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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證書/登記證/ 

註冊證申請表* 
*須提供技術評估報告

重要注意事項：申請人提交的文件品質及完整性會影響認證申請過程的時間和費用。倘若填寫不完整，申請將無法辦理. 

(國家名稱)之登記證/註冊證申請表 

申請目的 全新 延期 修訂 
針對更新或修訂，請提供現有的登記證號碼/註冊證號碼/PC證

書號碼/TER證書號碼 

登記 ☐ ☐ ☐ 

登記證 ☐ ☐ ☐ 

產品登記證1  (非登記型) ☐ ☐ ☐ 

產品登記證2  (登記型) ☐ ☐ ☐ 

產品證書3 (許可形式) ☐ ☐ ☐ 

技術評估報告 ☐ ☐ ☐ 

其他，請列出 
☐ ☐ ☐ 

申請人資訊 

聯絡人姓名 

公司名稱 地址 

電子信箱 電話 

申請人類型 

☐     授權經銷商 ☐    授權發行商 ☐    製造商 ☐    第三方物流 

☐    貿易商 ☐    其他，請列出 



產品證書/登記證/ 
註冊證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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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資訊 (如付款人不同於申請人,則需提供負責此部分的相關資訊) 

聯絡人姓名 

公司名稱 地址 

電子信箱 電話 

付款方式 ☐ 現金 ☐  信用記帳 發票寄送地址 

INTERTEK信用帳號 

發票貨幣類別 

聲明 

請交回此申請書： 

☐        本人/我司確認於此次產品證書／登記證／註冊證之申請書中所提供的資訊都是正確且完全符合我們的認知. 

☐        本人/我司已詳讀且瞭解Intertek條款及全球條文，還有在網站中www.intertek.com/terms所提到的符合性認證計畫服務。本人/我司確認且

接受關於產品證書／登記證／註冊證之相關條款及條文。 

姓名 職位 

*簽名 日期 

*授權代表人的簽名可以通過 (a) 實體簽名（手寫）或 (b) 數位簽名或 (c) 電子簽名進行。是否加蓋公司印章可自由選擇。

證書申請表附加文件

☐  工廠稽核報告 ☐  品質管理系統證書（例如：ISO,9001, ISO 16949） 

☐  供應商的符合性聲明 ☐  產品一致性聲明 

☐  工廠測試核可證書 ☐  ISO/IEC 17025證書 

☐  經過驗證之製造商測試證書 ☐  產品照片 

☐  其他，請列出 

產品資訊 

請點擊適合您的excel表單，並輸入相關的產品詳細資訊以便後續為您製作符合性證明書。 

• 產品證書，登記證，註冊證申請表 – 通用產品訊息

• 產品證書，登記證，註冊證申請表 – 車輛訊息

申請人應瞭解，在獲得各合約政府機構核准的情況下，Intertek可以使用Inview軟體，進行遠端驗貨或審查，使您能更快的與

Intertek的技術審核團隊或檢驗專家溝通，從而縮短檢驗或審核的時間。Inview所帶來的高品質檢驗服務既可以滿足Intertek的全面

品質保障標準，同時也可以促進大眾健康和福祉。更多資訊請參考： www.intertek.com/government/inview/. 

我們誠摯的感謝您花費寶貴時間填寫此表. 

造訪我們的網站 www.intertek.com/government可得知更多關於出貨至各國之認證服務細節. 

Download the latest version of Adobe Acrobat here - https://get.adobe.com/uk/reader/ 

https://www.intertek.com/WorkArea/DownloadAsset.aspx?id=37715
http://www.intertek.com/terms
https://www.intertek.com/WorkArea/DownloadAsset.aspx?id=34359751575
http://www.intertek.com/government/inview/
http://www.intertek.com/government

通用產品訊息

		重要注意事項：一般來說，申請人知悉所有符合特定認證計劃要求所進口的貨物都可能在進口國以安全、品質和貿易規範的考量進行隨機抽驗。Intertek會針對產品進行按比例隨機抽樣，以及透過風險評估方法對有限參數進行測試並執行符合性評估。申請人同意承擔責任並知悉他們瞭解有關其產品進口的海關規範和要求，並承諾會遵守這些要求.

*化妝品的eCOSMA產品通知號（僅適用於KSA裝運）

		產品證書，登記證，註冊證申請表 – 通用產品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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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 Attac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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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訊息

		重要注意事項：一般來說，申請人知悉所有符合特定認證計劃要求所進口的貨物都可能在進口國以安全、品質和貿易規範的考量進行隨機抽驗。Intertek會針對產品進行按比例隨機抽樣，以及透過風險評估方法對有限參數進行測試並執行符合性評估。申請人同意承擔責任並知悉他們瞭解有關其產品進口的海關規範和要求，並承諾會遵守這些要求.

		產品證書，登記證，註冊證申請表 – 車輛訊息

		SN		汽車品牌 (E.G. TOYOTA)		車輛類型 (E.G. PASSENGER轎車)		車輛型號 (E.G. COROLLA 1.8GLI)		車型年份  (E.G. 2010)		使用年限 (二手車專用)		原產地		車輛識別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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