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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T通知文件對我產品出口影響意見回饋單 
111 年 4 月 1日至 4 月 15日 

 

依據世界貿易組織(WTO)下的技術性貿易障礙(TBT)協定，WTO會員
在新增或修改產品相關規定時，必須於草案階段提交 TBT通知文件，
並提供 60 日評論期，以蒐集國內外業者意見，避免產生不合理的貿
易障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為我國在世界貿易組織(WTO)下的技術性貿易障
礙(TBT)查詢單位，盼藉由國內產業界的回饋意見，找出國外不合理
之規定，以向國外反映我國意見，並協助產業界解決困難。 

請協助填寫本問卷，以利政府瞭解其他國家通知文件所述法規對我出
口產品可能之影響，並研究可能之因應作法。 
*必填 

電子郵件地址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提供您的單位名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提供您單位的聯絡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提供您的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對於本次提供的 TBT 通知文件，請告訴我們貴單位的看法 

案
號 

通知文件 
無影響 
(未出口
或產製) 

有影響 
(但規
定尚屬
合理) 

重大影響  
(需極大成本符合規定
或無法出口，請提供相

關說明電郵
tbtenq@bsmi.gov.tw) 

非貴
單位
業務 

1 
G/TBT/N/USA/1851 
無線電廣播與無線電通訊     

2 
G/TBT/N/CHN/1667 
防火膨脹條 

    

3 
G/TBT/N/USA/658/Add.3 
兒童產品     

mailto:tbtenq@bsmi.gov.tw


2 
 

4 

G/TBT/N/CHN/1668 
PVC 防水板、TPO 防水板、SBS 改質
瀝青防水板、APP 改質瀝青防水板、
自黏防水板、EPDM 防水板 

    

5 
G/TBT/N/CHN/1671 
採礦機器     

6 
G/TBT/N/USA/659/Add.3 
兒童產品     

7 
G/TBT/N/JPN/734  
氫氟碳化物之高壓氣體容器     

8 
G/TBT/N/CHN/1672 
土壤運送機械 

    

9 
G/TBT/N/EU/887  
航海設備(包括救生、防污、消防、導

航、無線通訊等設備) 
    

10 
G/TBT/N/USA/1690/Add.2 
射頻設備     

11 
G/TBT/N/USA/1848 
空氣過濾程序 

    

12 
G/TBT/N/USA/980/Rev.1 
抽水機之測試程序修正 

    

13 
G/TBT/N/USA/1576/Add.1 
管道安全 

    

14 
G/TBT/N/EU/885  
消費性產品(歐盟產品協調標準清單

外) 
    

15 
G/TBT/N/USA/305/Rev.1 
室內空調 

    

16 
G/TBT/N/USA/1691/Add.3 
消費品揭露警語 

    

17 
G/TBT/N/USA/898/Add.5 
自動商用製冰機 

    

18 
G/TBT/N/USA/1275/Add.3 
低樓層住宅之節能標準 

    

19 
G/TBT/N/CHN/1666 
家用光治療設備 

    

20 
G/TBT/N/USA/1842/Add.1 
風扇和鼓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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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G/TBT/N/CHN/1665 
光動力治療和光動力診斷設備 

    

22 
G/TBT/N/CHN/1664  
高流量氧氣呼吸器等呼吸道醫療器材 

    

23 
G/TBT/N/EU/884 
道路機動車(M 型與 N 型) 

    

24 
G/TBT/N/MEX/508 
重建的、翻新的、副的、非規格的、

再製造的和舊的或二手的產品 
    

25 
G/TBT/N/USA/917/Rev.1 
冷藏瓶裝或罐裝飲料的自動販賣機的

測試程序 
    

26 
G/TBT/N/CHN/1670  
建築用矽酮密封膠 

    

27 
G/TBT/N/CHN/1669 
建築用玻璃安全技術要求 

    

 

其他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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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 4 月 1 日至 4 月 15 日涉及我國重要出口產品之 WTO/TBT 通知文件清單 

案

號 
通知文件編號 

通知 
會員 

涉及產品及可能涉及之產品稅則號列 相關公會 主管機關 

1 

G/TBT/N/USA/1851 美國 無線電廣播與無線電通訊 
Broadcast radio; Radiocommunications (ICS code(s)：33.060); 
Audio, video and audiovisual engineering (ICS code(s)：
33.160); Television and radio broadcasting (ICS code(s)：
33.170) 
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發布最終規則，修訂適用於無線

電廣播站的規則，以排除過時或相互衝突的技術規範。 
 
無線電通訊設備(Radio Communication equipment) 
8517 電話機，包括蜂巢式網路或其他無線網路電話；其他

傳輸或接收聲音、圖像或其他資料之器具，包括有線或無

線網路(如區域或廣域網路)之通訊器具，但不包括第

8443，8525，8527 或 8528 節之傳輸或接收器具 
852550 無線電廣播或電視之傳輸器具 
852560 具有接收器具之無線電廣播或電視之傳輸器具 
8526 雷達器具、無線電導航器具及無線電遙控器具 
8527 無線電廣播接收器具，不論是否併裝有錄或放音器具

或計時器者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

同業公會 
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 
經濟部工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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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通知文件編號 

通知 
會員 

涉及產品及可能涉及之產品稅則號列 相關公會 主管機關 

2 

G/TBT/N/CHN/1667 中國

大陸 
防火膨脹條 Fire intumescent seals (HS code(s)：8481); (ICS 
code(s)：13.220.50) 
中國大陸發布有關防火膨脹條之標準草案，明定前述裝置

之代號、分類、技術要求、測驗方法、檢驗規則、標示、

運輸及儲存等規範。  
 
6806 熔渣絨、岩石絨及類似礦物絨；頁狀蛭石、膨脹黏土、

泡沫熔渣及類似膨脹黏土、泡沫熔渣及類似膨脹礦物材

料；具有隔熱、隔音或吸音作用之礦物混合物或製品，但

第６８１１或６８１２節或第六十九章所列物品除外 

台灣消防器材工業同

業公會 
內政部消防署 
經濟部工業局 
 

3 
G/TBT/N/USA/658/
Add.3 

美國 

兒童產品 Children’s products (HS 9403, ICS 19.020, 97.190, 
97.200, CA.001) 
 
9403 其他家具及其零件  

台灣區玩具暨孕嬰童

用品工業同業公會 
經濟部工業局 
經濟部標準檢

驗局(第二組) 

4 G/TBT/N/CHN/1668 
中國

大陸 

PVC 防水板、TPO 防水板、SBS 改質瀝青防水板、APP 改

質瀝青防水板、自黏防水板、EPDM 防水板 PVC waterproof 
sheets, TPO waterproof sheets, SBS modified asphalt 
waterproof sheets, APP modified asphalt waterproof sheets, 
Self-adhesive waterproof sheets, EPDM waterproof sheets 
(HS code(s)：391810, 392190, 400821, 680710); (ICS 

臺灣防水工程專業營

造業同業公會 
內政部營建署 
經濟部工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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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通知文件編號 

通知 
會員 

涉及產品及可能涉及之產品稅則號列 相關公會 主管機關 

code(s)：91.120.30) 
中國大陸發布有關建築防水板之標準草案，明定前述裝置

之技術要求及測試方法。  
 
392190 其他  
680710 瀝青製或類似材料之製品，成捲者 
391810 氯乙烯聚合物製  
400821 板、片及條 

5 G/TBT/N/CHN/1671 
中國

大陸 

採礦機器 Mining machinery (HS code(s)：8430); (ICS 
code(s)：73.100, 73.120) 
中國大陸公布礦山機械標準草案，明定此類機械之安全要

求並徵求公眾意見。涉及產品為適用於固體礦物之採礦、

篩選及加工之設備，包含電氣設備；氣動、液壓、潤滑設

備；資訊系統及照明；控制系統；以及針對移動設備之安

全技術要求。 
 
730840 供鷹架、窗套、支柱或坑道支持用設備 
730890 其他鋼鐵結構物（第 9406 節組合式建築物除外）

及其零件（如︰水閘、屋頂、屋頂架、百葉窗、欄杆）；

鋼鐵製板、桿、角形、型、管及類似品，已製作備結構物

臺灣鋼鐵工業同業公

會 
台灣區金屬品冶製工

業同業公會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

會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

同業公會 

經濟部工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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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通知文件編號 

通知 
會員 

涉及產品及可能涉及之產品稅則號列 相關公會 主管機關 

用者 
8310 卑金屬製標示牌、名牌、地址牌及類似牌、數字、字

母及其他符號，屬第９４０５節者除外 
8425 滑車及吊重機，不包括吊斗式吊重機；絞車和絞盤；

千斤頂 
8426 船用人字起重桿；起重機，包括巨纜起重機；移動式

升降架、跨載機及裝有起重機之工作車 
8427 叉舉車；裝有昇降或搬運物品設備之其他工作車 
8428 其他升降、搬運、裝卸機器(如︰升降機、升降梯、

輸送機及高架纜車) 
8429 自力推動推土機、斜鏟推土機、平土機、整平機、刮

土機、鏟土機、挖掘機、鏟斗機、砸道機和壓路機 
8430 土壤、礦物、礦砂用之其他搬動、平土、整平、刮土、

挖掘、搗緊、緊壓、抽取或鑽孔機械；打樁機及起樁機；

鏟雪機及吹雪機 
8474 固態(包括粉狀及糊狀在內)泥土、石料、礦砂或其他

礦物用之選別、篩分、分離、洗滌、軋碎、磨粉、混合或

揉合機械；固體礦物燃料、陶土漿、濕水泥、粉刷材料或

其他粉狀、糊狀礦產品用之混凝、造模或造形機械；鑄造

用砂模製造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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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通知文件編號 

通知 
會員 

涉及產品及可能涉及之產品稅則號列 相關公會 主管機關 

8501 電動機及發電機(發電機組除外) 
851220 其他機動車輛用照明或視覺信號設備 
8531 電音響或視覺信號器具(如︰電鈴、電警報器、指示

面板、防盜器或火災警報器)，第８５１２或８５３０節所

列者除外 
8537 控電或配電用板、面板、機櫃、檯、箱及其他基板，

裝配有第８５３５或８５３６節所列二種或以上之器具，

包括裝有第九十章所列之儀器或器具，及數值控制器具

者，第８５１７節所列之電訊交換器具除外 
8544 絕緣(包括磁漆或陽極處理)電線、電纜(包括同軸電

纜)及其他絕緣電導體，不論是否裝有插接器；光纖電纜，

由個別被覆之纖維製成，不論是否與電導體組合或裝有插

接器 
94054019 其他探照燈 
94054040 防爆燈 
94054050 礦工燈 
94054090 其他電燈具及照明配件 

6 
G/TBT/N/USA/659/
Add.3 

美國 
兒童產品 Children’s products (HS 9403, ICS CA.001, 
19.020, 97.190, 97.200) 
 

台灣區玩具暨孕嬰童

用品工業同業公會 
經濟部工業局 
經濟部標準檢

驗局(第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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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通知文件編號 

通知 
會員 

涉及產品及可能涉及之產品稅則號列 相關公會 主管機關 

9403 其他家具及其零件 

7 G/TBT/N/JPN/734 日本 

氫氟碳化物之高壓氣體容器 High-pressure-gas containers 
for hydrofluorocarbon   
日本經濟產業省(METI)發布通知，將根據《高壓氣體安全

法》(High Pressure Gas Safety Act)，針對氫氟碳化物制定

新的高壓氣體容器規範。 
 
7311 供貯存壓縮或液化氣體用之鋼鐵製容器 
74199911 銅製貯藏壓縮或液化氣體之容器 
761300 供貯存壓縮或液化氣體用之鋁製容器 

台灣區高壓氣體工業

同業公會 
經濟部工業局 

8 G/TBT/N/CHN/1672 
中國

大陸 

土壤運送機械Earth-moving machinery (ICS code(s)：53.100) 
中國大陸發布有關土壤運送機械之標準草案，明定前述裝

置之安全要求。 涉及產品包括推土機、裝載機、挖掘裝載

機、挖土機、傾卸卡車、鏟運機、平土機、起重機、開溝

機、壓路機、纜索挖掘機、水平定向鑽機。 
 
8426 船用人字起重桿；起重機，包括巨纜起重機；移動式

升降架、跨載機及裝有起重機之工作車 
8427 叉舉車；裝有昇降或搬運物品設備之其他工作車 
842890 其他升降、搬運、裝卸機器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

會 
經濟部工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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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通知文件編號 

通知 
會員 

涉及產品及可能涉及之產品稅則號列 相關公會 主管機關 

8429 自力推動推土機、斜鏟推土機、平土機、整平機、刮

土機、鏟土機、挖掘機、鏟斗機、砸道機和壓路機 
8430 土壤、礦物、礦砂用之其他搬動、平土、整平、刮土、

挖掘、搗緊、緊壓、抽取或鑽孔機械；打樁機及起樁機；

鏟雪機及吹雪機 
870410 設計供非公路用之傾卸車 

9 G/TBT/N/EU/887 歐盟 

航海設備(包括救生、防污、消防、導航、無線通訊等設備) 
Marine Equipment (including inter alia life-saving appliances, 
pollution prevention equipment, fire protection equipment, 
navigation equipment, radio communication equipment). 
歐盟執委會發布施行規則草案，明定航海設備之設計、營

造、性能要求與測試標準。該項草案將取代歐盟第

2021/1158 號施行規則，並根據相關國際規範進行修改。 
 
救生逃生設備 
360490 其他信號火炬，落雨火箭，濃霧信號及其他煙火製

品 
611300 第５９０３、５９０６或５９０７節針織或鈎針織

物所製成之衣服（防寒衣） 
630720 救生衣及救生帶 

台灣區製衣工業同業

公會 
台灣區造船工業同業

公會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

同業公會 
台灣消防器材工業同

業公會 
台灣製鞋工業同業公

會 

內政部消防署 
經濟部工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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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通知文件編號 

通知 
會員 

涉及產品及可能涉及之產品稅則號列 相關公會 主管機關 

890392 機動船，但不包括舷外機動力船（救難快艇） 
89071010 救生筏 
89069010 救生艇 
902000 其他呼吸用具及防毒面具，不包括未具有機械零件

或可更換過濾器之保護面具 
940540 其他電燈具及照明配件 
940560 照明標誌、照明名牌及類似物品 
94054090 其他電燈具及照明配件（救生衣或逃生艇之救生

示位燈） 
950629 其他滑水板、衝浪板及其他水中運動設備（救生圈） 
防污設備 
84798950 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噪音防制設備、振動防制設

備、環境監測設備、水污染防治設備及廢棄物清理設備 
消防設備 
63079040 防火衣、防毒衣、救難袋及類似品 
681291 衣服、衣服之附屬品，靴鞋和帽類（消防用石棉衣

物靴帽手套等） 
830260 自動關門器（防火門自動控制） 
841490 空氣泵或真空泵、空氣壓縮機或其他氣體壓縮機及

風扇之零件（排氣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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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通知文件編號 

通知 
會員 

涉及產品及可能涉及之產品稅則號列 相關公會 主管機關 

842410 滅火器，不論是否裝藥劑者 
84248910 整套消防設備 
84818020 消防栓及消防撒水頭 
853110 防盜器或火災警報器及類似器具 
導航及無線通訊設備 
9026 供計量或檢查液體或氣體之流量、液位、壓力或其他

可變因素之儀器及器具（例如︰流量計、液位計、壓力計、

熱度計），不包括第９０１４、９０１５、９０２８或９

０３２節之儀器及器具 
9013 液晶裝置（未構成為其他號列所更明確說明之物品

者）；雷射，雷射二極體除外；其他光學用具及儀器，本

章未列名者  
9014 定向羅盤；其他航行儀器及用具 
9015 水路、海洋、水文、氣象或地球物理測量（包括照相

測量）用儀器及用具（不包括羅盤）；測距儀器 
8525 無線電廣播或電視之傳輸器具，不論是否裝有接收或

錄或放音器具者；電視攝影機；數位相機及影像攝錄機 
8526 雷達器具、無線電導航器具及無線電遙控器具  
8527 無線電廣播接收器具，不論是否併裝有錄或放音器具

或計時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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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通知文件編號 

通知 
會員 

涉及產品及可能涉及之產品稅則號列 相關公會 主管機關 

10 
G/TBT/N/USA/1690/
Add.2 

美國 

射頻設備 Radiofrequency (RF) devices 
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宣布行政管理和預算局(OMB)
已經核准委員會收集有關射頻設備前期銷售和進口機會之

相關資訊，為期三年。委員會將在聯邦公報公布 OMB 核

准及相關資訊收集規則的生效日期。 
 
無線電通訊設備(Radio Communication equipment) 
8517 電話機，包括蜂巢式網路或其他無線網路電話；其他

傳輸或接收聲音、圖像或其他資料之器具，包括有線或無

線網路(如區域或廣域網路)之通訊器具，但不包括第

8443，8525，8527 或 8528 節之傳輸或接收器具 
852550 無線電廣播或電視之傳輸器具 
852560 具有接收器具之無線電廣播或電視之傳輸器具 
8526 雷達器具、無線電導航器具及無線電遙控器具 
8527 無線電廣播接收器具，不論是否併裝有錄或放音器具

或計時器者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

同業公會 
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 
經濟部工業局 

11 G/TBT/N/USA/1848 美國 

空氣過濾程序 Air Filters; Quality (ICS code(s)：03.120); Test 
conditions and procedures in general (ICS code(s)：19.020); 
Ventilation and air-conditioning systems (ICS code(s)：
91.140.30) 

 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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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通知文件編號 

通知 
會員 

涉及產品及可能涉及之產品稅則號列 相關公會 主管機關 

美國加州能源委員會(CEC)提議修訂《加州法規彙編》

(CCR)第 20 篇所載的空氣過濾程序法規。CEC 提議更新空

氣過濾程序的測試、驗證和標示要求，同時修改現有的空

氣過濾程序之適用範圍，澄清該法規僅適用於管道系統的

空氣過濾程序。 
 
842139 其他氣體過濾或淨化機具 (非內燃機用進氣過濾

器) 

12 
G/TBT/N/USA/980/
Rev.1 

美國 

抽水機之測試程序修正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pumps; 
Quality (ICS code(s)：03.120); Test conditions and procedures 
in general (ICS code(s)：19.020); Pumps (ICS code(s)：23.080) 
美國能源部(DOE)提議修改商業用及工業用抽水機的測試

程序，，以與最新行業標準保持一致，同時擴大測試程序

所涵蓋的清潔水泵範圍，並修訂與電機和控制裝置一起出

售的泵的計算方法。 
 
8413 液體泵，無論是否裝有計量裝置；液體昇送器 

台灣區流體傳動工業

同業公會 

台灣區水管工程工業

同業公會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

會 

經濟部工業局 
經濟部能源局 
經濟部標準檢

驗局(第三組) 

13 
G/TBT/N/USA/1576/
Add.1 

美國 
管道安全 Pipelines, valve installation  
美國管道和危險物質安全管理局(PHMSA)修訂《聯邦管道

安全條例》(Federal Pipeline Safety Regulations)，主要涉及

臺灣鋼鐵工業同業公

會 
台灣鑄造品工業同業

經濟部工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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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通知文件編號 

通知 
會員 

涉及產品及可能涉及之產品稅則號列 相關公會 主管機關 

管道的安全及最低性能標準，該最終規則的生效日期為

2022 年 10 月 5 日。 
 
7303 鑄鐵製管及空心型 
7304 鋼鐵製(鑄鐵除外)無縫管及空心型 
7305 其他鋼鐵管(如︰焊接、鉚接或類似接合者)，具圓橫

斷面，其外徑超過 406.4 公釐者 
7306 鋼鐵製之其他管及空心型(如︰開縫或焊接、鉚接或

類似接合者) 
8481 管子、鍋爐外殼、槽、桶或其類似物品用栓塞、旋塞、

閥及類似用具，包括減壓閥及恆溫控制閥 
8517 電話機，包括蜂巢式網路或其他無線網路電話；其他

傳輸或接收聲音、圖像或其他資料之器具，包括有線或無

線網路(如區域或廣域網路)之通訊器具 

公會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

同業公會 

14 G/TBT/N/EU/885 歐盟 

消費性產品(歐盟產品協調標準清單外)Consumer products 
(for aspects not covered by EU harmonised product 
legislation) 
歐盟提出《一般產品安全規則》草案，內容包括對經濟營

運商(製造商、進口商、分銷商、履行服務提供者)的明確

義務，同時加強市場監督規則。該項規則通過後將取代《一

產品涉及範圍廣泛，

請全國工業總會轉知

所屬公會 

經濟部工業局 
經濟部標準檢

驗局(第二組、

第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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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通知文件編號 

通知 
會員 

涉及產品及可能涉及之產品稅則號列 相關公會 主管機關 

般產品安全指令》(第 2001/95/EC 號指令) 
 
所有產品 01-97 

15 
G/TBT/N/USA/305/
Rev.1 

美國 

室內空調 Room air conditioners; Air conditioning machines 
comprising a motor-driven fan and elements for changing the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incl. those machines in which the 
humidity cannot be separately regulated; parts thereof (HS 
code(s)：8415);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CS code(s)：
13.020); Ventilators. Fans. Air-conditioners (ICS code(s)：
23.120) 
 
8415 空氣調節器，具有電動風扇及變換溫度及濕度元件，

其不能單獨調節濕度者亦在內 

台灣區冷凍空調工程

工業同業公會 
經濟部工業局 
經濟部能源局 
經濟部標準檢

驗局(第三組) 

16 
G/TBT/N/USA/1691/
Add.3 

美國 

消費品揭露警語 Consumer product exposure warnings 
美國加州環境健康危害評估辦公室(OEHHA)擬修訂加州

法規第 27 篇第 25601 條、25602 條、第 25603 條、第 20607.1
條及第 25607.2 條規範，允許業者在標示上使用清楚且合

理的簡短警告，並修訂簡短警告之相關格式，公眾評論期

至 2022 年 4 月 20 日止。 
 

產品涉及範圍廣泛，

請全國工業總會轉知

所屬公會 

經濟部工業局 
經濟部標準檢

驗局(第二組、

第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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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通知文件編號 

通知 
會員 

涉及產品及可能涉及之產品稅則號列 相關公會 主管機關 

所有產品 01-97 

17 
G/TBT/N/USA/898/
Add.5 

美國 
自動商用製冰機 Automatic commercial ice makers 
 
841869 其他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

同業公會 

台灣區製冰冷凍冷藏

工業同業公會 

經濟部工業局 

經濟部能源局 

18 
G/TBT/N/USA/1275/
Add.3 

美國 

低樓層住宅之節能標準 Low-rise residential buildings, 
energy efficiency 
美國能源部頒布「設計與建造低樓層住宅之節能標準」最

終規則。能源部依據國際規範委員會(ICC)之「2021 年國際

節能規範」(IECC)更新原先節能標準。 
 
25 鹽；硫磺；泥土及石料；石膏料；石灰及水泥 
27 礦物燃料、礦油及其蒸餾產品；含瀝青物質；礦蠟 
3208 以合成聚合物或經化學改質之天然聚合物為基料之

漆類及凡立水(包括瓷漆及亮漆)，經分散或溶解於非水媒

質者；本章註四所述之溶液 
3209 以合成聚合物或經化學改質之天然聚合物為基料之

漆類及凡立水(包括瓷漆及亮漆)，經分散或溶解於水性媒

質者 
3210 其他漆類及凡立水(包括瓷漆、亮漆及膠畫料)；皮革

台灣塗料工業同業公

會 
台灣區水泥工業同業

公會 
台灣區瀝青工業同業

公會 
台灣塑膠製品工業同

業公會 
台灣橡膠暨彈性體工

業同業公會 
台灣區木材工業同業

公會 
台灣區造紙工業同業

公會 
臺灣陶瓷工業同業公

內政部營建署 
經濟部能源局 
經濟部工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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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通知文件編號 

通知 
會員 

涉及產品及可能涉及之產品稅則號列 相關公會 主管機關 

加工用水性顏料 
3214 玻璃匠用之油灰、接合用之油灰、樹脂黏合劑，填隙

料及其他灰泥；漆匠用之填充物；建築物正面，室內壁垣，

地板及天花板或其他類似品使用之非耐火表面處理調製品 
38 雜項化學產品 
39 塑膠及其製品 
40 橡膠及其膠品 
44 木及木製品；木炭 
48 紙及紙板；紙漿 
、紙或紙板之製品 
57 地毯及其他紡織材料覆地物 
59 浸漬、塗佈、被覆或黏合之紡織物；工業用紡織物  
68 石料、膠泥、水泥、石棉、雲母或類似材料之製品 
69 陶瓷產品 
70 玻璃及玻璃器 
72 鋼鐵 
73 鋼鐵製品 
76 鋁及其製品  
84248910 整套消防設備 
84818020 消防栓及消防撒水頭 

會 
台灣區玻璃工業同業

公會 
臺灣鋼鐵工業同業公

會 
台灣消防器材工業同

業公會 
灣區金屬品冶製工業

同業公會 
台灣區家具工業同業

公會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

同業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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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通知文件編號 

通知 
會員 

涉及產品及可能涉及之產品稅則號列 相關公會 主管機關 

94 家具；寢具、褥、褥支持物、軟墊及類似充填家具；未

列名之燈具及照明配件；照明標誌、照明名牌及類似品；

組合式建築物  

19 G/TBT/N/CHN/1666 
中國

大陸 

家用光治療設備 Home light therapy equipment  which 
incorporates one or more sources of optical radiation in the 
wavelength range between 200 nm and 3 000 nm, with the 
exception of laser radiation, and which is intended to be used 
in the home healthcare environment. 
中國大陸頒布家用光療設備之標準草案，明定此類設備之

基本性能與安全規範。家用光療設備係指用於家庭護理環

境且通常由非專業操作者使用。 
 
851030 除毛髮用具，裝有電動機者 
854370  其他電機及器具 
901890 其他內科、外科或獸醫用儀器及用具 
903010 供計量或偵測 α、β、γ、Ｘ光、宇宙或其他離子

輻射線用之儀器及器具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

同業公會 
經濟部工業局 
經濟部標準檢

驗局(第三組) 

20 
G/TBT/N/USA/1842/
Add.1 

美國 
風扇和鼓風機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fans and blowers 
 
8414 空氣泵或真空泵、空氣壓縮機或其他氣體壓縮機及風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

同業公會 

台灣流體傳動工業同

經濟部工業局 
經濟部能源局 
經濟部標準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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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通知文件編號 

通知 
會員 

涉及產品及可能涉及之產品稅則號列 相關公會 主管機關 

扇；含有風扇之通風罩或再循環罩，不論是否具有過濾器

均在內 
業公會 驗局(第三組) 

21 G/TBT/N/CHN/1665 
中國

大陸 

光動力治療和光動力診斷設備 Photodynamic Therapy and 
Photodynamic Diagnosis Equipment 
中國大陸頒布光化學動力療法及診斷設備之標準草案，明

定其基本性能與安全要求等規範。本文件適用於消除或減

輕疾病、損傷之設備，但不適用於消融及凝血等熱療設備、

低強度雷射治療設備、觀察及監測等用途照明設備。 
 
901820 紫外線或紅外線器具 
901890 其他內科、外科或獸醫用儀器及用具 
903010 供計量或偵測 α、β、γ、Ｘ光、宇宙或其他離子輻

射線用之儀器及器具 

台灣醫療暨生技器材

工業同業公會 
衛生福利部食

品藥物管理署 
經濟部工業局 

22 G/TBT/N/CHN/1664 
中國

大陸 

高流量氧氣呼吸器等呼吸道醫療器材 High flow oxygen 
inhaler, High flow respiratory therapeutic instrument, 
Transnasal high flow oxygen therapeutic instrument, 
Respiratory humidification therapeutic instrument 
中國大陸頒布高流量呼吸道治療器材之標準草案，界定此 
類器材的基本安全與使用守則，該器材用於病人需要不間

斷地呼吸，以及病人需透過高流量呼吸道治療器材改善體

台灣醫療暨生技器材

工業同業公會 
衛生福利部食

品藥物管理署 
經濟部工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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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通知文件編號 

通知 
會員 

涉及產品及可能涉及之產品稅則號列 相關公會 主管機關 

內的肺泡氣等情況。 
 
9018 內科、外科、牙科或獸醫用儀器及用具，包括醫學插

圖器、其他電氣醫療器具及測定目力儀器 
901920 臭氧治療器、氧氣治療器、噴霧治療器、人工呼吸

器或其他治療用呼吸器具 

23 G/TBT/N/EU/884 歐盟 

道路機動車(M 型與 N 型)Road vehicles in general (ICS 
code(s)：43.020); Passenger cars, vans trucks and buses (motor 
vehicles of categories M and N) 
歐盟頒布有關完全自動駕駛車輛之自動駕駛系統的施行規

則草案，明定此類自動駕駛系統型式認可之技術性規格、

評估、測試與管理等要求。 
 
8702 供載客十人及以上(包括駕駛人)之機動車輛 
8703 小客車及其他主要設計供載客之機動車輛(第８７０

２節所列者除外)，包括旅行車及賽車 
8704 載貨用機動車輛 
870899 其他第8701至8705節機動車輛所用之零件及附件

（如限速器） 
901510 測距儀器 

台灣區車輛工業同業

公會 
交通部 
經濟部工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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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通知文件編號 

通知 
會員 

涉及產品及可能涉及之產品稅則號列 相關公會 主管機關 

903289 其他自動調節或控制用儀器及器具 (非液壓或氣

壓者) 

24 G/TBT/N/MEX/508 
墨西

哥 

重建的、翻新的、副的、非規格的、再製造的和舊的或二

手的產品 Rebuilt, refurbished, second-line, off-spec, 
remanufactured and used or second-hand products 
墨西哥經濟部標準化國家諮詢委員會(CCONNSE)公布官

方標準草案，針對進口或在墨西哥銷售之重建、翻新、副

廠、不合規格(off-spec)、再製造及二手或二手產品標示制

定相關規定，明定應由製造商、維修商、重建商、進口商、

轉售商或從事相關產品進口及零售者提供貿易資訊，以確

保消費者安全。涉及產品包含電器、紡織品及其他各類產

品。 
 
涵蓋 HS 32-35、38-40、42-48、50-92、94-96 部分產品。 

產品涉及範圍廣泛，

請全國工業總會轉知

所屬公會 

經濟部工業局 
經濟部標準檢

驗局(第二組、

第三組) 

25 
G/TBT/N/USA/917/
Rev.1 

美國 

冷藏瓶裝或罐裝飲料的自動販賣機的測試程序 Beverage 
vending machines;  Automatic goods-vending machines, e.g. 
postage stamp, cigarette, food or beverage machines, incl. 
money-changing machines; parts thereof (HS code(s)：8476); 
Quality (ICS code(s)：03.120);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CS 
code(s)：13.020); Test conditions and procedures in general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

同業公會 
經濟部工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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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通知文件編號 

通知 
會員 

涉及產品及可能涉及之產品稅則號列 相關公會 主管機關 

(ICS code(s)：19.020); Shop fittings (ICS code(s)：97.130) 
 
8476 自動販賣機（如販售郵票、香菸、食物或飲料機器），

包括自動換幣機 

26 G/TBT/N/CHN/1670 
中國

大陸 

建築用矽酮密封膠 One component structural 
silicone  sealant, Two components structural silicone  sealant 
(HS code(s)：350610, 350691); (ICS code(s)：91.100.50) 
中國大陸提出「建築用矽酮密封膠」標準草案，明定矽酮

結構密封膠的術語和定義、分類和標示、要求、測試方法、

檢驗規則、標誌、包裝、運輸與儲存之規定。本通知適用

於預計設計使用年限不低於 25 年的建築幕牆及其他結構

黏結所用之矽酮密封膠。 
 
350610 適於作膠用或粘著劑用之產品，以零售包裝當作膠

或粘著劑出售，每件淨重不逾１公斤者 
350691 以第３９０１至第３９１３節之聚合物或以橡膠

為基料之粘著劑 

台灣合成樹脂接著劑

工業同業公會 
經濟部工業局 

27 G/TBT/N/CHN/1669 
中國

大陸 

建築用玻璃安全技術要求 Fire-resistant glass、Tempered 
Glass、Laminated Glass、Heat Soaked Thermally Tempered 
Glass (HS code(s)：70); (ICS code(s)：81.040.20) 

台灣區玻璃工業同業

公會 
經濟部工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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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通知文件編號 

通知 
會員 

涉及產品及可能涉及之產品稅則號列 相關公會 主管機關 

中國大陸提出「建築用玻璃安全技術要求」標準草案，明

定建築用玻璃的術語和定義、安全技術要求、測試方法和

規則之相關規定。 
 
7003 鑄製及軋製成片或成形玻璃，不論有無吸收、反射或

不反射層，但未經其他方式加工者 
7004 拉製或吹製之片狀玻璃，不論有無吸收、反射或不反

射層，但未經其他方式加工者 
7005 浮式平板玻璃及表面經研磨或拋光之平板玻璃，不論

有無吸收、反射或不反射層，且未經其他方式加工者 
7006 第７００３、７００４或７００５節之玻璃，經彎

曲、邊緣處理、鏤刻、鑽孔、上釉或其他加工，但未鑲框

或裝配其他材料者 
7007 安全玻璃，包括強化或膠合玻璃 
7008 複層之絕緣玻璃 
7016 舖地用磚、片、磚、塊、瓦及其他壓製或模造之玻璃

製品，不論有無鑲金屬線，供建築或工程用者；玻璃立方

體及其他玻璃小製品，不論有無鑲背，供作馬賽克磚及類

似裝飾用途者；花飾鉛條窗玻璃及其類似品；多孔或泡沫

玻璃之成片、磚、塊、板具等形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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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TBT 通知文件篩選條件如下： 
(一)國家：我國重要出口 14 國（中國大陸、美國、歐盟、日本、韓國、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澳洲、印度、印尼、墨西哥
及英國） 
(二)產品：我國前十大出口產品（HS 2 位碼）或臺灣占全球出口比重≧30%之品項（HS 6 位碼）。 
(三)篩出對我國出口可能有影響者：涉及產品占我國出口該國比重或該國占我國該等產品出口比重≧5%。 
(四)涉及中國大陸強制性法規、標準或符合性評鑑程序且涉及產品非我國前十大出口產品（HS 2 位碼）或臺灣占全球出口比重≧30%，
及涉及產品為我國前十大出口產品（HS 2 位碼）或臺灣占全球出口比重≧30%但出口比重未超過 5%，且涉及產品近 5 年平均出口金
額超過 1 億美元者。 
(五)另化學品通知文件中，涉及台灣有生產或利用相關化學品者。 
   *對臺灣有生產/利用之重要化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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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IFICATION 歐盟 通知-消費品 

The following notification is being circulated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10.6 
 

1. Notifying Member: EUROPEAN UNION 

If applicable, name of local government involved (Article 3.2 and 7.2):  

2. Agency responsible:  

European Commission 

Name and address (including telephone and fax numbers, email and website 
addresses, if available) of agency or authority designated to handle comments 
regarding the notification shall be indicated if different from above:  

European Commission, 
EU-TBT Enquiry Point, 
Fax: +(32) 2 299 80 43, 
E-mail: grow-eu-tbt@ec.europa.eu 
Website: http://ec.europa.eu/growth/tools-databases/tbt/en/ 

3. Notified under Article 2.9.2 [X], 2.10.1 [ ], 5.6.2 [X], 5.7.1 [ ], 3.2 [ ], 7.2 [ ], 
other:  

4. Products covered (HS or CCCN where applicable, otherwise national tariff 
heading. ICS numbers may be provided in addition, where applicable): Consumer 
products (for aspects not covered by EU harmonised product legislation) 

5. Title, number of pages and language(s) of the notified document: 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general product safety, 
amending Regulation (EU) No 1025/2012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and repealing Council Directive 87/357/EEC and Directive 2001/95/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COM(2021) 346 final); ((5 page(s), in English)), ((83 
page(s), in English)) 

6. Description of content: This 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general product safety aims at revising Directive 2001/95/EC on general 
product safety. The proposal confirms the key requirement that consumer products placed 
or made available on the EU market must be safe. According to the proposal a consumer 
product can benefit from the presumption of safety if it complies with the relevant 
European standard referenced in the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or, in the 
absence of such European standards, it conforms to the relevant national requirements. 

The proposal includes a set of clear obligations for economic operators (manufacturers, 
importers, distributors, fulfilment service providers), including the drawing up of technical 
documentation by manufacturers and traceability in the supply chain. The proposal also 
provides for specific obligations for online marketplaces relevant for product safety 
(including clear deadlines for reactions to government takedown orders and third party 
notices and ensuring that traders provide minimum product and traceability information in 
their listings). Moreover, the proposal enhances market surveillance by largely aligning the 
market surveillance rules for non-harmonised products to the market surveillance rules set 
up for harmonised products in Regulation (EU) 2019/1020. The proposal also replaces and 

mailto:grow-eu-tbt@ec.europa.eu
http://ec.europa.eu/growth/tools-databases/tb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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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eals the Council Directive 87/357/EEC of 25 June 1987 on food-imitating products. 

歐洲議會和理事會關於一般產品安全的規則提案，旨在修訂關於一般產品安全的指令 2001/95/EC。該

提案確認在歐盟市場上投放或提供的消費產品必須是安全的關鍵要求。根據該提案，如果消費品符合歐盟

官方公報中提及的相關歐洲標準，或者在沒有此類歐洲標準的情況下，符合相關的國家要求，則可受益於

安全推定。 

該提案包括一套對經濟運營商（製造商、進口商、分銷商、履行服務提供者）的明確義務，包括製造商編

造技術文件和供應鏈中的可追溯性。該提案還規定了與產品安全相關的網路市場的具體義務（包括對政府

取締令和第三方廠商通知作出反應的明確期限，以及確保貿易商在其列表中提供最低限度的產品和可追溯

性資訊）。此外，該提案加強了市場監督，將非調和產品的市場監督規則與（歐盟）2019/1020 號規則

中為調和產品制定的市場監督規則基本一致。該提案還取代並廢除了 1987 年 6 月 25 日關於食品仿冒品

的理事會指令 87/357/EEC。 

7. Objective and rationale, including the nature of urgent problems where 
applicable: Prevention of deceptive practices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Protection of 
human health or safety 

8. Relevant documents:  

• Directive 2001/95/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3 
December 2001 on general product safety (OJ L 11, 15.1.2002, p. 4 - 17) EUR-Lex 
- 32001L0095 - EN - EUR-Lex (europa.eu) 

• Regulation (EU) 2019/1020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0 
June 2019 on market surveillance and compliance of products and amending 
Directive 2004/42/EC and Regulations (EC) No 765/2008 and (EU) No 305/2011 
(OJ L 169, 25.6.2019, p. 1–44)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
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19R1020&from=EN 

• Regulation (EU) No 1025/2012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5 
October 2012 on European standardisation, amending Council Directives 
89/686/EEC and 93/15/EEC and Directives 94/9/EC, 94/25/EC, 95/16/EC, 
97/23/EC, 98/34/EC, 2004/22/EC, 2007/23/EC, 2009/23/EC and 2009/105/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and repealing Council Decision 
87/95/EEC and Decision No 1673/2006/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J L 316, 14.11.2012, p. 12–33)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
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12R1025&from=EN 

• Council Directive 87/357/EEC of 25 June 1987 on the approximation of the laws of 
the Member States concerning products which, appearing to be other than they 
are, endanger the health or safety of consumers (OJ L 192, 11.7.1987, p. 49 - 50) 
http://eur-
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CELEX:31987L0357:en:HTML 

9. Proposed date of adoption: To be determined 

Proposed date of entry into force: 20 days from publication in the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 (The provisions shall apply from 6 months after the entry into force of this Regulation) 

10. Final date for comments: 90 days from notification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32001L0095&qid=1649432652510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32001L0095&qid=1649432652510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19R1020&from=EN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19R1020&from=EN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12R1025&from=EN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12R1025&from=EN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CELEX:31987L0357:en:HTML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CELEX:31987L0357: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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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Texts available from: National enquiry point [ ] or address, telephone and fax 
numbers and email and website addresses, if available, of other body:  

European Commission,EU-TBT Enquiry Point, 
Fax: + (32) 2 299 80 43, 
E-mail: grow-eu-tbt@ec.europa.eu 
  
The text is available on the EU-TBT Website : http://ec.europa.eu/growth/tools-
databases/tbt/en/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
content/EN/TXT/?uri=CELEX%3A52021PC0346&qid=1628522210573 
 
https://members.wto.org/crnattachments/2022/TBT/EEC/22_2736_00_e.pdf 
https://members.wto.org/crnattachments/2022/TBT/EEC/22_2736_01_e.pdf 

 

mailto:grow-eu-tbt@ec.europa.eu
http://ec.europa.eu/growth/tools-databases/tbt/en/
http://ec.europa.eu/growth/tools-databases/tbt/en/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52021PC0346&qid=1628522210573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52021PC0346&qid=1628522210573
https://members.wto.org/crnattachments/2022/TBT/EEC/22_2736_00_e.pdf
https://members.wto.org/crnattachments/2022/TBT/EEC/22_2736_01_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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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IFICATION 美國 追加通知-消費品揭露警語 

Addendum 

The following communication, dated 7 April 2022, is being circulated at the request of the 
deleg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_______________ 
 
 
Title: Amendments to Article 6, Clear and Reasonable Warnings Short-form Warnings 

 

Reason for Addendum: 

[ ] Comment period changed - date:  

[ ] Notified measure adopted - date:  

[ ] Notified measure published - date:  

[ ] Notified measure enters into force - date:  

[ ] Text of final measure available from1:  

[ ] Notified measure withdrawn or revoked - date:  
Relevant symbol if measure re-notified:  

[X] Content or scope of notified measure changed and text available from1: 
https://oehha.ca.gov/media/downloads/crnr/proposedregtext2ndmodificationshortform
040522.pdf 
https://members.wto.org/crnattachments/2022/TBT/USA/modification/22_2655_00_e.
pdf 
New deadline for comments (if applicable): 20 April 2022 

[ ] Interpretive guidance issued and text available from1:  

[ ] Other:  

 
Description: TITLE: Proposed Amendments to Article 6 Clear and Reasonable Warnings – Short 
Form 

AGENCY: California Office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Hazard Assessment (OEHHA) 

ACTION: Proposed Modified Text 

SUMMARY: The Office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Hazard Assessment (OEHHA) has modified the text 
of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Proposition 65 short form warning regulations, Title 27, 
California Code of Regulations, Sections 25601, 25602, 25603, 25607.1 and 25607.2. OEHHA is 
releasing for public comment the proposed modified text and a Notice describing the second 
modification, and that includes an Addendum to the Initial Statement of Reasons and other 

                                                
1 This information can be provided by including a website address, a pdf attachment, or other 

information on where the text of the final/modified measure and/or interpretive guidance can be obtained. 

https://oehha.ca.gov/media/downloads/crnr/proposedregtext2ndmodificationshortform040522.pdf
https://oehha.ca.gov/media/downloads/crnr/proposedregtext2ndmodificationshortform040522.pdf
https://members.wto.org/crnattachments/2022/TBT/USA/modification/22_2655_00_e.pdf
https://members.wto.org/crnattachments/2022/TBT/USA/modification/22_2655_00_e.pdf
https://oehha.ca.gov/proposition-65/crnr/notice-second-15-day-modification-text-proposed-amendment-clear-and-reasonable
https://oehha.ca.gov/proposition-65/crnr/notice-second-15-day-modification-text-proposed-amendment-clear-and-reaso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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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relevant to the rulemaking. OEHHA must receive comments by 20 April 2022. 
Information on OEHHA comment periods 

Comments due no later than 20 April 2022. 

環境健康危害評估辦公室（OEHHA）已經修改了 65 號提案簡明警告條例的擬議修正案文本，即加州法規第 27
章第 25601、25602、25603、25607.1 和 25607.2 條。OEHHA 正在發佈擬議的修改文本和描述第二次修改

的通知，並包括初始理由聲明的追加通知和與規則制定有關的其他資訊，供公眾評論。OEHHA 必須在 2022 年 4
月 20 日前收到評論。 

評論不遲於 2022 年 4 月 20 日提交。 

WTO Members and their stakeholders are asked to submit comments via e-mail to the USA TBT 
Enquiry Point at usatbtep@nist.gov by or before 4pm Eastern Time on 20 April 2022. Comments 
received within the comment period by the USA TBT Enquiry Point from WTO Members and their 
stakeholders will be shared directly with the California OEHHA and will also be submitted per the 
instructions accessible at https://oehha.ca.gov/proposition-65/comments/comment-period-notice-
second-15-day-modification-proposed-amendments-title. Public comments submitted on this 
action will be accessible at https://oehha.ca.gov/comments. 

__________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r20.rs6.net%2Ftn.jsp%3Ff%3D001pDFdy8_Q7rGq3bkZVVSq91w8roMZuE1kCU34wo6iH_gr1dcRRRZvoohjeWi2deaOIJnIHLbOZRq6Q9Rkp4k_HHaK-ahvyRj-6NPPxgGfvyxISjGotZkdvvw5dT4hd5pdzSyL5fCqQfCGlDJoTIZBZQ%3D%3D%26c%3DbPdn4Lk32_KoSQffAaiP--33nlI--HEYJjfzMrk9rtUoOlCIdnqWqQ%3D%3D%26ch%3DpgQe08Gtv0UOLlXkj9lG01VymVLras7p1SFMBILs9k65gUbCzKuaHg%3D%3D&data=04%7C01%7Cusatbtep%40nist.gov%7Cfcfb208dc83d4972d7c408da17474f68%7C2ab5d82fd8fa4797a93e054655c61dec%7C1%7C0%7C637847892293574816%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sdata=A3GvUl7s%2BDIfyVhcIU2dgik9nJjQdocQibTNd2s70XA%3D&reserved=0
http://usatbtep@nist.gov
http://time-time.net/times/time-zones/usa-canada/current-eastern-time-est.php
https://24timezones.com/time-zone/et
https://oehha.ca.gov/proposition-65/comments/comment-period-notice-second-15-day-modification-proposed-amendments-title
https://oehha.ca.gov/proposition-65/comments/comment-period-notice-second-15-day-modification-proposed-amendments-title
https://oehha.ca.gov/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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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IFICATION 墨西哥 通知-重建的、翻新的、副的、非規格的、再製造的和舊的或二手的產品 

The following notification is being circulated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10.6. 
 

1. Notifying Member: MEXICO 

If applicable, name of local government involved (Articles 3.2 and 7.2): 

2. Agency responsible: Comité Consultivo Nacional de Normalización de la Secretaría de 
Economía, CCONNSE (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on Standardization of the Ministry of 
the Economy) 

Name and address (including telephone and fax numbers, email and website 
addresses, if available) of agency or authority designated to handle comments 
regarding the notification shall be indicated if different from above: 

Calle Pachuca número 189, Colonia Condesa, Demarcación Territorial Cuauhtémoc, Código 
Postal 06140, Ciudad de México, Mexico 
Tel.: (+52) 55 57 29 61 00, Ext. 13247 
Email: tania.fosado@economia.gob.mx 

3. Notified under Article 2.9.2 [X], 2.10.1 [ ], 5.6.2 [ ], 5.7.1[], 3.2[], 7.2 [ ], other:  

4. Products covered (HS or CCCN where applicable, otherwise national tariff 
heading. ICS numbers may be provided in addition, where applicable): Rebuilt, 
refurbished, second-line, off-spec, remanufactured and used or second-hand products 

5. Title, number of pages and language(s) of the notified document: PROYECTO de 
Norma Oficial Mexicana PROY-NOM-241-SE-2021, Etiquetado de productos reconstruidos, 
reacondicionados, de segunda línea, fuera de especificaciones, remanufacturados y usados 
o de segunda mano-Información comercial (Draft Mexican Official Standard PROY-NOM-
241-SE-2021: rebuilt, refurbished, second-line, off-spec, remanufactured and used or 
second-hand products - Trade information) (14 pages, in Spanish) 

6. Description of content: The notified Mexican Official Standard establishes the trade 
information that must be made available to consumers acquiring rebuilt, refurbished, 
second-line, off-spec, remanufactured and used or second-hand products imported and 
sold in the United Mexican States. 

The trade information referred to in this Mexican Official Standard must be provided by 
manufacturers, repairers, rebuilders, importers, resellers and any other person engaged in 
importing or retailing the products indicated in the Standard. 

This Mexican Official Standard does not apply to products for which there is a specific 
Mexican Official Standard regulating aspects related to trade information; in such cases, 
the provisions of those standards shall apply. 

Compliance with this Mexican Official Standard does not waive any responsibility to comply 
with the provisions of other Mexican Official Standards relating to the products mentioned 
within the scope of this Standard. 

被通知的墨西哥官方標準規定了必須向獲得在墨西哥進口和銷售的重建的、翻新的、副的、非規格的、再

製造的和舊的或二手的產品的消費者提供的貿易資訊。 

mailto:tania.fosado@economia.gob.m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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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墨西哥官方標準中提到的貿易資訊必須由製造商、維修商、重建商、進口商、轉售商和任何其他從事進

口或零售本標準中所述產品的人提供。 

本墨西哥官方標準不適用於有專門的墨西哥官方標準來規範貿易資訊相關方面的產品；在這種情況下，應

適用這些標準的規定。 

遵守本墨西哥官方標準並不意味著放棄遵守與本標準範圍內提到的產品有關的其他墨西哥官方標準的規定

的任何責任。 

7. Objective and rationale, including the nature of urgent problems where 
applicable: Consumer information, labelling 

8. Relevant documents: 

NOM-002-SCFI-2011 

Productos preenvasados-Contenido neto-Tolerancias y métodos de verificación (Mexican 
Official Standard NOM-002-SCFI-2011: Pre‑packaged products ‑  Net content ‑  
Tolerances and verification methods), published in the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Federation on 
10 August 2012, and the Resolution amending Appendices C and D to Mexican Official 
Standard NOM-002-SCFI-2011 Productos preenvasados -Contenido neto-Tolerancias y 
métodos de verificación, published on 10 August 2012 and published in the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Federation on 5 June 2013. 

NOM-008-SCFI-2002 

Sistema General de Unidades de Medida (Mexican Official Standard NOM-008-SCFI-2002: 
General system of units of measurement), published in the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Federation on 27 November 2002, and its Amendment of section 0, the heading of Table 
13, the last paragraph of Annex B and the "Signo decimal" ("Decimal point") section in 
Table 21 of Mexican Official Standard NOM-008-SCFI-2002 Sistema General de Unidades 
de Medida, published in the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Federation on 24 September 2009. 

NOM-030-SCFI-2006 

Información comercial-Declaración de cantidad en la etiqueta-Especificaciones (Mexican 
Official Standard NOM-030-SCFI-2006: Trade information - Quantity declarations on labels 
- Specifications), published in the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Federation on 6 November 2006. 

9. Proposed date of adoption: To be determined 

Proposed date of entry into force: To be determined 

10. Final date for comments: 60 days from the date of notification. 

11. Texts available from: National enquiry point [ ] or address, telephone and fax 
numbers and email and website addresses, if available, of other body: 

Secretaría de Economía (Ministry of the Economy), Dirección General de Normas 
(Directorate-General of Standards) 
Contact person: Tania Fosado 
 
Pachuca 189, Colonia Condesa, 
Demarcación territorial Cuauhtémoc, 
Ciudad de México, 06140 
 
(+52 55) 5729 91 00, Ext. 13247 or 13264 
tania.fosado@economia.gob.mx 
 
https://www.dof.gob.mx/nota_detalle.php?codigo=5646791&fecha=25/03/2022 
 
https://members.wto.org/crnattachments/2022/TBT/MEX/22_2489_00_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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