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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創立與發展： 

民國 48 年 12 月 本所在此期間之名稱為「台灣紡織品試驗中心」，係由「台灣區棉紡工

業同業公會」所屬之「技術室」獨立而來。同時，增加紡織品之檢驗

設備，以執行我國紡織品外銷之檢驗，維護產品品質。 

民國 60 年 7 月 本所更名為「財團法人中國紡織工業研究中心」，此時期業務急遽增

加，主要任務為執行紡織相關廠商品管分等追查，因而本所人員及設

備日漸充異。 

民國 69 年 1 月 此時期，本所在發展方向有重大調整。由品管分等追查工作轉型為科

技研究，為充實內部研發能力，在人員羅致、組織編制及設備擴充等

方面，有大幅的調整與變革。 

民國 78 年 10 月 李模先生接掌本所董事長之職位，加速推動本所研發工作。此時期，

本所執行由經濟部所委託之紡織關鍵技術開發計畫。同時，為奠定本

所研究根基，並於本所土城原有基地，規畫興建三棟供研究實驗使用

之大樓(大智館、大仁館、大勇館)，期能更為發揮研究效果，服務紡

織業界，以促進產業升級。 

民國 89 年 7 月 林義夫先生接任本所董事長之職位，除著力於高科技產業用紡織品及

舒適性紡織品等製程技術研發工作外，更致力於產業服務推廣。民國

89 年 11 月加蓋五層廠房-大義館。期能為紡織產業提供整合性的配套

製程技術。 

民國 90 年 11 月 黃耀堂先生以業界代表身分接任董事長，葉義雄先生為副董事長，致

力於將本所研發及服務方向更能與業界需求相結合，並推動紡織所成

為國際級之產業用紡織品之研發和本機構。 

民國 93 年 9 月 為加速研發及服務多元化及國際化的腳步，本所自民國九十三年九月

起更名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由姚興川先生擔任所長，至此專業

的綜合研發機構邁入新的紀元。 

 

由紡織所所長指派產品評估負責人兼任本機構驗證決定之負責人，為執行產品驗證相關工

作與分工而成立一產品驗證組織，本組織對產品之驗證判定核發、維持、增列、減列、暫

時終止或終止，完全依照申請者之文件、驗證方案、及樣品試驗評估結果，不受紡織所組

織其他高層主管之影響或左右判定結果，經營產品驗證之財務完全獨立自主，不接受任何

營利事業單位之捐獻。 

 

本所業務內容 

1. 研究開發業務：經濟部科技專案研究計畫及業界合作 

其他委託研究計畫 

2. 綜合業務：工業局專案計畫、自主業務、技術移轉、產業技術資訊服務 

發展任務、定位 

1. 開發紡織領域共通性、關鍵性與前瞻性之核心技術 

2. 提升整體產業競爭力，協助政府推動產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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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供紡織品國際級之檢測與驗證服務 

4. 研發具創新前瞻性及整合性配套技術與產品 

5. 建構國際級驗證的檢測及評估實驗室 

願景、未來發展方向 

1. 成為亞洲地區紡織全製程科技研發及服務的主要機構 

2. 建構「創新研發」、「快速反應」、「佈局全球」、「根留台灣」的環境與價值 

3. 於雲林科技工業區紡織成衣出口區內成立分部，就近服務台灣中南部紡織產業 

 

(二) 近年來因國際市場景氣低迷，再加上中國大陸廉價產品搶攻國際市場，對世界各國紡

織業造成很大的衝擊。紡織品之配額從 1995 至 2005 十年間分三階段將配額完全取

銷，對台灣影響首當其衝，尤其全球各地陸續形成各區域經濟體間的對抗，配額消失

後，將會產生更多的配套與防衛措施。長期以來，我國紡織品主要以外銷為導向，以

目前的環境，唯有朝高附加價值產品研發，始能在國際市場具競爭力並佔有一席之

地。尤其以產業用紡織品，在未來均屬高附加價值產品，惟要獲得國外申請者接受，

必須藉助產品驗證，才能確保產品信譽與保障。我國產品驗證制近來逐漸風行，經濟

部標準檢驗局正提倡『一張證書、全球通行』。產業用紡織品的認證與驗證制度是一

項長期耕耘的工作，以建立一套屬於我們自已的驗證制度。因此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於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結合產、政、學、研，成立了『機能性暨產業用紡織品

認證及驗證評議委員會』簡稱(評議委員會)，依產業之迫切性，逐年制訂各項檢測標

準及檢驗程序，給予客觀評鑑，以建立一套屬於我們的產品驗證標準標準。若申請驗

證項目符合本評議委員會所訂定之驗證規範要求，將授權與申請廠商依規定使用本體

系之驗證標記，供廠商進行交易時機能品質實質依據及消費者辦識之用，以促進業界

公平競爭及確保消費者權益。  

(三) 為因應台灣紡織產業行銷之現狀，特將驗證制度之驗證方式訂定為符合型式試驗模

式： 

(四) 至今已通過評議委員會審查七十六項產業用紡織品驗證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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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注意事項 

(一) 應遵守之事項： 

申請者應遵守下列各項規定，若有違反之情事發生，所有責任概由申請者負責。 

一、 遵守產業用紡織品驗證相關規定。 

二、 必須作好辦理評估之一切必要安排，備妥相關文件及洽妥各個部門、各項紀錄包括內

部稽核報告及為接受評估及處理抱怨之配合人員。 

三、 對申請過程之任何問題須隨時提供本機構秘書處必要之協助。 

四、 針對本機構已獲核發驗證認可之產品，須依規定使用驗證標記和標示，並向本機構登

錄，始得販售。 

五、 針對產品驗證認可證書之使用，不能損害本機構之形象，且不對產品審驗做出任何使

本機構認為有誤導或未經授權之聲明。 

六、 產品驗證認可證書僅可用以顯示已驗證之產品符合相關驗證規範或標準之規定。 

七、 確保已核發之產品驗證認可證書和驗證標記(Mark)不致被誤用。 

八、 於傳播媒體如文件、宣傳品或廣告中，引用產品驗證合格狀況時，應符合本機構之要

求。 

九、 對於已驗證合格之產品： 

(1) 保存其所知有關產品與驗證規範符合性的所有抱怨紀錄，必要時，備妥此紀錄

供本機構索閱。 

(2) 對會影響符合驗證要求之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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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產業用紡織品驗證申請所提供之證件影本與正本相符；技術資料與實際狀況，絕無造

假之情事，若有不實概由申請者承擔所有之責任。 

十一、 驗證中止或取消時，應繳回驗證任何相關文件及停止使用一切引用該驗證之廣告

事務。 

十二、 申請者須支付每二年一次定期抽樣之產品抽樣費與產品檢測費用。 

十三、 申請者須始終符合驗證要求，包括被本機構通知後實施適當變更。 

十四、 如驗證適用於持續性之生產，已獲驗證產品須持續符合產品要求。 

十五、 申請者須為下列，做所有必要之安排: 

(1) 執行評估與追查，包括提供檢查文件與紀錄，以及取得相關設備、場所、區域、

人員及申請者分包商之管道。 

(2)抱怨之調查 

(3)適用時，觀察員之參與 

16.申請者有關驗證之宣稱須與驗證範圍一致。 

17.申請者不得以會損及本機構聲譽之方式使用其產品驗證，也不得就其產品驗證，做 

出本機構認為可能誤導或未獲授權之任何聲明。 

18.於驗證暫時終止、終止或結束時，顧客應停止使用包含任何引用驗證之所有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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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並採取驗證方案所要求之措施，以及採取任何其他要求之措施。 

19.申請者將驗證文件副本提供給其他人，文件應全部複製或如驗證方案所規定者。 

20.在傳播媒體，諸如文件、手冊或廣告中引用其產品驗證時，申請者應遵守本機構之 

要求或驗證方案之規定。 

21.申請者遵守可能於驗證方案中規定的，與符合性標章之使用，以及與產品資訊有關 

之任何要求。 

22.申請者保有其已知與符合驗證要求有關之所有抱怨的紀錄，並於要求時使本機構可取

得這些紀錄: 

(1) 就此抱怨與在產品中所發現影響符合驗證要求之任何缺陷，採取適當措施。 

(2) 文件化所採取之措施。 

23.申請者有可能影響其符合驗證要求能力之變更時，須及時通知本機構。 

. 

(二) 驗證申請之提出 

1. 向本機構申請產業用紡織品審驗及相關申請者，申請者可以郵寄，快遞或親自送件至

本機構等方式。  

2. 委託者申請符合型式試驗驗證模式，10 個工作天內完成評估報告(不包含測試時間)。 

3. 若試驗結果未符合驗證規範之要求，二週內申請者可重新補送樣品測試，但以一次為

限。但若因申請者必須重新開發樣品無法於二週內提供，本驗證申請則以結案論，秘

書處退回申請者已繳交之申請及評估費用，僅收取樣品檢測費用。 

4. 驗證過程申請者可能因故取消或驗證樣品不足等因素，本機構得以電話記錄單告知申

請者，退件方式以申請者自行取回為原則，如發出退件通知兩週後，申請者仍未取回

樣品，本機構得自行處理之。 

5. 驗證評估報告完成後，本機構會通知申請者繳費(領證費)，申請者可以現款或即期支

票支付產品驗證費用，即寄發正式報告，並於十日內將證書或廠商申請之標章數量寄

出或交申請者帶回。 

6. 收費標準依據產品驗證價目表，廠商申請通過驗證之產品及型號將登錄於產品驗證一

覽表中，公佈於網站上(http://test.ttri.org.tw/)，以利廠商或消費者查詢。  

. 

(三) 驗證維持、增列或減列範圍、暫時終止、終止或拒絕驗證之提出 

1.  已取得符合型式試驗模式之證書，即將上市或已上市，則驗證之產品應接受本機構每

二年一次定期產品追查。追查作業可由客戶(即原申請者)提供通過驗證相同之產品的

相關品管記錄與自行現場抽樣之樣品，送本機構進行查驗，或由本機構派遣追查小組

至工廠抽樣與查驗通過驗證之相同產品的相關品管記錄，評估產品功能是否符合規範

之要求。如為量產產品追查或市場監督，則由本機構指派相關人員，至該申請者之工

廠或倉庫進行抽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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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客戶有意對驗證之產品、製造過程或其他相關品質系統加以變更者，應告知本機構，

並接受本機構對其變更之驗證產品進行追查。追查作業可由客戶提供變更之驗證產品

的相關品管記錄與自行現場抽樣之樣品，送本機構進行查驗，或由本機構派遣追查小

組至工廠抽樣與查驗變更之產品的相關品管記錄，評估產品功能是否符合規範之要

求。 

3.  申請產品驗證變更/增列或減列範圍/暫時終止或終止：在“產品驗證變更申請表”(附件

一)詳細填具擬變更項目內容，本機構審核後將以“產品驗證終止/增減列終止通知

書”(附件二)告知申請者，並終止相關之授權行為。 

4.  暫時終止而提出重新驗證：本機構通知客戶繳交相關費用後再進行評估，合格者即恢

復其產品驗證資格並准予繼續授權標記使用，若未合格者，除在產品驗證登錄上註明

終止登錄外，並終止其驗證資格及標記使用授權。 

5.  拒絕驗證之處理：本機構可暫時終止其使用驗證標記，並立即停止其在市場上驗證標

記之使用，若涉及人體安全防護及環保產品時，本機構有權要求該驗證客戶回收，且

本機構將於暫時終止日起 5 日內通知該驗證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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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產業用紡織品驗證申請書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產業用紡織品驗證申請書 

□新申請   □增項申請   □延展申請 申請日期  

申請案號  原證書編號  

公司名稱 
中文  

英文  

公司地址 
中文  

英文  

負 責 人 
中文  聯 絡 人  

英文  電    話  

統一編號  傳    真  

e-mail  

產品類別 
布 終製品            (如成衣、口罩) 

型號(產品群)： 

產品驗證 

項目 

產業用紡織品                      

驗證模式 符合型式試驗 
申請單位：(請蓋公司大小章或簽名) 

 

 

 

 

申請者同意遵守驗證要求，並提供

欲驗證產品評估所需之任何資訊。 

秘書處 

註記 

收件者： 

收件日期： 

預估完成日期： 

技術文件 

核對 

產品設計圖稿   份及樣品  個 

檢附測試報告；測試報告達    級以上 

符合型式試驗模式 

製程相關品管或技術等資料 

申請人及公司(工廠)基本資料及營業執照 

供應商或生產廠商名稱、地址、電話等基本資料 

預估費用： 

 

評估人員註記： 

 

產品評估小組負責人審核： 

 

※必要時本機構可將申請廠商之樣品委外測試。                                  Kc01(108.07) 

※本申請表下半頁由驗證機構人員填寫。 

地址：(23674)新北市土城區承天路六號  檢測及驗證部 

Tel：02-22670321# 7511     Fax：02-22675108、02-22689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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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驗證模式驗證相關證件要求 

符合型式試驗驗證模式 

(1) 技術文件 

(2) 本機構要求樣品（抽樣包括申請項目之產品群） 

(3) 測試報告 

(4) 符合性聲明書(DOC)(通過驗證後) 

 

以上之測試報告為申請廠商所提供之技術文件，非必要提供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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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驗證模式之適用對象與申請要求 

 

           模式  

要件項目 

符合型式試驗 

驗證模式 

申請對象 貿易商、代理商及生產製造商 

須提符合型式試驗 申請通過後須提出 

須備其他不同之技術文件 應包含供應商現場製造資料 

工廠檢查  

驗證授權方式 採單項二年授權(含產品群)，可延展 

重新驗證申請 變更項目及供應商 

驗證授權產品數量 無數量限制 

標記使用 採證書授權自行印製 

定期量產產品追查或工廠抽驗 每二年一次 

驗證授權費 年費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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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用紡織品申請驗證模式及理由說明 

驗證模式 

產品名稱 

符合型式試驗 理由 

1. 拋棄式連身型醫用防護衣(FTTS-FP-103) 

2. 手術衣(FTTS-FP-109) 

3. 外科用覆蓋巾(FTTS-FP-120) 

 牽涉一些醫療器材

相關規定，通常生產

工廠要求較嚴格品

質管制如 GMP。 

1. 拋棄式防塵口罩(FTTS-FP-101) 

2. 附加活性碳拋棄式防塵口罩(FTTS-FP-102) 

3. 空調用空氣過濾網過濾效率(FTTS-FP-104) 

4. 機械危害防護手套(FTTS-FP-105) 

5. 熱防護工作服(FTTS-FP-106) 

6. 消防用防火頭套(FTTS-FP-107) 

7. 消防服(FTTS-FP-108) 

8. 液壓油濾心、濾筒及過濾器組(FTTS-FP-110) 

9. 機車服背面防護護具(FTTS-FP-111) 

10. 機車服防護護具抗衝擊(FTTS-FP-112) 

11. 專職機車騎士防護服(FTTS-FP-113) 

12. 專職機車騎士防護手套(FTTS-FP-114) 

13. 建築結構用布膜(FTTS-FP-115) 

14. 抗靜電(表面電阻率)防護服材料

(FTTS-FP-116) 

15. 滾輪運動護具(腕部、手掌、膝蓋與肘部) 

(FTTS-FP-117) 

16. 潔淨工作服(FTTS-FP-118) 

17. 潔淨用擦拭布(FTTS-FP-119) 

18. 防雨防護服(FTTS-FP-121) 

19. 汽車座椅用皮料(FTTS-FP-122) 

20. 建築結構用布膜(FTTS-FP-123) 

21. 耐寒防護服(FTTS-GA-124) 

22. 羽絨(毛)睡袋(FTTS-FP-125) 

23. 高警示服用螢光布料(FTTS-FA-126) 

24. 適用土方、地基和擋土結構之地工織物

(FTTS-FP-127) 

25. 汽車座椅布料(FTTS-FP-128) 

26. 抗靜電(電荷衰減)防護服材料(FTTS-FP-129) 

27. 保健用壓力襪(FTTS-FP-130) 

28. 戶外廣告用布膜(FTTS-FP-131) 

29. 袋包箱用布料(FTTS-FA-132) 

 牽涉一些安全防護

相關規定，通常生產

工廠要求較嚴格品

質管制。 

http://www.ftts.org.tw/images/fp11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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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模式 

產品名稱 

符合型式試驗 理由 

30. 抗靜電防護服材料(材料性能及設計需求) 

(FTTS-FP-133) 

31. 降落傘尼龍布(FTTS-FA-134) 

32. 抗寒防護服(FTTS-GA-135) 

33. 優良紡織品(FTTS-FP-137) 

34. 抗燃性建築用布膜(FTTS-FP-138) 

35. 高可見度公共安全背心(FTTS-GA-141) 

36. 耐極寒手套(FTTS-FP-143) 

37. 高可見度警示服(FTTS-GA-145) 

38. 室內運動護具(膝蓋與肘部)(FTTS-FP-147) 

39. 感染物質防護服材料(FTTS-FP-149) 

40. 登山服(FTTS-GA-151) 

41. 一般用途之高可見度警示服(FTTS-GA-153) 

42. 主動式警示服(FTTS-GA-155) 

43. 中高海拔登山服(FTTS-GA-156) 

44. 防霾(PM2.5)口罩(FTTS-FP-157) 

45. 運動居家型生理感測智能衣(FTTS-GA-158) 

46. 阻燃公用包襯家具(FTTS-FP-160) 

47. 溯溪裝備(FTTS-FP-166) 

48. 照護型生理感測智慧服飾(FTTS-GA-168) 

49. 織物靜電性能(電暈充電)(FTTS-FP-169) 

50. 織物靜電性能(摩擦帶電壓)(FTTS-FP-170) 

51. 生理感測智慧紡織品(保健型服飾) 

(FTTS-GA-172) 

52. 阻燃床墊、床墊罩、床架和沙發床

(FTTS-FP-174) 

53. 一般空調濾網(微粒過濾效率的技術規範、需

求和分類)( FTTS-FP-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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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申請驗證作業流程及產品追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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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型式試驗驗證模式 

 

 

 



\\Appb96\web\app\laws\TT-01_4.1 官網版.doc                     16/30 

七、檢測規範共同符碼 

符碼(Code) 規範編號 說明 

 

FTTS-FP-101 拋棄式防塵口罩驗證規

範 

 

FTTS-FP-102 附加活性碳拋棄式口罩

驗證規範 

 

FTTS-FP-103 拋棄式連身型醫用防護

衣驗證規範 

 

 

FTTS-FP-104 空調用空氣過濾網過濾

效率驗證規範 

 

 

FTTS-FP-105 機械危害防護手套驗證

規範 

 

 

FTTS-FP-106 熱防護工作服驗證規範 

 

 

FTTS-FP-107 消防用防火頭套驗證規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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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碼(Code) 規範編號 說明 

 

FTTS-FP-108 消防服驗證規範 

 

 

FTTS-FP-109 手術衣防護性能驗證規

範 

 

 

FTTS-FP-110 液壓油濾心、濾筒及過濾

器組-多重穿透測試法 

 

FTTS-FP-111 機車服背面防護護具驗

證規範 

 

FTTS-FP-112 防護護具驗證規範 

 

FTTS-FP-113 
專職機車騎士防護服驗

證規範 

 

FTTS-FP-114 
專職機車騎士防護手套

驗證規範 

 

FTTS-FP-115 
建築結構用布膜驗證規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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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碼(Code) 規範編號 說明 

 

FTTS-FP-116 

防護服靜電性驗證規範

第一部分:表面電阻率量

測方法 

 

FTTS-FP-117 
滾輪運動護具(腕部、手

掌、膝蓋與肘部)驗證規範 

 

FTTS-FP-118 潔淨工作服驗證規範 

 

FTTS-FP-119 潔淨用擦拭布驗證規範 

 

FTTS-FP-120 外科用覆蓋巾驗證規範 

 

FTTS-FP-121 防護服-防雨驗證規範 

 

FTTS-FP-122 
汽車座椅用皮料耐用性

驗證規範 

 

FTTS-FP-123 
建築結構用布膜之耐用

性驗證規範 

 

FTTS-GA-124 耐寒防護服驗證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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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碼(Code) 規範編號 說明 

 

FTTS-FP-125 
羽絨(毛)睡袋驗證規範 

 

 

FTTS-FA-126 
高警示服用螢光布料驗

證規範 

 

FTTS-FP-128 
汽車座椅布料耐用性試

驗方法之規範 

 

FTTS-FP-129 
防護服靜電性驗證規範 

第二部份: 電荷衰減 

 

FTTS-FP-130 保健用壓力襪驗證規範 

 

FTTS-FP-131 
戶外廣告用布膜試驗方

法之規範  

 

FTTS-FP-133 
防護服靜電性驗證規範 

第三部份: 材料性能及

設計要求 

 

FTTS-GA-135 抗寒防護服驗證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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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碼(Code) 規範編號 說明 

 

FTTS-FP-138 
建築用布膜之抗燃性驗

證規範  

 

FTTS-FA-139 
再生紡織品管理系統驗

證規範 

 

FTTS-GA-141 
高可見度公共安全背心

驗證規範  

 

FTTS-FP-143 耐極寒手套驗證規範  

 

FTTS-GA-145 
高可見度警示服驗證規

範  

 

FTTS-FP-147 
室內運動護具(膝蓋與肘

部)驗證規範  

 

FTTS-FP-149 
防護服-感染物質防護材

料性能驗證規範  

 

FTTS-FP-150 
防護服-對化學物質防護

性能的試驗方法-耐噴液

穿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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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授權驗證標記(Mark)圖示範例 

(一) 控制標記之使用方式  

1. 針對通過驗證標準之申請單位所生產、製造之紡織品，授與審驗合格識別號碼，為年

度別+驗證模式識別碼+指定代碼（產業用 1）+流水號 3 碼，其證書號碼則為 TTRI+

審驗合格識別號碼，編號無重複，且登錄列管，登錄格式如下： 

例: 

證書號碼  廠商

名稱  

產品

類別 

產品(群)

型號 

驗證

項目 

產品驗

證模式  

驗證類型

與等級  

驗證標

準/版本 

發證

日期 

有效

日期 

備註  

TTRI93A0001 ＸＸ

公司  

梭織

布 

xxxx,xxxx xxxxx 符合型

式試驗

驗證模

式 

Type I 1A   FTTS-F

A-002 / 

V 1.0 

93.01.

06  

94.01.

06  

新增 

                 

                 

2. 不同驗證模式附予不同之識別號碼如下： 

符合型式試驗驗證模式：字軌為「A」及指定代碼。 

 

(二) 標記使用範例 

1. 終製品類 

(1) 產業用 

A.非衣著類 

       

a.口罩（拋棄式防塵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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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口罩（附加活性碳拋棄式防塵口罩） 

 

 
 

 

c.口罩（拋棄式防塵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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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口罩（附加活性碳拋棄式防塵口罩） 

 

 
 

 

e.口罩（醫療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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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防護護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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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產品驗證費用 

 
第一階段 
 
一、產品驗證申請費用： 

新台幣 5,000 元(以每一申請案號) 

 
二、產品檢測費用： 

依據各個驗證規範所需之檢測項目而定，請參照檢測驗證價目表。 

 
三、驗證評估費用： 

 驗證評估費，新台幣 30,000 元/每項次 

項 目 預估完成工作天數 備註 

符合型式試驗驗證模式 10 工作天 檢驗及補正時間另計 

 
 
第二階段 
四、領證費用： 

1. 符合型式試驗驗證模式 

新申請：新台幣 10,000 元 

展  延：新台幣 5,000 元 

2. 證書補發 2,000 元/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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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驗證認可證書 

產品驗證認可證書 
Certificate of Product Certification 

 

證書號碼：                          號 
Certificate No. 

茲據                申請符合型式試驗驗證模式，經審查結果符

合規定，准予認可(並使用驗證標記 及 

審驗合格識別號碼：         )。其認可事項如下： 

The application made by                              for product certification has been reviewed and conforms to the 

specified requirements. Hereby,                              is allowed to use  Mark on their products.  

( Identification No.          ) Details of approval are as follows:  

1. 負責人：  
Authorized Person：    

2. 地  址：   
Address：  

3. 驗證項目： 
Certification products： 

4. 產品類別：  
Product Category：  

5. 產品或產品群：  
Product Group：    

6. 驗證模式：   
Certification Module： 

7. 驗證類型/等級：   
Certification Type / Grade：           

8. 驗證規範/版本：   
Specified Requirements / Version：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發證 
(本證書經發證單位用印後生效) 
This certificate shall be issued by Taiwan Textile Research Institute.  
(This certificate will become effective only when stamped by Taiwan Textile Research Institute) 

 
 
 
認     可     日      期：  

Approval Date                          

本證書有效期限至：  
Expiration Date          
發    證      日      期：  

Issuing Date    
                                               

 

地址：(23674)新北市土城區承天路六號 
No.6, Chengtian Rd., Tucheng Dist., New Taipei City 23674, Taiwan (R.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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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申訴、抱怨及爭議處理  

申請者於申請驗證期間對本機構有任何不滿意之處，可經由以下幾種方式向本機構

反應： 

(一) 透過申請者服務專線：0800070321 與電子服務信箱：service@ttri.org.tw 與本機構聯

繫。 

(二) 本機構秘書處將受理之申訴、抱怨及其相關附件彙整，進行初步審核，以判定案件歸

屬範疇為申訴、抱怨或爭議。  

(三) 任何申請者抱怨及建議處理將於十四天內完成，並由相關業務之主管主動提供改善處

理方法及回覆申請者並進行溝通協調，讓申請者了解處理情形，以符合申請者滿意需

求。 

(四) 抱怨、申訴及爭議之案件經處理後，秘書處相關人員會將最後結果，正式通知抱怨、

申訴者。  

mailto:customer@cti.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