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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輔具檢測有憑有據，安心安全面面俱到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技術與檢測發展組工程師/謝松良、嚴治宇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第六組物性技術科技士/陳文忠 

一、 前言 

輔具為「輔助器具」或「輔助產品」的簡稱，為解決生活上的困難或不便而發

明，凡是能用以提昇生活、工作、學習與休閒等活動參與的任何產品、零件、儀器、

設施均稱為輔具，其涵蓋內容非常廣泛，可能為高科技產品如外骨骼、智慧輪椅、

電動床或結構簡單之產品如柺杖、飲食、穿衣輔具，可能是現成商品，或是針對個

別需求個人化設計或改造的物品，臺灣社會人口結構的趨勢走向高齡化，高齡者與

身心障礙者族群在輔具使用上越趨頻繁，使用不當或是產品安全造成的損傷也是令

人難以想像，輕則肢體外傷，重則骨折、併發後遺症甚至危及生命，因此促進輔具

產品安全符合國際標準與時並進，是維護國人生命安全刻不容緩的重點工作。 

二、 政府統計數據及案例分析 

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統計，110 年 65 歲以上死亡人數 13 萬 7,161 人，死亡

原因中屬於事故傷害之 65 歲死亡人數為 3,270 人(全年齡死亡人數為 6,775 人)，

事故傷害係指非蓄意性傷害事件，圖 1 以死因觀察，越高齡者事故傷害及糖尿病排

序有下降趨勢，而肺炎及高血壓性疾病排序則趨上升，其中事故傷害在排名 65 歲

以上人口前十大死亡原因排名分別為第 6(65~74歲)及第 9(75~84歲)，圖 2顯示在

全年齡人口事故傷害成因中，跌倒及跌落之人數為 1,482 人，排名高居第二，按照

比例概算，65 歲以上人口因跌倒及跌落之死亡人數約 715 人，跌倒意外對於高齡

者族群的影響不可小覷，除了會造成身體傷害外，所誘發的後遺症也是令人難以想

像的，輕則頭部外傷，重則骨折、併發腦出血，增加罹病率及死亡率。 

高齡者跌倒最常的發生地點就在家中浴室及樓梯，浴室是室內空間裡，跌倒機

率最高的地方，而跌倒的兩大主因是地面濕滑與光線不足，跌倒容易造成骨折、頭

部外傷，甚至還可能導致死亡，對於照顧家中身心障礙或行動不便者如廁，在浴室

準備洗澡椅、馬桶增高器等個人衛生輔具產品是最為經濟且方便的方式。樓梯跌落

的老人傷勢往往較嚴重，不是傷及腦部就是粉碎性骨折、多處骨折。樓梯應加裝扶

手、止滑貼片，並避免堆放雜物。家中有住行動不便的長輩，可以在一樓建置孝親

房，減少上下樓梯次數，考慮加裝樓梯升降椅，或者乾脆搬到公寓等平面式空間。

除此之外，台灣很多家庭浴室具有門檻，為了避免高齡者摔倒或輪椅使用者進出浴

室門檻段差問題，因此常使用軌道式斜坡板或整體式斜坡板，不用改建浴室即可解

決此類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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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10 年 65 歲以上人口主要死亡原因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110 年死因統計結果分析) 

 

 

圖 2 全年齡人口之歷年事故傷害死亡原因結構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110 年死因統計結果分析) 

三、 無障礙、個人衛生輔具之檢測發展 

我國於 2007 年時將原有之「身心障礙者保護法」修改為「身心障礙者權益保

障法」，嘗試納入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之部分精神與內涵，於 2014 年，立法院通過「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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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正式將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國內法化，本局為協助推動

符合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 4 條一般義務，「從事或促進研究及開發適合身心障礙

者之新技術，並促進提供與使用該等新技術，包括資訊和傳播技術、行動輔具、用

品、輔助技術，優先考慮價格上可負擔之技術」；「提供身心障礙者可近用之資訊，

關於行動輔具、用品及輔助技術，包括新技術，並提供其他形式之協助、支持服務

與設施」及第 20 條個人行動能力，「促進身心障礙者享有近用優質之行動輔具、

用品、輔助技術以及各種形式之現場協助及中介，包括以其可負擔之費用提供之」，

鑑於上開條文內容，本局「身心障礙與高齡者智慧照護輔具檢測驗證推動計畫」係

為促進國內身心障礙與高齡者輔具相關產業之發展，協助障礙者或看護者獲得更適

用更安全之輔具，以消弭障礙者生活上與看護者工作上的不便利性及不安全性，計

畫中為促進障礙者生活照顧及所遭遇之不便性及不安全性，於 102 年研擬可攜式輪

椅斜坡板標準草案，103 年公告為「CNS 15759可攜式輪椅斜坡板」[1]；103 年研

擬行動不便者用動力操作升降平台標準草案，105 年公告為「CNS 15830-2 行動不

便者用動力操作升降平台－安全、尺度及功能性操作之規則－第 2 部：坐式、立式

及輪椅使用者在傾斜面移動使用之動力式樓梯升降機」[2]；106 年研擬個人衛生

輔具要求及試驗法標準草案，107 年公告為「CNS 17966 支撐使用者之個人衛生輔

具-要求及試驗法」[3]等輔具國家標準，提供此類輔具之品質與安全性之依據，提

升是類輔具產品之品質及安全性，同時依標準研究測試相關輔具如斜坡板(圖 3)、

樓梯升降椅(圖 4)、洗澡椅(圖 5)及浴缸扶手(圖 6)，除讓業者有可依循之產品標

準參考，亦提供身心障礙者或高齡者有保障之安全產品，提升生活品質，並消弭看

護人員工作之不方便性及不安全性。本局將持續協助推動相關輔具之產品安全標準

建置，讓障礙者或看護者獲得更適用安全之輔具。 

      

         (a)視覺測試(箭頭指引處毛邊)                (b)通行面防滑測試 

     

          (c)穩態性能測試(坡道上煞車)           (d)穩態性能測試(進入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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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抗撓曲測試                         (f)耐用性效能測試 

   

                          (g)負載抵抗性測試 

圖 3 可攜式輪椅斜坡板測試 

 

     

   (a)坐墊靜力測試                        (b)腳踏靜力測試 

圖 4 輪椅使用者在傾斜面移動使用之動力式樓梯升降椅測試 

 

     

(a)穩定性測試                           (b)靜力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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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耐久測試                             (d)墜落測試 

圖 5 個人衛生輔具洗澡椅測試 

     

(a)靜力強度測試(正向)                    (b)靜力強度測試(側向) 

      

      (c)耐久測試(正向)                (d)耐久測試(側向) 

圖 6 個人衛生輔具浴缸扶手測試 

 

四、 參考文獻 

1. CNS 15759:2020 可攜式輪椅斜坡板，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2. CNS 15830-2:2016 行動不便者用動力操作升降平台－安全、尺度及功能性操

作之規則－第 2 部：坐式、立式及輪椅使用者在傾斜面移動使用之動力式樓

梯升降機，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3. CNS 17966:2018 支撐使用者之個人衛生輔具－要求及試驗法，經濟部標準檢

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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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漂浮裝置-性能等級 100之救生衣標準探討暨建置檢測技術可行性

評估 

                                             高分子科 科長宋志堅 

一、前言 

    本研究係就本局規劃制定 CNS 草案「個人漂浮裝置-第 4 部：性能等級 100 之救

生衣-安全要求事項」(以下稱救生衣標準草案)之檢測能量進行盤點，並就建置檢測

能力之可行性進行評估。另就救生衣標準草案增訂人體模型水中性能測試方法進行

瞭解，希望能藉由人體模型加入讓檢測單位可選擇性有限度代替真人水中性能測試，

減少檢測過程意外事故發生。 

    本次研究內容可分為 4項領域，分別為 1. 國內救生衣(非船舶使用)性能、標示項

目調查及其品質研究。2.以救生衣標準草案評估國內檢測能量及探討本局檢測技術

和設備建置可行性。3.評估水中性能測試項目以人體模型模擬測試之可行性。4. 比

較各國救生衣檢測技術及行政管理之差異性。 

    藉由以上研究成果可提供權責管理單位在制定相關技術文件時參酌使用。 

二、研究結果發現 

    就調查國內救生衣商品品質水準方面，係以採購之商品能否提出試驗報告(證

明文件)、銷售店家能否就救生衣功能提出說明及中文標示等三項訴求點進行調查，

調查結果發現隨機查核 10 件商品扣除 3 件不適用(船舶用)，僅 1 件符合要求，又

7 件商品中僅有 1 件屬 100N(牛頓)，惟該件商品品名卻標示錯誤(原應標示救生衣

標為浮力衣)，此結果說明國內業者在產品資訊揭露上顯為不足，銷售店家對販售

商品品質及適用性等認知上也有待加強，未來權責管理單位在制定相關法規時，本

局業務單位可就上述不足點加強宣導，避免誤用不同級別救生衣，讓救生衣真正功

能能確實彰顯出來。 

    在國內試驗室，本局檢測能量建置可行性評估方面，係依據救生衣標準草案所

列一般性能及人體性能(陸上、水中)之檢測項目進行研究，評估結果為標準草案

50 項目中僅有 19 項可檢測，主要檢測能量不足處在於缺乏標準水池，整體而言，

本組在救生衣檢測能量建置上尚有相當空間需努力達成。 

    關於增訂成人人體模型水中性能測試部分，係以探討成人人體各部位尺寸、質

量、密度以供人體模型資料庫建立及相關開發設計，未來本局將規劃以測試人員

96 人(32 種體型×3 人/體型)，採電腦 3D 全身掃描，配合人體模型設計開發，以期

產製人體模型標準及測試方法。 

    盤點國外檢測試驗室檢測技術及行政管理之差異性，就鄰近各國及歐美進行探討

發現，除新加坡依消費者安全要求法規，採後市場管理外，其餘國家皆要求進入市

場前需先確認符合標準，就主管機關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皆以交通事業單位為

主，美國為海岸防衛隊，南韓為產業通商資源部，歐盟則由各會員國依其法治與行

政體系自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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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論 

    1. CNS救生衣標準草案尚在制定階段，未來救生衣該項商品在管理方面，就檢測

量能建置上可規劃與研究單位共同合作執行辦理。 

2. 救生衣產品國內業者普遍資訊揭露不足，銷售店家對販售商品品質認知普遍不

足，以上產品業管單位可就此方面加強宣導並強化查核管理。 

3.關於增訂成人人體模型水中性能測試部分，另設定計畫就一般救生衣以100等

級為研商重點，於2年內可分別就(1)人體模型參數資料分析研究與建立人體模

型資料庫、(2)人體模型設計開發與驗證方法之研究、(3)研擬國家標準草案增訂

人體模型測試方法等三階段完成。 

4.成人人體模型(人偶)替換真人水中性能測試之可行性分析，除「財務可行性」、 

「經濟可行性」二項需投入龐大金額，建議可縮減檢測硬體建置項目及人體模

型(人偶)數量等措施應對，其餘「技術可行性」、「硬體設備可行性」、「政

策可行性」、「法律可行性」等各項經評估皆屬具體可行。 

5.現有歐美救生衣商品進入市場採需先確認符合標準法規之方式管理，該點與     

本局商品列檢管理方式相同，有關此點可提供本局權責管理單位參考研析。 

四、參考文獻 

1. CNS草-制 1100009：2021個人漂浮裝置-第 4部：性能等級 100之救生衣- 

安全要求事項。 

2. ISO 12402-9 Personal flotation devices Part 9：Evaluation ,2020- 

     07. 

3. 110年 5月 20日召開「推動一般救生衣國家標準草案增訂人偶測試方法會 

     議」紀錄。 

4. 110年 8月 19日召開「推動一般救生衣國家標準草案增訂人偶測試方法會 

     議」紀錄。 

 

 

 

 

儀器介紹 

液化石油氣用鋼瓶閥排放試驗設備簡介 

物性技術科 技士 詹勝文 

一、前言： 

國內家用或店面使用「液化瓦斯(以下簡稱桶裝瓦斯)」作為烹煮食物之情形極

為普遍，但瓦斯為一種可燃氣體，若不幸發生異常狀態或處於火場中，桶內因

溫度上升進而壓力飆高的情況下，為了避免爆炸造成更大傷害，因此CNS 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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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石油容器用閥 (以下簡稱CNS 1324)國家標準制定所有瓦斯鋼瓶用閥(以下

簡稱鋼瓶閥)均需設置安全裝置(如圖1)，安全裝置簡單來說就是一個壓力控制

閥，可將壓力控制在24 kg/cm2(一般桶內壓力為8~10 kg/cm2)以下，若桶內壓

力高於24 kg/cm2時即開啟洩壓將瓦斯排出以降低桶內壓力，確保在火場中迅

速排出瓦斯，使其燃燒取代因壓力過高進而使鋼瓶爆裂伴隨瓦斯爆炸的方式，

確保火場不會有更大的意外發生，而該類鋼瓶閥已列為本局公告輸入及國內產

製檢驗商品，本局依據CNS 1324執行檢驗作業，其中第4.6節「安全裝置之噴

出量」檢驗項目，就是為了確保鋼瓶閥在壓力異常狀態下能正常洩壓(噴出)並

符合國家標準要求之「噴出量」以換算為15.6 ℃、1,013 hPa (1 atm)的狀態

下安全裝置的噴出氣體量(m3/h)表示，其量應在公式(如下備註)計算所得之噴

出量以上，本局為確保執行「安全裝置之噴出量」檢驗作業，需建立瓦斯鋼瓶

閥排放試驗設備之操作能力。 

 

備註：噴出量計算公式依據 CNS 1324第 4.6節之規定：   

Q = 1.674 V ( P + 0.1013 ) 

式中 Q：所需之噴出量(m3/h) 

V：所可裝設之最大容器內容量(L) 

P：決定噴出量之壓力(MPa) 

P = ( TP * 0.8 ) * 1.2 = WP * 1.2 

TP：耐壓試驗壓力(MPa) 

WP：始噴壓力(MPa) 

    圖 1 鋼瓶閥安全裝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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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檢測設備功能說明： 

本項液化石油氣用鋼瓶閥排放試驗設備(如圖2)主要由工作臺、觸控人機介面、

試驗控制台、連接管線、流量計、加壓幫浦、小型壓力儲槽及固定治具等裝置組成，

各組件功能說明如下： 

(一) 工作臺：可放置鋼瓶閥樣品及按鈕用來啟動試驗，並設有一隔板確保操作

人員安全。 

(二) 觸控式人機介面：利用觸控面板及人機介面來下達指令，可手動或自動進

行試驗操作。 

(三) 試驗控制台：位於工作臺前方，設有操作試驗開始及停止之按鈕。 

(四) 連接管線：用於連接鋼瓶閥之安全裝置至流量計之管線。 

(五) 流量計：可藉由人機介面顯示並繪出安全裝置噴出量之數據及圖表。 

(六) 加壓幫浦：可將空壓機之壓力進行2次加壓並存放於壓力儲槽內。 

(七) 小型壓力儲槽：可儲存加壓幫浦2次加壓之壓力，同時也是安全裝置噴出之

氣體來源。 

(八) 固定治具：可於試驗中固定鋼瓶閥樣品，使其在加壓及噴出氣體的過程保

持穩定。 

 

圖2 液化石油氣用鋼瓶閥排放試驗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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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液化石油氣用鋼瓶閥排放試驗設備運作方式： 

(一) 開啟電源，人機介面會倒數300秒後進入主畫面(如圖3)。 

(二) 點選自動操作進入氣密自動操作畫面後再點選趨勢圖畫面，進入流量趨勢

圖畫面即完成試驗前人機介面操作(如圖4)。 

(三) 下拉開啟工作臺隔板(如圖5)。 

(四) 將待測鋼瓶閥之安全裝置套入橡膠軟管內並密封後，再將閥基部置入固定

治具中(如圖6)。 

(五) 上拉關閉工作臺隔板，完成樣品安裝。 

(六) 打開氣壓源，開始供氣。 

(七) 旋轉高壓調壓閥至所需之壓力(如圖7)。 

(八) 待加壓幫浦加壓至所需壓力後，按下工作臺前方工程三按鈕開始安全裝置

噴出量試驗(如圖8)。 

(九) 流量趨勢圖畫面會顯示當次試驗之噴出量數據圖。 

(十) 點擊歷史資料進入歷史資料畫面並確認系統紀錄之流量峰值是否達標，繼

續試驗則重複步驟七到步驟十(如圖9)。 

(十一) 結束試驗後，開啟設備後方洩壓閥(如圖10)並旋轉高壓調壓閥調降壓力。 

(十二) 關閉電源。 

 

  

圖3 人機介面讀取畫面及主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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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氣密自動操作畫面及流量趨勢圖畫面 

 
圖5 工作臺隔板操作示意圖 

 

圖6 閥件安裝步驟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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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高壓調壓閥及壓力錶 

 

圖8 工作臺前方之工程按鈕 

 

圖9 歷史資料畫面及資料判讀示意圖 



- 14 - 

 

圖10 設備後方之洩壓閥(開啟狀態) 

四、結論 

本套液化石油氣用鋼瓶閥排放試驗設備係針對 CNS 1324「液化石油氣容器用

閥」中所適用鋼瓶閥及複合材料瓶閥做為主要測試產品，並測試其中「安全裝置之

噴出量」試驗，操作介面保持簡單易懂直覺性的全中文畫面，並設有自動選項提升

便利性，工作臺面保持簡單直覺的設計加上緊急復歸按鈕使操作者不會因混淆而發

生錯誤，內建管路將氣體導流至設備後方的方式也較不會產生使用者的不適，故可

建立安全且實用之安全裝置噴出量試驗以因應鋼瓶閥及複合材料瓶閥之性能檢測能

量。 

五、參考文獻： 

   1.CNS 1324:2022，液化石油氣容器用閥，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安全護欄之耐撞擊試驗之安全性儀器簡介－搖晃推拉試驗機 

高分子科 技士 吳庭彰 

一、 前言： 

已開發國家在近期以來，少子化的趨勢越發明顯。對嬰幼兒的生命安全也

更加重視。由於嬰幼兒身心發展尚未完全，對於相關產品需要進行嚴謹的規範。

於 2016年，美國消費者產品安全委員會宣布，有數種兒童安全護欄遭到消費

者投訴，在上鎖的情況下會自動打開，造成至少 10名兒童跌倒受傷。甚至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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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櫃都有可能產生危害。有小孩子在攀爬衣櫃時，由於衣櫃重心不穩傾倒而導

致孩童傷亡的憾事發生。可見在於家具(尤其是兒童最常接觸到的)制定相關規

範是勢在必行。在規範要求事項中，也有各式各樣的模擬儀器為此而設計出來，

模擬嬰幼兒在使用相關產品的情況與可能產生的風險危害。本文將介紹安全護

欄產品的測試儀器–搖晃推拉試驗機 (如圖 1) 。 

 

圖 1   搖晃推拉試驗機 

二、搖晃推拉試驗機之應用： 

搖晃推拉試驗機主要為測試安全護欄之耐撞擊試驗之安全性。可針對不同安全

護欄樣品、組件和結構執行 CNS 16005
〔4〕兒童照護用品－安全護欄規定的測試，可

滿足 EN 1930:2011的要求。此外，本儀器有操作容易，機械容易維護，並在本儀

器上可進行兩種試驗的優點。 

在試驗上，先將待測樣品裝置於測試框架，並進行左右調整，再操控儀器進行

施力點位置上下調整。調整完畢後即檢查安全護欄是否符合相關要求。待推拉試驗

結束後，重新將安全護欄安裝至試驗框架，即可再進行搖晃試驗。本儀器模擬嬰幼

兒對安全護欄(適用於 24個月以下之嬰幼兒)進行搖晃試驗與推拉試驗。 

三、儀器說明： 

待安全護欄安裝至試驗框架後，即可開始試驗，兩種試驗方式都是以電腦觸控

介面 (如圖 2、圖 3)進行操作。本試驗設備系統操作簡易，選定要操作的試驗頁面，

即可進行實驗操作。CNS 16005:除另有規定外，各項試驗應以同一安全護欄依本標

準所列順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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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推拉試驗設備儀器介面 

 

 

圖 3  搖晃試驗設備儀器介面 

(一) 推拉試驗： 

安全護欄安裝至試驗框架後，調整夾具高度確保夾具頂端呈水平後(如圖 4)，

即可以觸控介面(如圖 3)進入推拉試驗頁面對荷重元歸零。本試驗的動力來源為空

壓機，待氣體壓力足夠時，即可啟動夾具進行試驗。本項試驗需來回水平推拉各

10000次，週期為 2秒。等試驗結束後測量安裝點移動距離。本試驗所需實驗時間

冗長大約要 6小時，且多數在尚未完成 10,000次循環安全護欄已經脫離測試框架，

因此本設備有作動開關，當待測樣品脫離測試框架時，碰觸到作動開關即可讓本測

試儀器停止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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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推拉試驗設備夾具 

(二) 搖晃試驗： 

安全護欄安裝至試驗框架後，調整支撐臂高度確保夾具頂端與傳動圓盤頂端

呈水平後(如圖 5)，選定搖晃試驗頁面，即可進行試驗。啟動後傳動馬達會帶動傳

動圓盤與夾具，模擬嬰幼兒搖晃安全護欄。本項試驗需 1,000轉，頻率為 120-125 

rpm。本試驗所需實驗時間短，10分鐘以內即可測試完畢，可以在短時間內看到試

驗結果。  

   

圖 5  搖晃試驗設備 

四、結論 

在有限的資源下，本局優先對風險性較高的試驗項項目進行儀器採購，作為保

護嬰幼童的防線。執行相關檢驗時，也需要有人設計相關實驗儀器。在可以確實執

行試驗為前提，操作流程的簡化可以減少操作人員因操作失誤而影響實驗流程。為

使用者更有效率的把關相關商品之安全性。 

 



- 18 - 

五、參考文獻： 

1.側邊往復衝擊試驗機操作說明書(台北標檢局)2020.11，台灣，109 年，揚諺

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2.嬰兒護欄無預警打開 IKEA 無條件召回，105 年，TVBS 新聞網 ，取自

https://news.tvbs.com.tw/world/664600 

3.「桌邊掛椅」、「安全護欄」及「手提嬰兒床及腳架商品」列檢及相關檢驗規 

定說明會簡報，109 年，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第二組，2021/8/19 檢索，取自

https://www.bsmi.gov.tw/wSite/public/Attachment/f1605149801625.PDF 

4.國家標準 CNS 16005:2017 兒童照護用品－安全護欄，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