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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手冊主要為提供電氣防爆構造器具等辦理驗證申請人申請時之

參考。機電設備驗證處對驗證範圍內之服務項目，除非本國另有公告

規定，對所有申請者皆一致無歧視同等對待，亦不拒絕特定團體或個

人申請案之申請或為特別待遇。  

有關辦理驗證之相關訊息，包括驗證範圍、驗證作業程序、驗證所

需檢附文件、登錄費用、申請人之權利義務及相關法規規定，請至本

中心「機電設備驗證處 http://www.isti.org.tw/網站查詢，本中心網站將

隨時公布最新資訊，歡迎參閱本中心網站。  

註  : 本中心之驗證類別、項目及相關資訊，以本中心網站公告最新資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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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驗證說明  

電氣防爆設備驗證種類中，電氣防爆商品 (如表一 )，其適用之符合

性評鑑程序模式為測試及生產技術品質一致性查核。  

防爆範圍通常以防爆構造區分為：耐壓防爆、正壓防爆、增加安全

型防爆、油浸防爆、填粉防爆、模鑄防爆、本質安全防爆、保護型

式”n”、防塵爆。如以產品之品目區分，檢驗之電氣防爆品目包含但

不限於下列項目。 

表一 電氣防爆構造器具驗證明細表 

項目 品目名稱 
檢驗標準 符合性評鑑

採用模式 
1 白熾燈 

94054040007 

CNS 3376-0 

IEC 60079-0 

CNS 3376-1 

IEC 60079-1 

CNS 3376-2 

IEC 60079-2 

CNS 3376-5 

IEC 60079-5 

CNS 3376-6 

IEC 60079-6 

CNS 3376-7 

IEC 60079-7 

CNS 3376-11 

IEC 60079-11 

CNS 3376-15 

IEC 60079-15 

CNS 3376-18 

IEC 60079-18 

CNS 15591-1 

IEC 60079-31 
CNS 15591-4 

 

測試及生產

技術品質一

致性查核  2 螢光燈 

94054040007 

3 螢光燈(環形) 

94054040007 

4 高壓水銀燈(連安定器) 

94054040007 

5 高壓水銀燈(安定器外置) 

94054040007 

6 高壓水銀燈安定器(安定器外置) 

94054040007 

7 高壓鈉燈(連安定器) 

94054040007 

8 高壓鈉燈(安定器外置) 

94054040007 

9 高壓鈉燈安定器(安定器外置) 

94054040007 

10 手提型電燈 

94054040007 

11 礦工燈 

94054050004 

12 礦工安全電燈 

85131020008 



 

 3 

 

項目 品目名稱 檢驗標準 符合性評鑑

採用模式 
13 防爆型開關，電壓未超過 1000 伏特者 

85365030000 

CNS 3376-0 

IEC 60079-0 

CNS 3376-1 

IEC 60079-1 

CNS 3376-2 

IEC 60079-2 

CNS 3376-5 

IEC 60079-5 

CNS 3376-6 

IEC 60079-6 

CNS 3376-7 

IEC 60079-7 

CNS 3376-11 

IEC 60079-11 

CNS 3376-15 

IEC 60079-15 

CNS 3376-18 

IEC 60079-18 

CNS 15591-1 

IEC 60079-31 
CNS 15591-4 

 

測試及生產

技術品質一

致性查核  14 防爆型開關,電壓超過 1000 伏特者 

85353020008 

15 三相鼠籠型感應電動機 

16 交直流兩用防爆型電動機，輸出超過

37.5 瓦者 

85012010002 

17 三相鼠籠型感應發電機 

18 換氣扇式三相鼠籠型感應電動機 

19 單相啟動感應電動機 

20 直流電動機，輸出超過 37.5 瓦，但未

超過 750 瓦者 

85013111008 

21 直流電動機，輸出超過 750 瓦，但未

超過 75 仟瓦者 

85013211007 

22 直流電動機，輸出超過 75 仟瓦，但未

超過 375 仟瓦者 

85013311006 

23 交流整流子電動機，多相交流電動機, 

輸出超過 37.5 瓦，但未超過 750 瓦者 

85015110004 

24 防爆型多相交流電動機, 輸出超過

750 瓦，但未超過 75 仟瓦者 

85015210003 

25 防爆型多相交流電動機, 輸出超過 75

仟瓦者 

85015310002 

26 三相同步電動機 

27 操作開關箱 

28 近接開關 

29 溫度開關 

30 壓力開關 

31 電磁開關 

32 指示燈 

33 可燃性氣體偵測器 

34 可燃性氣體警報器 

35 振動檢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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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品目名稱 檢驗標準 符合性評鑑

採用模式 
36 火焰檢知器 CNS 3376-0 

IEC 60079-0 

CNS 3376-1 

IEC 60079-1 

CNS 3376-2 

IEC 60079-2 

CNS 3376-5 

IEC 60079-5 

CNS 3376-6 

IEC 60079-6 

CNS 3376-7 

IEC 60079-7 

CNS 3376-11 

IEC 60079-11 

CNS 3376-15 

IEC 60079-15 

CNS 3376-18 

IEC 60079-18 

CNS 15591-1 

IEC 60079-31 
CNS 15591-4 

測試及生產

技術品質一

致性查核  

 

 

 

 

 

 

 

 

 

 

 

 

 

37 變壓器 

38 壓力傳送器 

39 差壓傳送器 

40 正壓防爆箱 

41 防爆廣播機 

42 本質安全保持器 

Safety barrier 

43 本質安全隔離器 

Iso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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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驗證作業  

(一 )申請人資格  

1.國內產製商品：產製者或委託產製者。  

2.輸入商品：國內有住所或營業所之輸入者或代理商。  

(二 )申請文件  

  請先參酌及勾選申請驗證驗證應檢附文件。  

1.應檢附之基本文件  

(1)驗證申請書，可下載列印。  

(2)申請人之公司登記證明或營利登記或工廠登記或登記證明文

件影本。  

2.應檢附之符合性評鑑文件  

(1)測試及生產技術品質一致性查核：  

A. 型式試驗合格報告  

B. 符合型式聲明書。  

C. 經指定之相關資料及技術文件：  

產品基本資料 

型式名稱說明書 

同一型式理由說明與系列型式清單 

 構造圖說/安全裝置性能位置 (技術圖說 ) 

電氣、氣壓安全裝置迴路圖 

性能說明書 

安裝/操作/保養說明書 

安全清單與性能檢測報 
製程說明文件  

3.申請對象  

   申請人申請驗證應向「機電設備驗證處」（以下簡稱驗證處）提

出申請  

(三 )受理及審核作業   

1.驗證處受理申請驗證，應核對所繳交文件是否與應檢具之文件及

../../../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常用法規/96年度/AP-01rev3.doc
../../../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常用法規/96年度/AP-01rev3.doc
../../../USER2/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常用法規/96年度/AP-02-1rev4.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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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規定應附資料相符齊備，相符者受理申請，反之退回申請。

經受理後，給予受理編號後計收審查費。  

2.驗證處就申請人檢附之符合性評鑑資料予以審查，若資料內容疏

漏、錯誤或不全但可補正者，開立「驗證補件通知書」請廠商於

二個月內補正，逾期不補正者，核發「驗證不符通知書」（補件

通知不限次數），並予以結案；若不可補正者，即核發「驗證不

符通知書」；另如有必要，得要求提供樣品，就特定項目執行測

試、監督試驗或派員赴生產廠場實地查核。  

(四 )申請審查費：  

1.驗證審查費 (依下表或依主管機關規定 )：  

(1)主型式：每型式 30,000 元。  

(2)同一型式：6,000 元（每一增項型式）。  

(3)延展申請：每張 5,000 元。  

2.驗證證書年費（每一型式）：10,000 元  

3.驗證證書補、加、換發費：  

證書費（含審查）：每張 1,000 元。  

 註：補發：遺失。  加發：如有需要。  換發：毀損或登載事項變更。  

(五 )驗證證書核發作業  

1.申請驗證之產品，經審查核可後，由驗證處核發驗證證書。  

2.依產品驗證國際相互承認協議對方國簽發之驗證證明申請商品

驗證登錄，驗證機關（構）得於核對申請資料後核發驗證證書。 

3.驗證證書由驗證處發證，核予申請人依據檢驗標識使用辦法之規

定使用驗證之檢驗標識，其圖式及識別號碼繪製方法如

VR-0011-R1。  

(六 )驗證證書延展規定   

 1.證書所有人應檢附之文件如下：  

(1)驗證申請書及驗證申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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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驗證證書正本。  

(3)經指定之應檢附文件。  

2.證書名義人應於證書有效期間屆滿之日前 3 個月至屆滿日前，向

原核發證書之驗證處申請延展，如延展商品之公告檢驗標準未變

更，經驗證處審查核可者，得同意延展原證書有效期間 1 次（即

證書有效期間為 3 年，再經延展後，有效期間合計為 6 年）；若

未於規定期限內申請者，則應重新申請驗證。  

(七 )驗證證書之重新申請規定  

1.證書名義人於證書延展一次期滿後，應重新申請驗證，其申請之

規定依申請驗證作業規定辦理。  

2.上述重新申請驗證，在產品不變及公告檢驗標準未變更之下，申

請人可持有效之型式試驗報告或原驗證證書正本或影本申請驗

證，審查單位可視需要要求申請人檢送樣品以供確認。  

3.廠商持原驗證證書正本或影本申請者，審查單位應重新審查該證

書檔案內所存之型式試驗報告及相關技術文件，確認符合國家標

準及技術規定，並轉存檔於新證書內。  

(八 )管理、變更與追蹤  

1.為便於管理、查核與追蹤，對於獲准使用驗證商品檢驗標識之產

品，驗證機關（構）均應建立驗證名冊。  

2.取得驗證之型式商品，若申請人名稱、地址、負責人名稱、商品

分類號列、產品品名及型號等有變更時，應向原驗證機關（構）

申請核准，必要時須檢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變更同意函影

本，並同時申請換發新證書。   

3.驗證證書名義人之驗證商品若有售予他人並以他人名義上市銷

售者，應填具「驗證商品以他人名義銷售報備通知書」向驗證機

關（構）報備銷售者之名稱及地址，以供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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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電子檔文件申請注意事項   

(一)申請驗證應檢附之型式試驗報告及相關技術文件得以電子檔文件代替。  

(二) 電子檔文件應以唯讀光碟片（CD-R）或隨身碟(USB)方式儲存，並須以市

面上一般光碟機（CD-ROM）相容之規格送件。唯讀光碟片背面需以不易

抹滅方式標印申請人名稱、品名、申請號碼及投件申請日期等資料。  

(三)電子檔案應包含下列內容：  

1.申請文件副本及附表資料。  

2.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   

3.相關技術文件。  

(四) 電子檔案以下列檔案格式製作：  

1.電子檔案包含之所有內容，應整合轉換為 Adobe Acrobat 可攜式文件格式

（PDF）之檔案。  

2. 文件製作應以 A4 縱向頁面之 PDF 格式為原則。  

3.圖形或照片原始資料以 JPEG 為原則，照片解析度為彩色 16bit， 

300dpi 或 800x600 像素以上。  

(五) PDF 檔案內含之各種文件資料，應表列分類索引並編輯樹狀書籤，建立檢

索之查詢功能。電子檔光碟片應另列說明文字檔 README.TXT 詳細說明

送件檔案內容。 

(六)送件檔案之內容如需簽名者，以電子掃瞄簽名為之。  

(七)須補件者，其文件須以電子檔光碟補件，且須含原電子掃瞄簽名，存檔於

補件案夾，並列說明於 README.TXT 檔內，其他原始送件檔案仍須附於

補件光碟內一併送件。  

(八)轉換為 PDF 格式之電子檔，需加入「安全加密」之功能，即為 PDF 檔案設

定密碼，針對 PDF 文件內建安全加密的保護。瀏覽及加密程式部分以 Adobe 

Acrobat 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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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訴、抱怨、爭議及客戶服務之處理  

(一)申請驗證/之申請人/廠商或社會大眾，對本中心提供相關之行政服務等作業

如有不同意見或需本中心提供業務範圍內之各項服務，可循下列管道向本

中心提出申訴、爭議、抱怨或顧客服務： 

1.正式來函（逕寄本中心驗證部門）。 

2.電話或傳真  TEL：04-23553566-11   FAX：04-23550798  

     3. E-mail：kai@isti.org.tw 

(二) 申訴、抱怨、爭議或客戶服務之定義：  

1.申訴：對本中心處理爭議、抱怨案件結果提出不能接受之意見。  

2.抱怨：指對本中心一般行政作業及其他相關事宜（如對本中心人員執行相

關作業所作之判斷、不符合項目判定、言行等）提出不同意見。  

3.爭議：指對相關法規、技術規範之適用、解釋等有不同意見、對

已取得報告或證書之廠商有不公平事宜、對本中心處理檢驗業務之申請、

維持（追查）、增列、廢止、重新檢驗等核定結果有不同意見。  

4.顧客服務：指本中心業務範圍內對顧客所提供相關之行政服務之處理均屬

之。  

(三)本中心受理後，必要時通知客訴（申訴、抱怨或爭議）提出者或顧客服務

提案者，提供相關資料協助處理；本中心處理後，將處理或調查結果正式

函覆客訴（申訴、抱怨或爭議）提出者或顧客服務提案者。  

mailto:kai@ist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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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件  

申請驗證應檢附文件 
List of Attachments to the Application for Registration of Product Certification 

一、基本文件 
Basic documents 

□商品驗證登錄申請書 
Application form 

□申請人：□公司登記文件(影本)或□營利登記文件(影本)或□工廠登記文件(影本) 
    Applicant     Certificate of the Company            Certificate of the Registered Business  Certificate of the Factory 

二、符合性評鑑文件 
Conformity assessment documents 

   

□1.型式試驗報告 
            Type-test report 

 □2.一致性查核文件 
  Factory inspection report 

 □3.符合型式聲明書 

  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to-type 

 □4. 經指定之相關資料及技術文件 
  Designated related information and technical documents 

三、其他文件 
Other documents 

經財團法人產業安全技術中心指定之□原驗證證書、 □樣品或 □其他相關資料。 
Designated by the ITRI: Letter of Authorization  Original Certificate Sample or other information 

四、備註 
Remarks 
1. 應繳證件必須齊備，否則恕難受理。 

All necessary documents shall be presented; otherwise the application will not be accepted. 
2. 無論通過與否，繳驗之文件概不退還。 

            Whether the application is approved or not, the documents will not be returned.

附

表

一 

附

表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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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產業安全技術中心 
Industrial Safety Technology Institute 

驗 證 申 請 書 
Application Form for the Registration of Product Certification 

 申請日期：          受理編號： 
 Date of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No 

一、申請人  
Applicant 

 公司或營業所名稱：       （簽章）      
Name of Company/Business         (Signature) 

地址：          統一編號：     
Address            Uniform No. 

負責人：          電子郵件:                  
Person in charge          E-mail address                                                                            

聯絡人：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Contact person                           Telephone No.        Fax No. 

二、生產廠場（生產廠場若超過一家，請另外以附表敘述） 
Factory (Where there are more than one factories, please specify by using the attached form.) 

廠場名稱：                
Factory name 

廠    址：                
Factory address 

品管證書核發驗證處：                 品管證書編號：      Quality system 

certificate issued by        Certificate No.  

三、產品名稱 
Name of Products 

(一) 商品分類號列:                          
C.C.C. Code 

(二) 中文名稱:                            
Chinese name 

(三) 英文名稱:                            
English name 

(四) 型    式:                            
Type 

(五) 系列型式:                            
Series of the type 

(六) 認可試驗室編號：                                       
Designated Laboratory No. 

(七) 試驗報告編號：                                         
Test Report No. 

四、申請類別 
Types of Application 

□（一）新申請案（申請人代碼：                         ）  
New application (code of the applicant) 

□（二）變更申請案（原證書號碼：                       ） 
Application for changes (Original Certificate No.) 

 □ 1.增列系列型式 □ 2.延展申請案 □ 3.補換或加發證書 
 Addition of series of the type Extension of the validity period Reissue of the certificate 

 □ 4.授權申請案(被授權人地址:   ) 
Application for authorization(Address of Designated representative) 

□ 5.其他     
Others 

五、申請人願遵守驗證相關規範並配合提供驗證評估所須之任何資訊。 
The applicant agrees to comply with the requirements for certification and supply information needed for evaluation of products to be 
certified. 

 
 
六、應繳費用: 
收費類別 審查費 補換發證書費 年費 一致性查核評鑑費 其他 
金 額      

收款單號碼      
收費章      

 

經辦人：                    科(課)長：  

以下各欄由受理單位填寫 
The following table will be filled out by the authority. 

附

表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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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財團法人產業安全技術中心 
Industrial Safety Technology Institute 

生產廠場清單(若填寫篇幅不足者，請以A4附表加附)  

Factory (Where there are more factories, please attach the following Table by A4 paper)  

1.  廠場名稱 
Factory name 

廠    址 
Factory address  

負 責 人  
Person in charge  

電話號碼 
Telephone no. 

 傳真號碼 
Fax no. 

 

品質系統驗

證處 

 品質系統驗

證證書編號 

 

2.  廠場名稱 
Factory name 

廠    址 
Factory address  

負 責 人  
Person in charge  

電話號碼 
Telephone no. 

 傳真號碼 
Fax no. 

 

品質系統 

驗證處 

 品質系統驗

證證書編號 

 

3.  廠場名稱 
Factory name 

廠    址 
Factory address  

負 責 人 
Person in charge  

電話號碼 
Telephone no. 

 傳真號碼 
Fax no. 

 

品質系統 

驗證處 

 品質系統驗

證證書編號 

 

4.  廠場名稱 
Factory name 

廠    址 
Factory address  

負 責 人  
Person in charge  

電話號碼 
Telephone no. 

 傳真號碼 
Fax no. 

 

品質系統 

驗證處 

 品質系統驗

證證書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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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型式聲明書 
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 to Type 

 
本申請人切結保證經 貴中心審查核可符合登錄模式之驗證商品，必採

各項品質管理措施，並確保所同意驗證之商品，於生產時與型式試驗報告之
原型式一致。商品資料如下： 

I hereby declares that the products described below registered under the ISTI’s Registration of Product 

Certification Scheme by following the appropriate modules are subject to the necessary quality management 

measures and assure that they are identical to the prototype which is the subject of the test report.  

一、商品分類號列： 
C.C.C. Code 

二、中文名稱： 
Chinese name 

三、英文名稱： 
English name 

四、型  式： 
Type 

五、系列型式： 
Series of the type 

倘因違反本聲明書所保證之內容，本申請人願意擔負起所有相關法律

責任，並負責對不符聲明之商品，於貴中心通知期限內回收。 
Where violations of this declaration occur, I agree to take the legal responsibilities and will recall 

non-conformity products within a given time limit. If I further failed to recall the products in question, I agree to 

accept the penalties imposed in accordance with Commodity Inspection Act.  

此致 

財團法人產業安全技術中心 
Industrial Safety Technology Institute 

 

申請人：                
Applicant:  

負責人：               （簽章） 
Person in charge: (Signature)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Date                              (year)            (month)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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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產業安全技術中心 
Industrial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驗證委託產製報備通知書 
Notification of Contracted Production of Registered RPC Products 

 

通知日期： 受理編號：  
Date of Notification  Application No 

原核發證書號碼：                       證書名義人代碼：             
Certificate Number Code of Certificate Holder 
 

一、通知人（即證書名義人）  
Certificate Holder 

公司或營業所名稱： （簽章）     
Name of Company/Business (Signature)       
地址：        
Address   
負責人： 統一編號：     
Person in charge  Uniform No.      

聯絡人： 電子郵件:      
Contact person E-mail address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Telephone No.  Fax No. 
  

二、產品名稱 
Name of Products 

（一）中文名稱:   
Chinese name 

（二）英文名稱:   
English name 

（三）型    式:   
Type 

（四）系列型式：  
Series of type 

三、委託產製者（一） 
Contracting Party (1) 

公司或營業所名稱：  
Name of Company/Business         
地址：        
Address   
負責人： 統一編號：     
Person in charge  Uniform No.      

聯絡人： 電子郵件:       
Contact person E-mail address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Telephone No.  Fax No. 

產品品牌/商標：                               
Brand/trade mark 

四、委託產製者（二） 
Contracting Party (2) 

公司或營業所名稱：  
Name of Company/Business         
地址：        
Address   
負責人： 統一編號：     
Person in charge  Uniform No.      

聯絡人： 電子郵件:       
Contact person E-mail address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Telephone No.  Fax No. 

產品品牌/商標：                              
Brand/trade mark 

五、本委託產製報備通知書係指：「取得驗證之商品屬受委託產製者，證書名義人應向驗證機關
（構）報備委託者之名稱及地址。」 
This notification shall be prepared which states “Where the registered RPC products are produced based on contracts with other 
organizations, the RPC certificate holder shall notify the certification bodies of the name and address of the contractors.” 

 

附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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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補件通知書 
 

貴公司申請驗證(受理編號:                 )，所應檢附之文件資料因部分

謬誤或疏漏，請於本案通知日起二個月內速予補正。逾期不補正者，將判定為登錄

條件不符，並予結案。所附資料謬誤或疏漏部分如下: 

                                                                              

                                                                              

                                                                              

                                                                              

                                                                              

                                                                              

                                                                              

                                                                                                                                                                                                                                                                                                                                                                                                                                                                                                                            

                                                                                                                                                                                                    

 

詳細補正資料請洽承辦人:                  電話:                    

此致 

申請人:                                                

通訊地址:                                              

 

 

 

 

 

 

 

 

                                                             

第一聯 存查聯（技術單位留存）  第二聯 存查聯（發證單位留存） 

第三聯 通知聯（送廠商） 

 

 

   

附

錄 

財團法人產業安全技術中心           

戳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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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產業安全技術中心 

驗證不符通知書 
  

受理編號: 

表列申請商品驗證登錄之型式產品經本中心審查後，評定為不符合登錄

之相關規定。 

 

產品資料 

 

 

 

 

評定驗證不符原因摘錄 

 

 

 

 

 

 

 

 

 

 

 

此致 

申請人:                                                

通訊地址:                                              

 

 

財團法人產業安全技術中心 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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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合格標章製作 
 

 

 

 

 

 

 

 

 

註： 

1.驗證合格標章顏色：黑色K0 。 

2.驗證合格標章由圖式及識別號碼組成，識別號碼應註明於圖式之右方或下

方。 

3.驗證合格標章尺寸配合機械、設備或器具本體大小及其他需要，得按比例

縮放。 

 

 (代碼+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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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產業安全技術中心 

Industrial Safety Technology Institute 

型 式 驗 證 合 格 證 明 書 
CERTIFICATE OF THE REGISTRATION OF PRODUCT CERTIFICATION 

證明書號碼：                     
Document No. 

 

茲據                 申請型式驗證，經審查結果符合規定，准予使用合格標章   

          及識別號碼：            。其登載事項如下： 

The application made by under theType-Certification scheme has been reviewed and found to be in compliance with related regulations. 

Therefore, the certificate is granted with the Conformity Mark      and the Identification No. .Details of the certificate are as follows: 

 

申請人：                               統一編號： 
Applicant                                                    Uniform No. 

地 址： 
Address 

生產廠場： 
Factory 

廠 址： 
Factory address 

產品種類名稱 
Type/ name of product 

貨品分類號列： 
C.C.C. Code 

中文名稱： 
Chinese name 

英文名稱： 
English name 

型  式： 
Type 

系列型式： 
Series of the type 

依據標準： 
Specified standards 

 

本證書由勞動部 授權財團法人產業安全技術中心核發(發證地址：40850 台中市南屯區

工業區22路6號) 
(本證書經發證機構用印後生效) 
This certificate, authorized by the MOL, is issued by the ISTI. (ISTI ：6, Industrial Park 22nd Rd., Nantun, 

Taichung 40850, Taiwan, R.O.C.)   

(This certificate will become effective only when stamped with the ISTI seal.) 

 

本證明書有效期限至     年    月    日 
Expiration date                            (year)        (month)       (day) 

發證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Date of issue                              (year)        (month)        (day) 

註1：持本證明書進口型式驗證產品時，進口人須與本證明書名義人相同。 

 
 

 
 

附

錄 

附

錄 
第○頁，共○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