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量衡業務委託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度量衡法第 第一條 本辦法依度量衡法（以 酌作文字修正。
六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下簡稱本法）第六條第二項規
定訂定之。
第二條 受委託執行電度表、雷 第二條 受委託執行電度表、雷 一、為因應警察機關提
達測速儀、雷射測速儀、感應 達測速儀、雷射測速儀、感應
出區間平均速率裝
式線圈測速儀、區間平均速率 式線圈測速儀、噪音計、呼氣
置之納檢需求，爰自
裝置、噪音計、呼氣酒精測試 酒精測試器及分析儀、稻穀水
一百十年一月一日
器及分析儀、稻穀水分計、硬 分計、硬質玉米水分計、車輛
起將區間平均速率
質玉米水分計、車輛排氣分析 排氣分析儀及照度計等十項
裝置列為應經檢定
儀及照度計等十一項檢定業
務之政府機關或團體，應具備
下列資格條件：
一、我國之行政機關（構）、
公立或 立案 私立 大專 以
上學校或公益法人。
二、在國內具有完善之測試設
備及場地，並足以執行受
委託業務。
三、測試實驗室應取得簽署國

檢定業務之政府機關或團
之法定度量衡器。
體，應具備下列資格條件： 二、由於度量衡專責機
一、我國之行政機關（構）、
關（經濟部標準檢驗
公立或 立案 私立 大專 以
局）並無區間平均速
上學校或公益法人。
率裝置檢定之檢測
二、在國內具有完善之測試設
技術，須採委託方式
備及場地，並足以執行受
辦理檢定，爰增列區
委託業務。
間平均速率裝置為
三、測試實驗室應取得簽署國
委託檢定項目之
際 實 驗 室 認 證 聯 盟
一，並配合修正為十

際 實 驗 室 認 證 聯 盟
（ ILAC ） 相 互 承 認 協 議
（MRA）之我國認證機構
核 發 之 CNS 17025 或
ISO/IEC 17025 認 證 證
書。但認證機構認證項目
無該項 委託 業務 項目 致
無法取得認證時，得以度
量衡專 責機 關評 鑑通 過
之測試實驗室代之。
四、置有符合下列資格之技術

（ ILAC ） 相 互 承 認 協 議
（MRA）之我國認證機構
核 發 之 CNS 17025 或
ISO/IEC 17025 認 證 證
書。但認證機構認證項目
無該項 委託 業務 項目 致
無法取得認證時，得以度
量衡專 責機 關評 鑑通 過
之測試實驗室代之。
四、置有符合下列資格之技術
主管及 實際 從事 受委 託

主管及 實際 從事 受委 託
業務之專業技術人員：
（一）審核計量技術人員填製
之檢定紀錄及簽署檢定
結果通知書之技術主管

業務之專業技術人員：
（一）審核計量技術人員填製
之檢定紀錄及簽署檢定
結果通知書之技術主管
應取得度量衡專責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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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委託檢定業務。

應取得度量衡專責機關

核發之甲級計量技術人

核發之甲級計量技術人
員證書。
（二）實際從事受委託業務之
專業技術人員應取得度
量衡專責機關核發之乙
級計量技術人員證書。
五、經營之他項業務與受委託
業務無利害關係，且不影
響受託業務之公正執行。

員證書。
（二）實際從事受委託業務之
專業技術人員應取得度
量衡專責機關核發之乙
級計量技術人員證書。
五、經營之他項業務與受委託
業務無利害關係，且不影
響受託業務之公正執行。

第三條

受委託執行衡器檢定 第三條

業務之政府機關或團體，應具
備下列資格條件：
一、我國之行政機關（構）、
公立或 立案 私立 大專 以
上學校或法人。
二、在國內具有完善之測試設
備及場地，並足以執行受
委託業務。
三、測試實驗室應為度量衡專
責機關 評鑑 通過 或取 得
簽署國 際實 驗室 認證 聯

受委託執行衡器檢定 本條未修正。

業務之政府機關或團體，應具
備下列資格條件：
一、我國之行政機關（構）、
公立或 立案 私立 大專 以
上學校或法人。
二、在國內具有完善之測試設
備及場地，並足以執行受
委託業務。
三、測試實驗室應為度量衡專
責機關 評鑑 通過 或取 得
簽署國 際實 驗室 認證 聯

盟（ILAC）相互承認協議
盟（ILAC）相互承認協議
（MRA）之我國認證機構
（MRA）之我國認證機構
核 發 之 CNS 17025 或
核 發 之 CNS 17025 或
ISO/IEC 17025 認證證書。
ISO/IEC 17025 認證證書。
四、置有審核計量技術人員填 四、置有審核計量技術人員填
製之檢 定紀 錄及 簽署 檢
製之檢 定紀 錄及 簽署 檢
定結果 通知 書之 技術 主
定結果 通知 書之 技術 主
管及實 際從 事受 委託 業
管及實 際從 事受 委託 業
務之專業技術人員，且均
務之專業技術人員，且均
應取得 度量 衡專 責機 關
應取得 度量 衡專 責機 關
核發之 甲級 或 乙 級計 量
技術人員證書。
五、經營之他項業務與受委託
業務無利害關係，且不影
響受託業務之公正執行。

核發之 甲級 或乙 級計 量
技術人員證書。
五、經營之他項業務與受委託
業務無利害關係，且不影
響受託業務之公正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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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符合前二條資格條件 第四條

符合前二條資格條件 一、度量衡業務委託之

之申請者，應檢具申請書及相
關文件向度量衡專責機關申
請評鑑。
度量衡 專責 機關 得成 立
評鑑小組，辦理前項申請案件
之書面審查及實地評鑑，經書
面審查符合者，依品質系統、
技術能力及度量衡器技術規
範之執行能力，執行實地評
鑑。

之申請者，應檢具申請書及相
實務作法分為申請
關文件向度量衡專責機關申
評鑑及經公告甄選
請。
通過後成為受託機
度量衡 專責 機關 得成 立
關（構）兩階段，現
評鑑小組，辦理前項申請案件
行條文第一項規定
之書面審查及實地評鑑，經書
者應屬申請評鑑階
面審查符合者，依品質系統、
段，爰酌作文字修
技術能力及度量衡器技術規
正，以茲明確。
範之執行能力，執行實地評 二、修正第三項，明定評
鑑。
鑑合格或符合相關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
經公告甄選並通過後，由度量
衡專責機關辦理議價並委託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度
量衡專責機關得擇優議價並
委託其執行度量衡業務：

其執行度量衡業務：
一、一年內經前項評鑑合格。
二、曾經前項評鑑合格且受委
託執行業務未曾中斷，或
雖中斷 但經 度量 衡專 責
機關確 認符 合 前 二條 之
資格條件。
中華民 國 一 百零 五年 十

一、經前項評鑑合格。
選通過後始成為受
二、曾經前項評鑑合格且受委
託機關（構），以符
託執行業務未曾中斷，或
合實務現況。
雖中斷 但經 度量 衡專 責 三、修 正 第 三 項 第 一
機關確 認符 合 前 二條 之
款，明定首次經評鑑
資格條件。
合格之期間為一年
中華民 國 一 百零 五年 十
內，與第二款曾經評
二月三十一日前經度量衡專
鑑合格之情形作區

二月三十一日前經度量衡專
責機關委託執行業務者，視為
經第二項評鑑合格。

責機關委託執行業務者，視為
經第二項評鑑合格。

條件者，得依度量衡
專責機關業務委託
公告參與甄選，經甄

別。

第五條 度量衡業務之委託方 一、本條刪除。
式，得視委託業務之性質，簽 二、有關委託契約簽訂
訂書面委託契約，並約定業務
事宜，回歸行政程序
範圍。
法行政契約相關規
範，爰予刪除。
第五條 受委託執行度量衡業 第六條 受託機關（構）應維持 一、條次變更。
務 者 （ 以 下 簡 稱 受 託 機 關 足夠資源及執行能力，以有效 二、第 一 項 受 託 機 關
（構））不得將受託事項再委
託。
受託機關（構）經度量衡
專責機關同意者，得將受託事
項未涉及公權力行使部分交

辦理相關受委託事項，並不得
將受委託事項轉包。
受託機關（構）經度量衡
專責機關同意者，得將受委託
事項之非主要部分分包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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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應維持足夠資
源以辦理受託事項
乃屬當然，不待明
定，爰酌作文字修
正。

由其他政府機關（構）、團體

機關（構）辦理。

三、鑑於依本辦法辦理

或學校辦理。

之委託屬行政委託
性質，爰調整本條轉
包、分包之用語，且
受託事項未涉及公
權力行使之項目
如：文書及行政庶務
工作等，得交由其他
政府機關（構）、團
體或學校辦理。

第六條 受託機關（構）於受委 第七條 受託機關（構）於受委 條次變更。
託期間，新任技術主管或實際
從事受委託業務專業技術人
員資格，應符合第二條或第三
條之規定，並應於任職次日起
十日內報請度量衡專責機關
備查。

託期間，新任技術主管或實際
從事受委託業務專業技術人
員資格，應符合第二條或第三
條之規定，並應於任職次日起
十日內報請度量衡專責機關
備查。

第七條 受託機關（構）於受委 第八條 受託機關（構）於受委 條次變更。
託期間內如有重大變故或其 託期間內如有重大變故或其
他原因，足以影響受委託業務 他原因，足以影響受委託業務
之執行時，應立即通知度量衡 之執行時，應立即通知度量衡
專責機關，並經雙方協議調整 專責機關，並經雙方協議調整
受委託事項。

受委託事項。

第八條 受託機關（構）應妥善 第九條 受託機關（構）應妥善 條次變更。
保存相關文件，各類文件之保 保存相關文件，各類文件之保
存年限，應符合相關法令之規 存年限，應符合相關法令之規
定。
定。
過期文件，應報請度量衡
過期文件，應報請度量衡
專責機關核定，始得銷毀，並 專責機關核定，始得銷毀，並
應保留銷毀紀錄。
應保留銷毀紀錄。
第九條 度量衡專責機關及其 第十條 度量衡專責機關及其 一、條次變更。
所屬分局得隨時監督考核受 所屬分局得隨時監督稽核受 二、為與度量衡法第六
託機關（構）執行受委託業
務，受託機關（構）應予配合，
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經監
督考核有缺失者，應於限期內
改善。

託機關（構）執行受委託業
務，受託機關（構）應予配合，
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經監
督稽核有缺失者，應於限期內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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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二項用語一
致，爰酌作文字修
正。

第十條 受託機關（構）應按月 第十一條

受託機關（構）應按 條次變更。

將受委託業務辦理情形之統
計月報表於次月十日前送度
量衡專責機關備查。

月將受委託業務辦理情形之
統計月報表於次月十日前送
度量衡專責機關備查。

受託機關（構）於年度終
結後一個月內，應將年度之印
模繳回及將合格印證、證書之
使用情形造冊送交度量衡專
責機關備查，並提出執行總報
告，其內容包括目標分析、執
行成果概述、經費使用分析及

受託機關（構）於年度終
結後一個月內，應將年度之印
模繳回及將合格印證、證書之
使用情形造冊送交度量衡專
責機關備查，並提出執行總報
告，其內容包括目標分析、執
行成果概述、經費使用分析及

成效評估等，送交度量衡專責
機關備查；必要時，度量衡專
責機關得要求辦理簡報或實

成效評估等，送交度量衡專責
機關備查；必要時，度量衡專
責機關得要求辦理簡報或實

地考察。

地考察。

第十一條 受託機關（構）於契 第十二條 受託機關（構）於契 一、條次變更。
約期間內經依第九條監督考 約期間內經依第十條監督稽 二、為使受託機關（構）
核結果符合，度量衡專責機關 核符合，度量衡專責機關得於
有充分時間備妥續
得於委託契約屆滿前三個月 委託契約屆滿前二個月內通
約文件，將通知續約
內通知受託機關（構）提出續 知受託機關（構）依第四條第
時間提前為契約屆
約申請，經審查符合者，度量 一項提出申請，經書面審查符
滿前三個月內；另為
衡專責機關得與其續簽訂委 合者，度量衡專責機關得與其
簡化度量衡業務委
託契約一年，並以三次為限。 續簽訂委託契約。
託流程，並兼顧程序
受託機關（構）未續行簽
受託機關（構）未續行簽
嚴謹及效率，明定續
訂委託契約者，於委託契約期 訂委託契約者，於委託契約期
簽訂委託契約期間
間屆滿前一個月內，不得受理 間屆滿前一個月內，不得受理
為一年，並以三次為
檢定案件；前已受理之檢定案 檢定案件；前已受理之檢定案
限，其審查方式不以
件，應於委託契約期間屆滿前 件，應於委託契約期間屆滿前
書面為限，爰修正第
辦理完竣。
辦理完竣。
一項規定。
第十二條 受託機關（構）有下 第十三條 受託機關（構）有下 一、條次變更。
列情事之一者，度量衡專責機 列情事之一者，度量衡專責機 二、現行條文第二款及
關得暫停其辦理受委託業 關得暫停其辦理受委託業
第三款合併，並配合
務；俟其於期限內完成改善，
並經複查符合後，始予恢復：
一、未能有效維持第二條或第
三條之資格條件。
二、違反第五條第一項規定將

務；俟其於期限內完成改善，
修正條文第五條酌
並經複查符合後，始予恢復：
作文字修正。
一、未能有效維持第二條或第 三、現行條文第四款至
三條之資格條件。
第八款依序移列為
二、未依第六條第一項之規定
第三款至第七款，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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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託事項再委託，或未依

維持足夠資源及執行能

配合修正條文條次

第 五 條第二項規定經度
量衡專責機關同意，將受
託 事 項未涉及公權力行
使 部 分交由其他政府機
關（構）、團體或學校辦
理。
三、未依第六條規定於限期內
報請備查。
四、未依第七條規定通知。
五、未依第八條第一項規定保

力或將受委託事項轉包。
三、未依第六條第二項之規定
經度量衡專責機關同
意，將受委託事項分包其
他機關（構）辦理。
四、未依第七條之規定於限期
內報請備查。
五、未依第八條之規定通知。
六、未依第九條第一項之規定
保存相關文件。

變更，酌作文字修
正。

存相關文件。
六、未依第九條規定於期限內
改善。

七、未依第十條之規定於期限
內改善。
八、同一委託契約期間內未依

七、同一委託契約期間內未依
第 十 條第一項規定送交
統計月報表達二次以上。

第十一條第一項 之規定
送交統計月報表達二次
以上。

第十三條 受託機關（構）有下 第十四條 受託機關（構）有下 一、條次變更。
列情事之一者，度量衡專責機 列情事之一者，度量衡專責機 二、配合現行條文第五
關得終止其辦理受委託業務： 關得終止其辦理受委託業務：
條刪除與第九條及
一、違反或怠於執行委託契約 一、違反或怠於執行第五條委
第十條條次變更，修
之約定業務範圍。
託契約之約定業務範圍。
正現行條文第一款
二、違反第八條第二項規定。
三、違反第九條規定，規避、
妨礙或拒絕監督考核。
四、檢定紀錄或月報表有虛偽
不實之情事。
五、委託契約約定終止之事
由。

二、違反第九條第二項之規
定。
三、違反第十條之規定，規
避、妨礙或拒絕監督稽
核。
四、檢定紀錄或月報表有虛偽
不實之情事。
五、委託契約約定終止之事
由。

至第三款規定，並酌
作文字修正。

第十四條 受託機關（構）有下 第十五條 受託機關（構）有下 一、條次變更。
列情事之一者，度量衡專責機
關得廢止其評鑑合格資格，且
於一年內不得依第四條規定
申請評鑑：
一、違反第九條規定，規避、

列情事之一者，度量衡專責機 二、配合現行條文第十
關得廢止其評鑑合格資格，且
條及第十一條條次
於一年內不得依第四條規定
變更，修正第一款及
申請：
第二款規定，餘酌作
一、違反第十條之規定，規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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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礙或拒絕達二次以上。

避、妨礙或拒絕達二次以

二、未依第十條第二項規定於
期 限 內將年度之印模繳
回，經度量衡專責機關通
知 限 期繳回而屆期不繳
回。
三、有前條第四款情事。

上。
二、未依第十一條第二項之規
定於期限內將年度之印
模繳回，經度量衡專責機
關通知限期繳回而屆期
不繳回。
三、有前條第四款之情事。

第十五條
行。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第十六條
行。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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