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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2 
型式檢定作業流程介紹



2

申請人/廠商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委託之型式檢定機構 商品驗證機構 
 
 
 
 
 
 
 
 
 
 
 
 
 
 
 
 
 
 
 
 
 
 
 
 
 
 
 

 
 
 
 
 
 
 
 
 
 
 
 
 
 
 
 
 
 
 
 
 
 
 
 
 
 
 

 
 

申請人基本文件 
型式檢定指定之技術

文件 

申請人基本文件 
符合性評鑑文件 
其他指定之技術文件 

型式檢定檢定機構實驗室 
核對型式檢定申請資料，完全齊備型

式檢定指定之技術文件，收取型式檢

定費用並安排現場型式檢定。

型式檢定人員 
1.審查廠商提供之『技術文件』 
2.現場查對產品『技術文件』及依據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機械器具防護

標準』執行型式檢定。 

型式檢定判定

製作型式檢定報告 

合格核發型式檢定報告 
合格核發型式檢定證明

不合格發給不合格報告 
廠商改善重新申請型式檢定 

不合格報告 
廠商改善重新申請

型式檢定 

符合取得驗證登錄 

不符合改善 

不符合通知書結案 

是否完成
型式檢定

核對申請資料齊全、完
備收件並收取費用 

申請人收到補
件通知後於2
個月內補正

可否補
正？

限期內提
出補正？

符合性
評鑑

補正是否
齊全、完
備？

核發商品驗證
登錄證書 

申請人收到
不符合通知
於3個月內申
請複審？

發行不符
合通知書
結案

發行不符合通
知書結案 

限期內申請
複審並符合
規範？ 

核發商品驗證
登錄證書 

是 

是是

是
否

否

否

不符合

否

否 符合

動力衝剪機械型式檢定申請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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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者應提出正式申請，經其授權代表簽字；申請內容
或其附件應包括：

a.所欲型式檢定之範圍。

b.聲明申請者同意遵守型式檢定要求，並提供欲型式檢
定產品之規格及資訊。

c.應檢附該型式機械器具之構造(有電氣回路者，含電氣
回路)圖、性能及操作說明書。檢定機構認有必要時，
得通知申請人提供相關試驗報告、文件或物件。

動力衝剪機械型式檢定申請（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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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力衝剪機械型式檢定申請（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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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力衝剪機械型式檢定申請（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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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 屬 工 業 研 究 發 展 中 心 

動 力 衝 剪 機 械 型 式 檢 定 申 請 書 

申請日期：○○年○○月○○日 

工令號：               
一、申請人  

公司或營業所名稱  ○○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全銜)   （簽章）  ○○○       

地址   ○○市○○區○○○○路○○○號                                      

負責人   ○○○    統一編號 12345678     發票抬頭  ○○股份有限公司      

聯絡人   ○○○    電話號碼 02-12345678  傳真號碼  02-23456789            

 
二、生產廠場 

廠場名稱：   ○○廠區                                                           

廠址：   ○○市○○區○○○○路○○○號                                    

 

動力衝剪機械型式檢定申請（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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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申請項目 

申請項目 衝剪機械種類  申請項目 安全裝置種類 

□確動式離合器衝床  □ 安全護圍 

□摩擦式離合器衝床  □ 防護式安全裝置 □機械衝床 

□機械式摺床  □ 雙手操作式安全裝置 

□液壓衝床   □ 感應式安全裝置 

□剪床     □ 拉開式安全裝置 

□摺床   □ 掃除式安全裝置 

 

動力衝剪機械型式檢定申請（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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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動力衝剪機械』產品範圍及申辦號列 

 號列 品名(產品描述) 檢驗標準 
驗證登錄符合性

評鑑程序模式 

□ 8462.10.10.00.1 
鍛造機（限檢驗冷作鍛造，衝程>6mm，

滑塊移動速度>30mm/s，人工上下料之鍛

造機） 

機械器具防護標準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九

十三年七月三十日) 
模式二加三 

□ 8462.10.20.00.9 
模壓衝製機（包括壓床）（限檢驗冷作鍛

造，衝程>6mm，滑塊移動速度>30mm/s
，人工上下料之模壓衝製機） 

機械器具防護標準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九

十三年七月三十日) 
模式二加三 

□ 8462.29.00.00.2 
其他彎曲、摺疊、矯直或矯平之機器（限

檢驗衝程>6mm，滑塊移動速度>30mm/s
，人工上下料之摺床） 

機械器具防護標準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九

十三年七月三十日) 
模式二加三 

□ 8462.31.00.00.8 
數值控制剪機（限檢驗衝程>6mm，滑塊

移動速度>30mm/s，人工上下料之剪機） 
機械器具防護標準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九

十三年七月三十日) 
模式二加三 

 

動力衝剪機械型式檢定申請（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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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動力衝剪機械』產品範圍及申辦號列 

 號列 品名(產品描述) 檢驗標準 
驗證登錄符合性

評鑑程序模式 

□ 8462.39.00.00.0 
其他剪機（限檢驗衝程>6mm，滑塊移動

速度>30mm/s，人工上下料之剪機） 
機械器具防護標準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九

十三年七月三十日) 
模式二加三 

□ 8462.41.00.00.6 

數值控制衝孔或衝口工具機（包括壓床）

，包括衝剪複合機（限檢驗衝程>6mm，

滑塊移動速度>30mm/s，人工上下料之數

值控制衝孔或衝口工具機，包括衝剪複合

機） 

機械器具防護標準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九

十三年七月三十日) 
模式二加三 

□ 8462.49.00.00.8 

其他衝孔或衝口工具機（包括壓床），包

括衝剪複合機（限檢驗衝程>6mm，滑塊

移動速度>30mm/s，人工上下料之數值控

制衝孔或衝口工具機，包括衝剪複合機） 

機械器具防護標準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九

十三年七月三十日) 
模式二加三 

□ 8462.91.00.00.5 
液壓機(限檢驗衝程>6mm，滑塊移動速度

>30mm/s，人工上下料之液（氣）壓機) 
機械器具防護標準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九

十三年七月三十日) 
模式二加三 

 

 

動力衝剪機械型式檢定申請（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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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力衝剪機械型式檢定申請（8/10）

產品描述 規格/數據 

產品名稱  

主/系列型式編號 □本產品為主型式，型式編號如下： 

  
 □本產品為系列型式，所屬主/系列型式編號如下：

主型式：                                     

系列型式：                                  
長 × 寬 × 高      m  ×    m  ×    m 

總重量           Tons 

衝壓能力           Tons 

行程數           SPM 

行程距離            mm 

閉模高度            mm 

最大模高            mm 

滑塊調整量            mm 

滑塊面積            mm2 

台盤厚度            mm 

台盤面積            mm2 

主馬達       (4P)      Kw 

動力源        Volt.      Φ 

控制台個數           座 

控制電源        Volt.      Φ  

其他  
 

五、『動力衝剪機械』產品基本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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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力衝剪機械型式檢定申請（9/10）

       □ 衝壓機械安全裝置標示 

項      目 標       示 備  註 

製造序號   
製造廠商名稱   
製造年月   
使用之衝壓機械種類   
衝壓能力   

行程長度（雙手操作式安全裝置除外）   
每分鐘行程數 SPM （雙手操作式及光電
式安全裝置除外） 

  

金屬模之大小範圍(模具.螺孔中心距離)   
雙手操作式安全裝置(遲動時間) Tl： （安

全一行程式安全裝置） 
  

雙手操作式安全裝置 Tm： 
（雙手起動式安全裝置） 

  

光電式安全裝置(遲動時間) Tl：   

使用中之衝壓機械停止時間 Ts： 
（緊急停止機構開始動作時至滑塊停止
時之時間） 

  

安全距離  mm   

有效防護距離  mm   
光電式安全裝置

有效防護高度  mm   

六、『動力衝剪機械』安全裝置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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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力衝剪機械型式檢定申請（10/10）

       □ 剪斷機械標示 

項      目 標       示 備  註 
製造序號   
製造廠商名稱    
製造年月         
剪斷機械種類   
剪斷機械之剪斷厚度  mm   
剪斷機械之刃物長度  mm   

有效防護距離  mm   
光電式安全裝置

有效防護高度  mm   
 

六、『動力衝剪機械』安全裝置標示



13

□ 1. 產品基本資料；

機械照片或型錄；型式名稱說明書；

包含「動力衝剪機械名稱、商品分類號列、基本規格

(主機台、控制台)」；

動力衝剪機械安全裝置位置示意圖；

□ 2. 產品安全裝置基本資料（安全裝置一覽表），包含廠

牌、品名、規格、安全性能

□ 3. 產品安全性能檢測報告；

衝壓機械遲動時間Tl / 衝壓機械停止時間Ts /

最大停止時間(Tl+Ts)

動力衝剪機械型式檢定應檢附之技術文件（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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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產品操作保養說明書；

安全說明/搬運說明/安裝說明/操作說明/

維修說明……

□ 5. 安全裝置之符合說明；(含重要零組件證書或測試報告)

安全相關計算；/安全護圍符合說明；

防護式安全裝置、雙手操作式安全裝置、

感應式安全裝置、拉開式安全裝置、

掃除式安全裝置符合說明；

□ 6. 安全裝置迴路圖

電氣安全迴路圖；

液/氣壓安全迴路圖；

動力衝剪機械型式檢定應檢附之技術文件（2/3）



15

機械式

衝剪機械

油壓或氣壓式

衝剪機械
安全計算之計算內容

安全護圍 安全護圍 各開口大小及其對應點之距離(如CNS 3418或CNS 14805)
防護高度計算：防護式護圍高度高於閉合工作高度。

防護式安全裝置若具開口者，各開口大小及其對應點之距離。

(活動升降門)之吊環強度與尺寸計算
防護式 防護式

(活動升降門)之吊索強度與尺寸計算

雙手起動式安全裝置：Tm之停止時間及安全距離。

(設置安全距離計算)雙手操作式 雙手操作式
衝床

安全裝置
雙手操作式安全裝置：Tl+TS之停止時間及安全距離。

防護高度計算

感應式 感應式 光電式安全裝置：Tl+TS之停止時間及安全距離。

(設置安全距離計算)
牽引帶之強度與尺寸計算

拉開式/掃除式 -
固定用零組件強度計算

雙手操作式 雙手操作式 設置安全距離計算

感應式 感應式 設置安全距離計算

牽引帶之強度與尺寸計算

剪床
安全裝置

拉開式 -
固定用零組件強度計算

雙手操作式 設置安全距離計算國內業者表示，

此類機械多已被

油壓式摺床取代

感應式 設置安全距離計算

牽引帶之強度與尺寸計算

摺床
安全裝置

拉開式 -
固定用零組件強度計算

『動力衝剪機械』須作安全計算之相關項目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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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動力衝剪機械之系列型式判定，依原則所規定之項目
不得變更外，其餘功能性項目得由型式檢定機構自行研
訂核判基準，報經行政院勞工委員會及經濟部標準檢驗
局備查。

2. 動力衝剪機械之系列型式判定，乃針對已驗證合格之主
型式進行比對，且確認如下項目未予改變，始得判定為
系列型式產品：

(一)台身型式；

(二)傳動型式；

(三)離剎型式；

3. 動力衝剪機械商品系列型式判定及檢定抽樣原則
(98.2.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經標三字第09830000750號令)

動力衝剪機械系列型式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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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單位 受理單位 審核單位 說明 

 

(1)填具申請書、備齊技術

文件，向行政人員申請

機械器具型式檢定作

業。 

(2)行政人員受理申請，將

申請書及相關資料、技

術文件等，派工給型式

檢定員，進行文件審

查。 

(3)文件審查核可後，由行

政人員通知申請人繳

交相關費用。 

(4)文件審查若發現申請

資料不符合，請申請人

補件或更正。 

(5)申請人完成繳費，領取

發票後，進行型式檢定

作業。 

(6)型式檢定員與申請人

約定時間到廠進行型

式檢定作業。 

(7)型式檢定不合格，以書

面說明其理由，覆知

申請人。 

(8)型式檢定合格者，發給

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 

動力衝剪機械型式檢定申請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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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接受型式檢定之申請及繳費後，應於14 個工作天
內審查完畢，並與廠商安排日期實施型式檢定作
業。若必須補件或複檢以兩次為限。

2. 廠商提出申請及完成繳費後，應於三個月內，完
成型式檢定作業。

3. 型式檢定受理時間及作業時間，均為正常上班時
間，假日不受理。

動力衝剪機械型式檢定作業（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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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型式檢定作業完成後，型式檢定人員應將型式檢
定結果，送交型式檢定主管核准；若為合格，型
式檢定服務及行政人員將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發
給廠商。

並告知申請人應於型式檢定合格之機械器具明顯
處，張貼型式檢定合格標識，以資識別；檢定不
合格者，應以書面說明其理由，覆知申請人。

動力衝剪機械型式檢定作業（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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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力衝剪機械型式檢定合格標章

動力衝剪機械型式檢定作業（3/4）

註：
1、標章顏色：黑色K0。
2、標章下方註明型式檢定合格字號或代碼。
3、配合機械器具本體大小或其他特殊需要，合格標章

尺寸得按比例縮小或放大。

金工衝檢字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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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檢定不符合規定者，若辦理申請重新檢定，
應重新繳交檢定費用，待型式檢定服務及行
政人員收取費用後，由型式檢定人員進行重
新檢定作業。

(2) 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之有效為三年，有效期
限屆滿前三個月，申請人應檢附原型式檢定
合格證明書及相關圖面、文件，向檢定機構
申請更新檢定，更新檢定合格之有效期限為
三年。

動力衝剪機械型式檢定作業（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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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件時機及退件作業之處理方式，可分為下述情形：

(1)申請文件審查不符合，無法於限期內補正者；由型式檢
定服務及行政人員辦理退件。

(2)受理後廠商因故無法於三個月內配合辦理型式檢定者；
型式檢定人員應將詳細情形，由該申請案件型式檢定服
務及行政人員與廠商確認後辦理退件。

(3)型式檢定作業開始前，因廠商撤回原申請案件者，由型
式檢定服務及行政人員獲廠商之申請函後予以退件。

上述情形，均應通知廠商予以退件，並退還原申請資料
，另副知型式檢定人員。

動力衝剪機械型式檢定退件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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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證書核發：凡經型式檢定合格，核發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
。合格證書以親自領取或掛號郵寄方式均可。

2.證書變更：廠商如有證書所載事項變更情況，應提出申請
；經型式檢定主管判定，若可以變更，則應換
發新證。

3.證書撤銷：以詐偽方法取得證書者，應予以撤銷，並通知
廠商限期(一個月)繳回證書；屆期未繳回，得
逕為公告註銷。

4.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如有遺失、毀損或滅失等情事時，廠
商發函予中心提出補發之申請；經型式檢定主管判定核准
後，應補發新證。

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之發給、
變更記載事項、補發及繳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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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力衝剪機械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



25

動力衝剪機械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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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力衝剪機械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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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力衝剪機械型式檢定業務收費標準表

檢測費 依衝剪機械設備型式及安全裝置不同 有不同測試項目及收費 

 檢 測 項 目： 費  用 

主型式 
（一）主型式檢測（每型式） 

（二）主型式產品相關文件技術資料審查（每型式） 
30,000 

（一）系列型號檢測（每系列） 

（二）系列型號產品相關文件技術資料審查（抽測系列型號）

包含所有測試項目及交通費.膳雜費. 
25,000 系列 

型號 

系列型號產品相關文件技術資料審查(每系列型號) 10,000 

 單 項 委 託 測 試 項 目：  

 (1)機器本體基本安全檢測 4,000 

 (2)雙手操作式安全裝置檢測：雙手起動式安全裝置 12,500 

 (3)光電感應式安全裝置檢測 13,000 

 (4)光電感應+雙手起動式安全裝置 15,000 

 (5)安全護圍式安全裝置檢測 2,000 

 (6)防護式安全裝置檢測 2,000 

 (7)拉開式安全裝置檢測 2,000 

 (8)掃除式安全裝置檢測 1,000 

差旅費 交通費：自行開車每公里 6.5 元或大眾運輸＋計程車資估算 

 膳雜費：450 元／天 

 住宿費：台北地區 2,000 元／天、其他地區 1,400 元／天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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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研究發展中心研究發展中心研究發展中心
Metal Industries Research & 

Development Center
Metal Industries Research & Metal Industries Research & 

Development CenterDevelopment Center

意見交流與討論意見交流與討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