載、評估

專區、申請案件提出等線上作業、教育訓練、相關資料回報、繳費紀錄查詢、歷史

紀錄區、公布欄與訊息通知等。 

(4) 風場專案驗證相關申請表單與說明可於本中心網站上取得。 

http://www.mird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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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公開出版品 

(1) 本中心修訂驗證規範與驗證申請等文件時，修訂草案將公告於本中心網站上。新文

件的發行與實施事宜亦於本中心網站公告。  

(2) 有關驗證規範等文件，於發行或更新時，本中心將主動提供給相關認證機構。  

(3) 請尊重本中心智慧財產權，適當使用本中心出版品，未經本中心授權不得拷貝、販

售或修改。  

(4) 本中心作業程序與相關表單，包括驗證用表單為本中心內部資料，恕不提供非本中

心驗證人員和機構使用。 

(5) 本中心公開出版品涵蓋文件如下表 17，公開出版品版本日期皆以西元紀年顯示。 

表 17_本中心風場專案驗證公開出版品 

文件編號 文件名稱 

7105B 風場專案驗證方案規定 

1102B-TI-SOP-0403 風場專案驗證收費與繳費方式 

1102B-TI-SOP-0405 風場專案驗證申請手冊 

 

2.13. 抱怨 

(1) 申請者、已認可登錄者、利害相關團體或任意第三人，對本中心或對已認可登錄者

的相關行為有意見時，得向本中心提出抱怨。  

(2) 抱怨者得隨時檢附相關意見或證明文件向本中心提出抱怨。本中心驗證服務之受理

抱怨服務窗口為本中心台中「智慧暨系統研發服務處綠色能源技術發展組」，地址：

407020台中市西屯區工業 37路 25號，電話：04-23502169分機 221。  

(3) 抱怨者應以電話、傳真、電子郵件、書面或其他有效之方式向本中心提出，同時並

告知姓名、所屬之組織名稱、抱怨對象及抱怨內容。匿名抱怨、抱怨未附理由或相

關證明者，本中心不予受理。  

(4) 本中心受理抱怨案後，原則上於 40 個工作日內完成抱怨事件之處理，並將抱怨處理

結果函覆抱怨者，必要時得徵詢抱怨者同意後延長處理期限。  

 

2.14. 申訴 

(1) 申請者針對本中心對其所欲之驗證地位的不利決定有意見時，得向本中心提出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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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請者得於各項決定生效日起 20 個工作日內檢附相關資料以信函方式向本中心提出

申訴；申訴案請寄至 407020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 37 路 25 號，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

發展中心「智慧暨系統研發服務處綠色能源技術發展組」。  

(3) 申訴信函中若未具體署名或未留下連絡電話／地址，將不予受理。逾期申訴案不予

受理。  

(4) 本中心接獲有效申訴案，將即刻與申訴者聯絡，全案受理後 40 個工作日內完成調查

與處理，並回覆結果。必要時，得徵詢申訴者同意後延長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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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部分 風場專案驗證作業說明  

3.1. 驗證流程  

本中心驗證作業之流程參附件 1 風場專案驗證作業之流程，詳細依據本中心「1102B-

TI-SOP-0405_風場專案驗證申請手冊」規定辦理。 

 

3.2. 驗證申請作業 

3.2.1. 申請準備 

於開始驗證工作前，申請者應和本中心之間達成書面協議。除了財務和其他常見的合約

條件之外，協議還應包括本文件要求項目、驗證範圍、合作機構（試驗、檢驗或稽核等

組織機構）、各機構之認證及各機構之責任、各項國際和國家標準、當地法令及法規、

其他須進行符合性評估之技術要求、申請者須提供之文件範圍說明、保密協議以及報告

和研究特定事件之條件，依據本中心「1102B-TI-SOP-0405_風場專案驗證申請手冊」規

定辦理。 

 

3.2.2. 提出申請 

申請者應依據本中心「1102B-TI-SOP-0405_風場專案驗證申請手冊」要求提出申請，本

中心驗證人員將提供驗證編號識別碼並審查後寄送繳款通知單。申請者如係位於國外地

區時，應詳細填寫國內法定代理人之連絡資訊。 

檢附本會之文件如品質手冊、作業程序書、工作說明書、設計報告或相當之文件等應為

中文版為主，若有英文版之文件時其驗證收費方式不同，請詳閱本中心「1102B-TI-

SOP-0405_風場專案驗證申請手冊」、「1102B-TI-SOP-0403_風場專案驗證收費與繳費

方式」。 

本中心可能安排初訪，與申請者討論及安排後續驗證事宜，初訪詳細依據「1102B-TI-

SOP-0405_風場專案驗證申請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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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申請確認 

本中心接獲申請案後，將進行申請審查，申請審查的主要重點為申請者的資格、資訊表

（含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申請表單文件的齊備、風場專案驗證範圍確認，以及與申

請者完成申請內容的確認。 

本中心對申請所提文件或資料有疑慮、不足或不符時，將通知申請者補正資料／說明或

不予受理。 

補正資料／說明的期限為一個月；於此期限內未完成補正／說明者，將被通知不予受理

此申請案，並退還申請費。 

 

3.3. 驗證評估作業 

3.3.1. 驗證計畫 

本中心於接受申請案後，將依據申請者申請之專案驗證模組派員依序執行驗證評估。驗

證流程執行順序參照本文件訂立之流程附件 1 風場專案驗證作業之流程，詳細內容須

依據「1102B-TI-SOP-0405_風場專案驗證申請手冊」。 

每個專案驗證模組因涉及不同專業技術及領域，本中心將指派自身適當專業領域人員及

人數進行。 

本中心考量下列因素，與申請者協商過後將共同擬定風場專案驗證計畫： 

(1) 本中心驗證人員負擔之專案驗證案數量； 

(2) 本中心驗證人員人數； 

(3) 本中心驗證經費及其相關費用可調度性； 

(4) 申請者之風場專案開發時程； 

(5) 申請者之分包協力廠商作業時程； 

(6) 評估及監督之未解決項目處理能力； 

(7) 開發期間涉及之風險性； 

(8) 其他影響因素。 

 

3.3.2. 風場專案驗證人員 

本中心敦聘具有特定技術的專業人員擔任驗證人員，並發展一套訓練、登錄、選派與考

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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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活動相關人員規劃為「驗證評估小組」、「技術審查委員會」、「驗證行政祕書及

行政人員」以及「驗證執行幹事」，其職責如下所述： 

(1) 驗證評估小組：由特定專長及技術之驗證評估人員組成之驗證評估小組，並涵蓋資

深驗證評估人員作為小組長引導驗證評估作業； 

(2) 技術審查委員會：審查風場專案驗證相關報告之特定專長及技術人員，由本中心及

外部之技術審查人員（非該案之驗證評估小組成員）組成之技術審查委員會； 

(3) 驗證行政秘書及行政人員：本中心風場專案驗證團隊與申請者、利害關係者等中間

窗口，辦理申請作業、轉達事項、受理抱怨／申訴之人員及執行風場專案驗證管理

及行政之人員。 

(4) 驗證執行幹事：本中心執行驗證決定者，並涵蓋督導、管理及監督驗證團隊之權責。 

 

3.3.3. 非本中心發出證書、符合性聲明以及報告之允收條件 

根據 IEC 61400-22、IECRE OD-502、CNS 15176-22、DNVGL-SE-0073 及 DNVGL-SE-

0190 之專案驗證要求，特定模組驗證項目必須由認可機構執行並出具相關證書、符合性

聲明以及報告等，本中心依據下述方式進行。本中心保有是否進行此特殊驗證方式之權

利。 

 

3.3.3.1. 其他驗證機構驗證報告、符合性聲明或風場相關證書 

(1) 若非本中心所提供之風場專案驗證服務，申請者應提供本中心之相關風場專案驗證

模組評估（或監督）報告及符合性聲明審核。本中心將審查至少但不限於以下項目： 

• 發出證書／聲明／報告的驗證機構受認證之驗證範圍； 

• 驗證工作範圍； 

• 技術報告品質； 

• 要求及定義驗證範圍是否完成及納入適當結論； 

• 若涉及其他驗證模組介面整合，相關之文件及資料是否提供予以本中心審核； 

• 所有相關文件之有效性或可追溯性； 

• 驗證依據標準之版本是否存在差異； 

• 是否存在未解決事項。 

(2) 申請者提交之風場相關專案驗證模組驗證報告及符合性聲明應由符合 ISO/IEC 17065

認證之風場專案驗證機構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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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申請者也應取得該驗證機構之書面准許允許提供風場專案驗證相關文件予以本中心，

以及允許本中心與該驗證機構進行驗證相關文件、資料及訊息等交流討論。 

 

3.3.3.2. 風力機或其零組件型式驗證證書 

(1) 非本中心所發出之風力機或零組件之型式驗證證書，申請者應提供本中心相關評估

（或監督）報告及符合性聲明審核。本中心將審查至少但不限於以下項目： 

• 發出證書／聲明／報告的驗證機構受認證之驗證範圍； 

• 驗證工作範圍； 

• 技術報告品質； 

• 要求及定義驗證範圍是否完成及納入適當結論； 

• 若涉及其他驗證模組介面整合，相關之文件及資料是否提供予以本中心審核； 

• 所有相關文件之有效性或可追溯性； 

• 驗證依據標準之版本是否存在差異； 

• 是否存在未解決事項。 

(2) 申請者提交之風場相關專案驗證模組驗證報告及符合性聲明應由符合 ISO/IEC 17065

認證之風力機型式及零組件驗證機構發出。 

(3) 申請者也應取得該驗證機構之書面准許允許提供風場專案驗證相關文件予以本中心，

以及允許本中心與該驗證機構進行驗證相關文件、資料及訊息等交流討論。 

 

3.3.3.3. 實驗室測試或量測報告 

(1) 於驗證期間，若經本中心要求申請者應提供相關驗證項目之測試或量測報告。本中

心將審查至少但不限於以下項目： 

• 發出報告的實驗室受認證之測試或量測範圍； 

• 測試或量測工作範圍； 

• 報告品質； 

• 要求及定義測試或量測範圍是否完成及納入適當結論； 

• 若涉及其他驗證項目介面整合，相關之文件及資料是否提供予以本中心審核； 

• 所有相關文件之有效性或可追溯性； 

• 測試或量測依據標準之版本是否存在差異； 

• 該測試或量測實驗室是否存在其他爭議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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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請者提交之測試或量測報告應由符合 ISO/IEC 17025 要求之測試或量測實驗室／機

構發出。 

(3) 申請者也應取得該實驗室／機構之書面准許，允許直接提供測試或量測相關文件予

以本中心，以及允許本中心與該實驗室／機構進行驗證相關文件、資料及訊息等交

流討論。 

 

3.3.3.4. 檢驗報告 

(1) 於驗證期間，若經本中心要求申請者應提供相關驗證項目之檢驗報告。本中心將審

查至少但不限於以下項目： 

• 發出報告的檢驗機構受認證之檢驗範圍； 

• 檢驗工作範圍； 

• 報告品質； 

• 要求及定義檢驗範圍是否完成及納入適當結論； 

• 若涉及其他驗證項目介面整合，相關之文件及資料是否提供予以本中心審核； 

• 所有相關文件之有效性或可追溯性； 

• 檢驗依據標準之版本是否存在差異； 

• 該檢驗機構是否存在其他爭議議題。 

(2) 申請者提交之檢驗報告應由符合 ISO/IEC 17020要求之檢驗機構發出。 

(3) 申請者也應取得該檢驗機構之書面准許，允許直接提供檢驗相關文件予以本中心，

以及允許本中心與該檢驗機構進行驗證相關文件、資料及訊息等交流討論。 

 

3.3.3.5. 品質管理系統證書 

(1) 於驗證期間，若經本中心要求申請者應提供相關驗證項目之品質管理系統證書。本

中心將審查至少但不限於以下項目： 

• 發出證書的驗證機構受認證之品質管理系統驗證範圍； 

• 品質管理系統驗證工作範圍； 

• 品質管理系統驗證報告品質； 

• 要求及定義品質管理系統範圍是否完成及納入適當結論； 

• 若涉及其他風場專案驗證項目介面整合，相關之文件及資料是否提供予以本中心

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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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相關文件之有效性或可追溯性； 

• 稽核依據標準之版本是否存在差異； 

• 該機構是否存在其他爭議議題。 

(2) 申請者委託之廠商（及其分包商）執行製造、運輸與安裝或運轉與維護驗證項目時

應符合 ISO 9001要求。 

(3) 申請者也應取得該廠商之書面准許，允許直接提供稽核相關文件予以本中心，以及

允許本中心與該廠商進行風場專案驗證相關文件、資料及訊息等交流討論。 

 

3.3.3.6. 金屬材料銲接品質系統證書 

(1) 於驗證期間，若驗證模組或經本中心要求申請者應提供相關驗證項目之金屬材料銲

接品質管理系統證書。本中心將審查至少但不限於以下項目： 

• 發出證書的驗證機構受認證之品質管理系統驗證範圍； 

• 金屬材料銲接品質管理系統驗證工作範圍； 

• 金屬材料銲接品質管理系統驗證報告品質； 

• 要求及定義金屬材料銲接品質管理系統範圍是否完成及納入適當結論； 

• 若涉及其他風場專案驗證項目介面整合，相關之文件及資料是否提供予以本中心

審核； 

• 所有相關文件之有效性或可追溯性； 

• 稽核依據標準之版本是否存在差異； 

• 該金屬材料銲接機構是否存在其他爭議議題。 

(2) 申請者委託之廠商（及其分包商）執行銲接製造項目時應符合 ISO 3834-2要求。 

(3) 申請者也應取得該金屬材料銲接機構之書面准許，允許直接提供稽核相關文件予以

本中心，以及允許本中心與該金屬材料銲接機構進行風場專案驗證相關文件、資料

及訊息等交流討論。 

 

3.3.4. 驗證評估作業 

查證意見單（VCS – Verification comment sheet）是本中心驗證人員與申請者於驗證期間

內溝通之主要文件，內容詳列驗證人員對特定驗證評估項目之意見，意見型式分類為

「不符合事項」、「建議」、「技術疑問」等；意見之狀態也一併列入，狀態涵蓋「未

結案」、「結案」及「有條件結案」等。驗證人員將於驗證期間內使用 VCS往復和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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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者溝通並進行風場文件調整，溝通窗口為本中心驗證行政祕書及行政人員，申請者應

於該期間內回覆本中心驗證人員提出之意見或補充資訊。 

申請者提交文件予以本中心驗證人員評估或監督時，本中心驗證人員預計回覆意見日期

為本中心收件日後 10工作天內。若本中心驗證人員無法於 10工作天內回覆意見，將與

申請者討論擇日回覆。 

 

3.3.5. 不符合事項及矯正 

本中心將不符合本驗證方案及相關要求等規定事項，分為兩類： 

(1) 重大不符合事項：嚴重違反本中心驗證要求、管理系統運作失效或威脅驗證公信力

有明確事實者，如：安全性、誠信或嚴重造成系統損壞等。  

(2) 一般不符合事項：不符合本中心驗證要求，管理系統運作有潛在失效或威脅驗證公

信力之虞，有明確事實者。屬於輕微或偶發，不致立即影響系統（包含組織運作系

統、風力機運轉系統等）運作，惟須列為持續追蹤之關注事項者。  

申請者應矯正上述不符合事項。 

 

3.3.6. 未解決事項 

上述兩類不符合事項應於本中心發給申請者不符合事項告知起算三個月內完成矯正措

施，若無法於前述期限完成，申請者須與本中心另協議矯正措施期限。若申請者於最終

矯正期限內仍無法完成不符合事項改正，不符合事項將登載於驗證報告中列為「未解決

事項」進行技術審查及驗證決定。 

若風場及其裝置僅存在無安全隱憂之「一般不符合事項」，本中心可依據申請者要求 

發給有效期 1 年之臨時專案驗證證書或臨時符合性聲明，但未解決事項應於臨時證書或

臨時符合性聲明有效期限內解決，並由本中心於前述有效期限內再次驗證評估、審查及

決定完成後，發給申請者「風場專案驗證證書」或「符合性聲明」。 

 

3.3.7. 安全要求 

(1) 進行風場專案驗證評估作業時，申請者或其他相關法律實體（含分包合約商、經申

請者授權管理風場財產／經營場地法律實體）應派相關人員陪同及見證。 

(2) 當本中心人員進入特定風場開發、建置、運轉相關工作場所範圍開始工作前，申請

者應詳細告知本中心人員任何安全及衛生相關危害，以及於特定場所必要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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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當本中心人員於風場特定工作場所開始工作後，申請者應提供適當安全措施確保工

作環境安全，並且遵守相關法規。 

(4) 於風場安裝期間進行安裝現場監督，以查證是否符合專案驗證內容要求時，若本中

心人員於執行驗證業務期間發現及判定某工作情況或狀態為不安全，本中心人員可

要求暫停特定作業，直至不安全情況或狀態被排除為止。 

(5) 本中心人員在監督作業過後將會提供驗證報告予以申請者，並且提供驗證評估報告

頻率於合約書中訂定。報告描述監督範圍涵蓋監督事項、監督結果、未解決事項和

相關建議。 

 

3.3.8. 提交評估報告 

驗證評估小組提交查證意見單供該小組長查核，並共同製作驗證評估報告（ER - 

Evaluation report）初版，交由技術審查委員會審查。 

 

3.4. 驗證審查作業 

(1) 本中心之各模組驗證評估報告審查由技術審查委員會負責。 

(2) 技術審查委員會審查結果與驗證評估小組所提之報告內容有差異或須補充時，驗證

評估小組另於報告或其相關文件中補充。 

(3) 經技術審查委員會審查後，驗證評估小組將彙整所有審查意見至評估或監督報告。

不論技術委員會成員是否為本中心之全職職員或外部技術專家，本中心對評估或監

督報告之內容負責。 

 

3.5. 驗證決定作業 

(1) 若未經技術審查作業，本中心不進行驗證決定。 

(2) 本中心將彙整驗證評估小組及技術審查委員會審查意見，連同評估或監督報告與查

證結果等相關資料，進行驗證決定。 

(3) 驗證決定結果與評估或監督報告內容有差異時，本中心將提出說明並通知申請者。 

(4) 驗證決定是對申請者授予驗證與否作成決定，由本中心會發函通知驗證決定，若授

予符合性聲明或驗證證書者將隨函附上「驗證評估報告」、「（臨時）專案驗證證

書」、「（臨時）專案設計驗證證書」或「（臨時）符合性聲明」，如附件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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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若驗證決定不予以發出任何符合性聲明或驗證證書時，本中心只會發函通知驗證結

果並隨函附上「驗證評估報告」，申請者得重新申請驗證。 

(6) 申請者對評估或監督報告、符合性聲明或驗證證書內容有任何異議時，應於收受報

告之次日起 30日內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本中心提出。 

 

3.6. 驗證評估報告、驗證證書或符合性聲明之核發 

風場之驗證評估報告、專案驗證證書、專案設計驗證證書以及符合性聲明的核發，是以

申請者提交之風場相關文件評估和現場檢驗、現場監督或試驗結果…等為依據進行驗證

決定。若特定風場存在重大安全性事項未解決，本中心不會核發任何證書或符合性聲明，

僅核發評估或監督報告並詳述未解決事項。 

 

3.6.1. 專案驗證證書之核發 

本中心以專案驗證證書承認申請者符合表 2 中所示之設計階段及生產安裝階段等所有要

求和程序。該證書係申請者受本中心評估、通過風場專案驗證技術審查、且繳交相關費

用予以本中心後，再由本中心驗證執行幹事簽署，以中、英文兩種版本核發，詳如本文

件末之「專案驗證證書」及「臨時專案驗證證書」範本。 

所核發之專案驗證證書的首頁，登載申請者法律實體完整名稱、申請風場名稱、驗證方

案和版本、驗證根據之報告及其版本、驗證編號、初次驗證日期、驗證有效期限、未解

決事項及風場規格等。 

 

3.6.2. 專案設計驗證證書之核發 

本中心以專案設計驗證證書承認申請者符合表 2 中所示之設計階段所有要求和程序。該

證書係申請者受本中心評估、通過風場專案設計驗證審核、且繳交相關費用予以本中心

後，再由本中心驗證執行幹事簽署，以中、英文兩種版本核發，詳如本文件末之「專案

設計驗證證書」範本。 

所核發之專案設計驗證證書的首頁，登載申請者法律實體完整名稱、驗證方案和版本、

驗證根據之報告及其版本、驗證編號、初次驗證日期、驗證有效期限、未解決事項及風

場規格等。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Metal Industries Research & Development Centre, MIRDC 

7105B-V1_風場專案驗證方案 

第 36 頁／共 56 頁 

3.6.3. 符合性聲明書之核發 

本中心以符合性聲明書記載申請者具有符合風場專案驗證流程及相關要求。該聲明書係

申請者受本中心評估、通過風場專案驗證審核且繳交相關費用予本中心後，再由本中心

驗證執行幹事簽署，以中、英文兩種版本核發，詳如本文件末之「符合性聲明」及「臨

時符合性聲明」範本。 

符合性聲明首頁登載申請者法律實體完整名稱、完成之專案驗證模組、申請風場名稱、

驗證方案及其版本、驗證根據之報告及其版本、聲明編號、發出日期、（因未解決議題

產生之）驗證有效期限、未解決事項及風場規格等。 

 

3.6.4. 臨時驗證證書或臨時符合性聲明之核發 

若特定風場存在未解決事項，但此問題不影響驗證對象之重大安全性，則可發給具有僅

一年效期之「臨時專案驗證證書」或「臨時符合性聲明」，驗證評估報告內將詳述所有

未解決事項。 

臨時驗證證書或臨時符合性聲明首頁登載申請者法律實體完整名稱、完成之專案驗證模

組、申請風場名稱、驗證方案及其版本、驗證根據之報告及其版本、聲明編號、發出日

期、（因未解決議題產生之）驗證有效期限、未解決事項及風場規格等。 

當所有未解決事項結案，臨時專案驗證證書及臨時符合性聲明將由本中心更新為專案驗

證證書及符合性聲明。 

 

3.7. 驗證證書或符合性聲明之更新 

3.7.1. 證書有效期屆滿的延展更新 

風場之專案驗證證書、專案設計驗證證書的有效期屆滿前 12個月，本中心將通知證書持

有者繳交舊證書及證書費，並辦理證書延展之驗證評估；若延展驗證評估結果發現有不

符合，且未於限期內改善者，本中心將依據 4.3 終止／撤銷驗證予以暫時終止或終止其

全部驗證範圍或部分驗證範圍。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Metal Industries Research & Development Centre, MIRDC 

7105B-V1_風場專案驗證方案 

第 37 頁／共 56 頁 

3.7.2. 所載事項變更的更新 

由於場址或風力機進行了重大變更，包括更新的標準／規範／法令、技術和知識，欲更

新風場之專案驗證證書、專案設計驗證證書，以及符合性聲明中所載事項，證書或聲明

之持有者應檢附變更的所有對應之設計文件、程序、規格等資料，向本中心申請核發新

證書或聲明。 

必要時本中心得評估其對應所有相關驗證模組，並重新進行風場專案驗證活動。 

 

3.7.3. 其他原因 

風場之專案驗證證書、專案設計驗證證書，以及符合性聲明如有遺失或減失時得申請重

新核發新證書或聲明，本中心受理後將通知所持有者繳交證書費並寄發新證書或聲明。 

 

3.8. 退件 

申請者有下列情形時，本中心得通知退件，並退還申請資料： 

(1) 經本中心通知補正或提送資料，無正當理由延誤指定期限仍未補正或提送者。  

(2) 本本中心完成正式受理後，因可歸責申請者之事由，致 6 個月內無法進行驗證評估

者。 

(3) 申請案之驗證評估結束後，申請者無法於 6 個月內完成本中心確認有效或接受之不

符合矯正措施或矯正計畫者。 

(4) 驗證評估結束後，技術評估小組評估結果須進行現場複查，因可歸責申請者之事由

致 6個月內無法進行現場複查者。 

(5) 評估或監督日 3日前尚未繳交現場評估或監督費者。 

(6) 自行撤回申請案者。 

(7) 申請案自受理日起，因可歸責申請者之事由逾二年未結案者。 

(8) 未遵守本中心驗證權利義務規章中之義務，情節重大者或經本中心通知限期改善仍

未完成改善者。 

 

3.9. 撤回 

(1) 申請者如無法配合進行驗證程序，擬撤回部分或全部驗證申請範圍時，應敘明理由

向本中心提出書面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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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前項申請者撤回部分或全部驗證申請範圍時，該撤回之部分或全部即視為結案，日

後申請者得再重新提出驗證申請。 

 

3.10. 文件記錄保存 

本中心保留與驗證證書或符合性聲明有關之所有資料，並以電子化或紙本存檔備查。此

檔案由本中心保管在無法任意取得及受管制之處所，以收到申請者提交文件或最後一次

發給證書之到期日兩者中較晚之日期開始計算，為期至少 20年或風場設計壽命取較長期

限。 

本中心收取相關資料同時記錄收取日期及時間，待保存時間結束後，相關資料與所有文

件歸還申請者，或以書面通知申請者後加以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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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四部分 驗證維持、增列、異動、處置等作業  

4.1. 驗證維持  

4.1.1. 風場專案驗證證書有效性 

在風場之專案驗證證書中清楚說明驗證對象之有效期間、重新審查或監督期間，有效期

間受限於風場資產設計壽命。 

臨時風場專案驗證證書或臨時符合性聲明之有效期間不超過 1 年，且在此期間申請者應

解決之未解決事項由本中心進行評估或監督。 

 

4.1.2. 驗證證書有效性的維持 

為維持所頒發風場之專案驗證證書的有效性，證書之持有者應配合本中心以下： 

(1) 每年應準備運轉和維護執行之年度報告，供本中心進行審核。報告內容至少應包含

但不限於如下： 

• 已安裝風力機和安裝於現場之已驗證附加裝置信息記錄（如：年度發電量、風向

風速統計、零組件可使用率…等）； 

• 申請者依據本中心審核過之運轉維護手冊進行之維護及修繕記錄； 

• 由本中心審核之主要變更及修繕； 

• 證書持有者已知的異常操作經驗和任何變更。 

(2) 執行運轉和維護的符合性之定期監督，確認檢查特定場址的特定風力機裝置或項目

是否按照設計文件中涵蓋的相關手冊進行操作和維護，並符合本文件要求之風場專

案驗證模組項目進行必要的監視。此定期監督至少每年一次，本中心驗證人員於 5

年內完成風場全數資產之定期監督。 

(3) 另為維護特定風場專案驗證證書的有效性，必須接受本中心辦理表 2 所示之「運轉

和維護監督」符合性評估。 

 

4.1.3. 風場運轉及維護監督報告及符合性聲明的核發 

審核通過本中心「運轉和維護監督」技術模組驗證者，將核發運轉和維護監督驗證報告

及符合性聲明，並且認定特定風場專案驗證證書有效。若無法審核通過，則發給臨時專

案驗證證書及臨時符合性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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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每年依據證書或聲明之持有者之年度報告審核結果，核發「運轉和維護監督報

告」。 

 

4.2. 暫時終止驗證 

4.2.1. 暫時終止驗證範圍 

證書或聲明之持有者有下列情形之一時，本中心得暫時終止其全部風場專案驗證範圍或

部分範圍： 

(1) 於監督期間發現有不符合項目，經通知限期改善仍未完成改善者。  

(2) 申請者提交不符合改善文件、資料或延遲繳交報告。  

(3) 驗證證書及驗證標誌之使用不符合本中心規定者，經通知限期改善仍未完成改善者。  

(4) 未遵守本中心之規定或要求，經通知限期改善仍未完成改善，或不符合事項嚴重威

脅管理運作、技術能力或威脅認證公信。  

(5) 未依規定繳交相關費用，經催繳未繳納者。  

(6) 核備停業期間。  

(7) 未遵守申請書上驗證權利義務規章中之義務者。  

(8) 未能持續符合主管機關相關法規之規定者。  

(9) 其他。  

暫時終止驗證時，本中心以書面方式通知該持有者，並於本中心網站公告。  

 

4.2.2. 暫時終止期限及恢復 

證書或聲明之持有者收受本中心暫時終止驗證範圍通知時，應立即停止暫時終止驗證範

圍內涉及風場專案驗證內容之宣傳，且不再發出暫時終止驗證範圍內含有本中心驗證標

誌之驗證證書或宣導品等。  

驗證暫時終止之期限由本中心依個案情形定之，最長為 1 年。暫時終止驗證之證書或聲

明的持有者，經本中心確認有效或接受暫時終止原因之矯正措施或矯正措施計畫後，經

本中心決定暫時終止之原因是否消滅或已於規定期限內完成矯正措施時，始得恢復其驗

證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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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終止／撤銷驗證 

證書或聲明之持有者有下列情況之一時，本中心得終止其部分或全部驗證範圍： 

(1) 有前述暫時終止驗證第一項之情形，經本中心通知暫時終止驗證，暫時終止驗證期

滿仍未完成不符合項目之矯正措施者。 

(2) 客戶停業期滿未申請復業者。 

(3) 收受本中心驗證相關規定變更通知後，未於本中心與申請者協議期限內有效調整者。 

(4) 濫用本中心驗證證書及驗證標誌者。 

(5) 經查有虛偽不實，且情節重大者。 

(6) 自動申請終止者。 

(7) 拒絕或未能配合本中心進行監督、評估、遞交資料／文件或檢驗者。 

(8) 無法於本中心要求期限內繳交驗證相關費用者。 

(9) 經確認違反法令、規定或政府要求者。 

(10) 填報申請資料虛偽不實者。  

(11) 運作違反相關法令規定者。  

(12) 出具不實證書、報告或相同用途之文件。  

(13) 作出致本中心陷於爭議，包括但不限於聲明、使用、廣告、主張等相類不當行為。  

(14) 其他違反本中心規定，且情節重大者。 

 

終止認證時，本中心以書面方式通知該證書或聲明之持有者，並於本中心網站刪除該持

有者資料及其驗證通過之證書或聲明相關資料。 

證書或聲明之持有者收受本中心終止認證範圍通知時，應於通知日起 10 個工作日內繳

銷證書或聲明，並立即停止終止驗證範圍內涉及驗證內容之宣傳，且不再發出終止驗證

範圍內具本中心驗證標誌之驗證證書及宣導品等。 

 

4.4. 未達「暫時終止及終止」之處理 

(1) 證書或聲明之持有者雖未達到符合前述暫時終止及終止之條件，本中心得視實際情

節，要求持有者改善風場專案驗證作業。改善期間內不得接受其新申請案件或核發

新風場之專案驗證證書、專案設計驗證證書，以及符合性聲明；惟其仍具使用本中

心驗證標誌之權利。  

(2) 前項之改善，應於本中心與客戶協議改善期限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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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五部分 其他  

5.1. 驗證方案的維持及改進 

本中心訂有驗證品質管理系統，依此系統授與之權限及責任進行風場專案驗證方案之維持及

改進。本文件所述之驗證方案與時俱進，並且接納本中心內部及外部建議、申訴及抱怨進行

驗證方案之改進。 

若本中心進行風場專案驗證方案之增列、減列及異動等，將立即告知及通報財團法人全國認

證基金會(TAF)、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申請者及相關利害關係者。 

本中心設有風場專案驗證諮議委員會，以考量利害相關者之回饋，並至少一年舉行一次管理

審查。 

 

5.2. 依據文件 

(1)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二階文件 1102B_產品驗證品質手冊 

(2) ISO/IEC 17000: 2004，符合性評鑑—詞彙與一般原則  

(3) ISO/IEC 17067: 2004，符合性評鑑—產品驗證機本原理及產品驗證方案指導綱要 

(4) ISO/IEC 17065: 2012，符合性評鑑—產品、過程及服務驗證機構之要求  

(5) CNS 15176-22: 2018，風力機—第 22部：符合性測試與驗證 

(6) CNS 15176-1: 107，風力機—第 1部：風力機設計要求 

(7) CNS 15176-3: 108，風力機—第 3部：離岸風力機設計要求 

(8) IEC 61400-22: 2010, Conformity testing and certification 

(9) IECRE OD-501:2018, Type and component certification scheme 

(10) IECRE OD-502: 2018, Project certification scheme 

(11) IEC 61400-1: 2019, Wind energy generation systems - Part 1: Design requirements 

(12) IEC 61400-3-1: 2019, Wind energy generation systems - Part 3-1: Design requirements for 

fixed offshore wind turb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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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風場專案驗證作業之流程 

權責方 

 

 

流程 

申請者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服務窗口：驗證

行政秘書及行政

人員 

 

驗證評估小組  技術審查委員會  驗證執行幹事 

 

申請準備及

提出申請 

 ⚫ 申請確認 

⚫ 專案驗證範圍

確認 

⚫ 初訪 

      

         

  ⚫ 與申請者制定

驗證計畫 

⚫ 指派驗證評估

人員進行驗證 

      

         

⚫ 相關文件

提交 

⚫ 申請者矯

正措施 

 

驗證溝通窗口 

 驗證評估： 

⚫ 查證意見單 

⚫ 驗證評估報告 

    

         

    矯正措施確認及

評估 

 
驗證審查 

 
驗證決定 

         

取得報告、

符合性聲明

或證書並維

持證書效力 

 報告、符合性聲

明或證書製作及

發出 

      

備註：虛線箭頭為經驗證評估／審查／決定發現不合格或不符合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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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專案驗證流程及發出文件 

 

備註： 

1. 每個模組依序完成後由本中心發出驗證評

估（或監督）報告及符合性聲明。 

2. 依序完成至風力機及支撐結構設計評估後

由本中心發出專案設計驗證證書。 

3. 專案驗證證書於「最終評估」完成後由本

中心發出。 

4. 綠線為無取得風力機型式驗證證書之強制

模組。 

5. 虛線為選擇性模組。 

場址條件評估 

設計基礎評估 

風力機 

設計評估 

整合負載分析 

支撐結構 

設計評估 

風力機 

製造監督 

 

支撐結構 

製造監督 

 

運輸及安裝 

監督 

試運轉監督 

 

專案特性量測 

運轉與維護 

監督 

 

最終評估 專案驗證證書 

專案設計驗證證書 

型式驗證證書 

其他裝置 

設計評估 

其他裝置 

製造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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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址條件
評估

•驗證評估報告

•（臨時）符合性聲明

設計基礎
評估

•驗證評估報告

•（臨時）符合性聲明

整合負載
分析評估

•驗證評估報告

•（臨時）符合性聲明

設計

評估

•驗證評估報告

•（臨時）符合性聲明

專案設計
驗證

•（臨時）專案設計驗證證書（選擇性）

製造

監督

•驗證監督報告

•（臨時）符合性聲明

運輸與安裝

監督

•驗證監督報告

•（臨時）符合性聲明

試運轉

監督

•驗證監督報告

•（臨時）符合性聲明

專案特性
量測

•本技術模組為選擇性

•驗證評估報告

•（臨時）符合性聲明

最終評估

•最終評估報告

•（臨時）專案驗證證書

運轉與維護

監督

•驗證監督報告

•（臨時）符合性聲明

•維持或延長專案驗證證書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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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必要參考文件 

下列為風場專案驗證必要參考文件： 

(1) CNS 15176-22風力機－第 22 部：符合性測試與驗證、 

(2) IECRE OD-502:  Project certification scheme、 

(3) CNS 15176風力機系列、 

(4) IEC 61400 (all parts): Wind turbines – series、 

(5) BSH No. 7005: Standard Design – Minimum requirements concerning the constructive design 

of offshore structures within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EEZ）、 

(6) IECRE OD-501: Type and component certification scheme、 

(7) ISO/IEC 17000: Conformity assessment – Vocabulary and general principles、 

(8) ISO/IEC 17020: Conformity assessment – Requirements for the operation of various types of 

bodies performing inspection、 

(9) ISO/IEC 17021: Conformity assessment – Requirements for bodies providing audit and 

certification of management systems、 

(10) ISO/IEC 17025: General requirements for the competence of testing and calibration laboratories、 

(11) ISO/IEC 17065: Conformity assessment – Requirements for bodies certifying products, 

processes and services、 

(12) ISO 9001: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s – Requirements、 

(13) ISO 3834 (all parts): Quality requirements for fusion welding of metallic materials、 

(14) GWO: Basic Safety Training Standard、 

(15) DNVGL-SE-0073: Project certification of wind farms according to IEC 61400-22、 

(16) DNVGL-SE-0074: Type and component certification of wind turbines according to IEC 61400-

22、 

(17) DNVGL-SE-0190: Project certification of wind power plants、 

(18) DNVGL-SE-0441: Type and component certification of wind turbines、 

(19) 經濟部能源局再生能源及風力機相關法規、 

(20) 離岸風力發電案場專案驗證審查示範輔導作業要點、 

(21)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聯技術要點、 

(22) 在中華民國大陸礁層舖設維護變更海底電纜或管道之路線劃定許可辦法、 

(23)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 

(24) 用戶用電設備檢驗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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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電業設備安全保護設施裝置管理辦法、 

(26) 電業設備檢驗維護辦法、 

(27) 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 

(28) 發電設備裝置規則、 

(29) 輸配電設備裝置規則、 

(30) 航空障礙物標誌與障礙燈設置標準、 

(31) 能源管理法、 

(32) 職業安全衛生法、 

(33) 航業法、 

(34) 船舶法、 

(35)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36) 電業法、 

(37) 文化資產保存法、 

(38) 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 

(39) 營業秘密法 

(40) 個人資料保護法。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Metal Industries Research & Development Centre 

專案驗證證書 

7105B-V1_風場專案驗證方案 

第 48 頁／共 56 頁 

證書編號 MIRDC-7015B-WPC-OOOOOO-0 

發出日期 YYYY年 MM月 DD日 

有效日期 YYYY年 MM月 DD日 

發給風場 XXX風場 （D0X-P0X） 

發給開發商 YYY開發商 （D0X） 

開發商資訊 開發商地址 

發給風場財產 
風機型式、數量（詳如附件） 

本驗證證書證明符合風場專案驗證方案 XXXXX: Version。並依據下述文件作為專案驗證證據。 

型式驗證證書（發出日期） TC-Number or reference to the Annex including this 

information 

dd.mm.yy 

場址條件評估符合性聲明（發出日期） CS-Number or reference to an Annex including this information 

dd.mm.yy 

設計基礎符合性聲明（發出日期） CS-Number or reference to an Annex including this information 

dd.mm.yy 

整合負載分析評估符合性聲明（發出日期） CS-Number or reference to an Annex including this information 

dd.mm.yy 

風力機轉子及機艙總成設計評估符合性聲明（發出日期） CS-Number or reference to an Annex including this information 

dd.mm.yy 

風力機轉子及機艙總成製造監督符合性聲明（發出日期） CS-Number or reference to an Annex including this information 

dd.mm.yy 

支撐結構設計評估符合性聲明（發出日期） CS-Number or reference to an Annex including this information 

dd.mm.yy 

支撐結構製造監督符合性聲明（發出日期） CS-Number or reference to an Annex including this information 

dd.mm.yy 

運輸及安裝監督符合性聲明（發出日期） CS-Number or reference to an Annex including this information 

dd.mm.yy 

試運轉監督符合性聲明（發出日期） CS-Number or reference to an Annex including this information 

dd.mm.yy 

專案特性量測報告（發出日期） CR-Number or reference to an Annex including this information 

dd.mm.yy 

最終評估報告（發出日期） （FER-Number or reference to an Annex including this 

information） 

dd.mm.yy 

此風場規格及未解決事項於次頁揭露。系統或製造商的品質變更必須經由本中心核准，若無則本驗證證書視為無效。維持

本驗證證書有效之條件附於風場規格之後。  

核准 

人名 

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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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書編號 MIRDC-7015B-WPC-OOOOOO-0 

發出日期 YYYY年 MM月 DD日 

有效日期 YYYY年 MM月 DD日（此為發出日期後+364天） 

發給風場 XXX風場 （D0X-P0X） 

發給開發商 YYY開發商 （D0X） 

開發商資訊 開發商地址 

發給風場財產 
風機型式、數量（詳如附件） 

本驗證證書證明符合風場專案驗證方案 XXXXX: Version。並依據下述文件作為專案驗證證據。 

型式驗證證書（發出日期） TC-Number or reference to the Annex including this 

information 

dd.mm.yy 

場址條件評估符合性聲明（發出日期） CS-Number or reference to an Annex including this information 

dd.mm.yy 

設計基礎符合性聲明（發出日期） CS-Number or reference to an Annex including this information 

dd.mm.yy 

整合負載分析評估符合性聲明（發出日期） CS-Number or reference to an Annex including this information 

dd.mm.yy 

風力機轉子及機艙總成設計評估符合性聲明（發出日期） CS-Number or reference to an Annex including this information 

dd.mm.yy 

風力機轉子及機艙總成製造監督符合性聲明（發出日期） CS-Number or reference to an Annex including this information 

dd.mm.yy 

支撐結構設計評估符合性聲明（發出日期） CS-Number or reference to an Annex including this information 

dd.mm.yy 

支撐結構製造監督符合性聲明（發出日期） CS-Number or reference to an Annex including this information 

dd.mm.yy 

運輸及安裝監督符合性聲明（發出日期） CS-Number or reference to an Annex including this information 

dd.mm.yy 

試運轉監督符合性聲明（發出日期） CS-Number or reference to an Annex including this information 

dd.mm.yy 

專案特性量測報告（發出日期） CR-Number or reference to an Annex including this information 

dd.mm.yy 

最終評估報告（發出日期） （FER-Number or reference to an Annex including this 

information） 

dd.mm.yy 

此風場規格及未解決事項於次頁揭露。系統或製造商的品質變更必須經由本中心核准，若無則本驗證證書視為無效。維持

本驗證證書有效之條件附於風場規格之後。  

核准 

人名 

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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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tificate no. MIRDC-7015B-WPC-OOOOOO-0 

Issued date YYYY年 MM月 DD日 

Valid date YYYY年 MM月 DD日 

Issued for the wind Farm Taiwan XXX Wind Project （D0X-P0X） 

Issued to the developer YYY Developer （D0X） 

Address of the developer 開發商地址 

Assets in the wind farm 
風機型式、數量（詳如附件） 

This certificate attests compliance with Wind Farm Project Certification Scheme XXXXX: Version. It is based on the 

following documents as the proofs of project certification: 

Type certificate （dated） TC-Number or reference to the Annex including this 

information 

dd.mm.yy 

Site conditions evaluation conformity statement （dated） CS-Number or reference to an Annex including this information 

dd.mm.yy 

Project design basis evaluation 

conformity statement （dated） 

CS-Number or reference to an Annex including this information 

dd.mm.yy 

Integrated load analysis evaluation 

conformity statement （dated） 

CS-Number or reference to an Annex including this information 

dd.mm.yy 

Wind turbine RNA design evaluation  

conformity statement （dated） 

CS-Number or reference to an Annex including this information 

dd.mm.yy 

Wind turbine/ RNA manufacturing surveillance conformity 

statement （dated） 

CS-Number or reference to an Annex including this information 

dd.mm.yy 

Support structure design evaluation 

conformity statement （dated） 

CS-Number or reference to an Annex including this information 

dd.mm.yy 

Support structure manufacturing surveillance conformity 

statement （dated） 

CS-Number or reference to an Annex including this information 

dd.mm.yy 

Transport and installation surveillance  

conformity statement （dated） 

CS-Number or reference to an Annex including this information 

dd.mm.yy 

Commissioning surveillance conformity statement 

（dated） 

CS-Number or reference to an Annex including this information 

dd.mm.yy 

Project characteristics measurement （dated） CR-Number or reference to an Annex including this information 

dd.mm.yy 

Final evaluation report （dated） （FER-Number or reference to an Annex including this 

information） 

dd.mm.yy 

The wind farm specification begins on page 2 of this certificate. Changes in the system design or the manufacturer’s quality 

system are to be approved by MIRDC. Without approval, the certificate loses its validity. The conditions to maintain the 

validity of this certificate is annexed after the wind farm specification.  

Approved: 

Name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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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tificate no. MIRDC-7015B-WPC-OOOOOO-0 

Issued date YYYY年 MM月 DD日 

Valid date YYYY年 MM月 DD日（364 days after issued date） 

Issued for the wind Farm Taiwan XXX Wind Project （D0X-P0X） 

Issued to the developer YYY Developer （D0X） 

Address of the developer 開發商地址 

Assets in the wind farm 
風機型式、數量（詳如附件） 

This certificate attests compliance with Wind Farm Project Certification Scheme XXXXX: Version. It is based on the 

following documents as the proofs of project certification: 

Type certificate （dated） TC-Number or reference to the Annex including this 

information 

dd.mm.yy 

Site conditions evaluation conformity statement （dated） CS-Number or reference to an Annex including this information 

dd.mm.yy 

Project design basis evaluation 

conformity statement （dated） 

CS-Number or reference to an Annex including this information 

dd.mm.yy 

Integrated load analysis evaluation 

conformity statement （dated） 

CS-Number or reference to an Annex including this information 

dd.mm.yy 

Wind turbine RNA design evaluation  

conformity statement （dated） 

CS-Number or reference to an Annex including this information 

dd.mm.yy 

Wind turbine/ RNA manufacturing surveillance conformity 

statement （dated） 

CS-Number or reference to an Annex including this information 

dd.mm.yy 

Support structure design evaluation 

conformity statement （dated） 

CS-Number or reference to an Annex including this information 

dd.mm.yy 

Support structure manufacturing surveillance conformity 

statement （dated） 

CS-Number or reference to an Annex including this information 

dd.mm.yy 

Transport and installation surveillance  

conformity statement （dated） 

CS-Number or reference to an Annex including this information 

dd.mm.yy 

Commissioning surveillance conformity statement 

（dated） 

CS-Number or reference to an Annex including this information 

dd.mm.yy 

Project characteristics measurement （dated） CR-Number or reference to an Annex including this information 

dd.mm.yy 

Final evaluation report （dated） （FER-Number or reference to an Annex including this 

information） 

dd.mm.yy 

The wind farm specification begins on page 2 of this certificate. Changes in the system design or the manufacturer’s quality 

system are to be approved by MIRDC. Without approval, the certificate loses its validity. The conditions to maintain the 

validity of this certificate is annexed after the wind farm specification.  

Approved: 

Name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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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編號 MIRDC-7105B-WCS-OOOOOO-0 

發出日期 YYYY 年 MM月 DD日 

  

風場名稱 XXX 風場（D0X-P0X） 

符合風場專案驗證模組 試運轉監督  Commissioning surveillance 

風場開發商 YYY 開發商（D0X） 

開發商資訊 開發商地址 

風場資產 風機型式、數量（詳如附件） 

本符合性聲明證明符合風場專案驗證方案 XXXXX: Version。並依據下述文件作為專案驗證模

組符合證據。 

XXX驗證報告（發出日期） 

 

CR-Number or reference to the Annex 

including this information 

dd.mm.yy 

  

  

此風場規格及未解決事項於次頁揭露。系統或製造商的品質變更必須經由本中心核准，

若無則本符合性聲明視為無效。維持本符合性聲明有效之條件附於風場規格之後。  

 

核准 

人名 

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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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編號 MIRDC-7105B-WCS-OOOOOO-0 

發出日期 YYYY 年 MM月 DD日 

有效日期 YYYY年 MM月 DD日（此為發出日期後+364 天） 

風場名稱 XXX 風場（D0X-P0X） 

符合風場專案驗證模組 試運轉監督  Commissioning surveillance 

風場開發商 YYY 開發商（D0X） 

開發商資訊 開發商地址 

風場資產 風機型式、數量（詳如附件） 

本符合性聲明證明符合風場專案驗證方案 XXXXX: Version。並依據下述文件作為專案驗證模

組符合證據。 

XXX驗證報告（發出日期） 

 

CR-Number or reference to the Annex 

including this information 

dd.mm.yy 

  

  

此風場規格及未解決事項於次頁揭露。系統或製造商的品質變更必須經由本中心核准，

若無則本符合性聲明視為無效。維持本符合性聲明有效之條件附於風場規格之後。  

 

核准 

人名 

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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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ment no. MIRDC-7105B-WCS-OOOOOO-0 

Issued date YYYY年 MM月 DD日 

  

Issued for the wind Farm XXX Wind Project （D0X-P0X） 

Conforming certification module Design evaluation for wind turbine RNA 

Issued to the developer YYY Developer （D0X） 

Address of the developer  

Assets in the wind farm  

This conformity statement attests compliance with Wind Farm Project Certification Scheme 

XXXXX: Version: Conformity test and certification. It is based on the following documents as 

the proofs of project certification module: 

XXX certification report （dated） CR-Number or reference to the Annex 

including this information 

dd.mm.yy 

  

  

The wind farm specification begins on page 2 of this certificate. Changes in the system 

design or the manufacturer’s quality system are to be approved by MIRDC. Without 

approval, the certificate loses its validity. The conditions to maintain the validity of this 

certificate is annexed after the wind farm specification.  

 

Approved: 

Name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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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ment no. MIRDC-7105B-WCS-OOOOOO-0 

Issued date YYYY年 MM月 DD日 

Valid date YYYY 年 MM月 DD日 (364 days after issued date) 

Issued for the wind Farm XXX Wind Project （D0X-P0X） 

Conforming certification module Design evaluation for wind turbine RNA 

Issued to the developer YYY Developer （D0X） 

Address of the developer  

Assets in the wind farm  

This conformity statement attests compliance with Wind Farm Project Certification Scheme 

XXXXX: Version: Conformity test and certification. It is based on the following documents as 

the proofs of project certification module: 

XXX certification report （dated） CR-Number or reference to the Annex 

including this information 

dd.mm.yy 

  

  

The wind farm specification begins on page 2 of this certificate. Changes in the system 

design or the manufacturer’s quality system are to be approved by MIRDC. Without 

approval, the certificate loses its validity. The conditions to maintain the validity of this 

certificate is annexed after the wind farm specification.  

 

Approved: 

Name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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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完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台中智慧暨系統研發服務處   

 40768台中市工業區 37路 25號  

電話：04-23502169 

網址：http://www.mirdc.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