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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消費者開始越來越關心自己購買的電子產品的安全性。本白皮書主要呈現了TÜV SÜD集團
安全評估研究（TÜV SÜD Safety Gauge）在消費性電子產品安全議題方面的研究成果，分析
消費者在電子產品安全議題上的相關經歷和其對安全議題所持有的態度，藉此提供廠商相

關建議，幫助廠商更能夠滿足消費者對產品安全的期望。

消費性電子產品 
安全的重要性

TÜV SÜD集團安全評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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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pil Bansal
TÜV SÜD集團消費品與零售產品全球總管

2010年09月，Kapil先生出任TÜV SÜD集團消費品&零售產品全球總管一職，負責對
TÜV SÜD集團在世界各國的運營進行綜合管理，為TÜV SÜD的發展制定戰略方向，
管理P&L，建立全球資源，以促進TÜV SÜD的成長。「消費品&零售產品」部門向
國際零售商、品牌及其供應商提供產品測試、檢驗、認證和社會合規性審計等各

類服務，涉及的產品類別包括紡織品（服裝和鞋類）、輕工產品（傢俱、家用產

品、體育用品）、電子電器產品、玩具及兒童產品。在Kapil先生的領導下，消費
品&零售產品部門的全球代理數量日益增加，工作效率穩步提高，部門由此得到
快速、可持續的發展。未來，部門將進一步加強業務能力並鞏固其全球資源。

在綜合管理、銷售、採購和運營方面，Kapil先生擁有長達17年的國際經驗。2007年
12月，Kapil先生加入TÜV SÜD意志集團，負責集團亞太區域的紡織品事業。2008年 
6月，Kapil先生的紡織品事業管轄範圍擴及至全球。

在加入TÜV SÜD前，Kapil先生在Kufner紡織擔任印尼區和印度區的區域經理，並
同時擔任其全球採購經理一職。Kapil先生在印度的職業生涯開始於一家皮鞋製造
廠，主要負責該廠當時在歐洲和美洲市場的業務發展。

領導多文化的且地理區域分佈較分散的團隊，使Kapil先生有機會獲得美洲、亞太
乃至歐洲市場的管理經驗。其關心和管理強項在於新的事業單位的建立和已有業

務單位的盈利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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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安全評估研究（TÜV SÜD Safety Gauge）背景

從個人電腦到智慧型手機，再到電視機、音響設備，

甚至到最新的智慧型家電，消費性電子產品已經成為

我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技術的持續更

新和消費者技術知識的不斷升級，不僅成為消費性電

子產品市場需求增長的重要影響因素，也成為消費性

電子產品製造商考量未來市場前景時的關鍵因素。

然而，將不安全的產品投放市場能夠輕易地瓦解製造

商樂觀的市場前景。至少，關於產品安全的負面報告

將對製造商產生嚴重的不利影響。不僅如此，不安全

的產品還可能造成消費者受傷，甚至死亡，而製造商

也將面臨潛在的法律責任的追究。產品召回的成本也

將極大地削弱公司的獲利能力。

因此，我們應關心的問題包括：消費者如何看待消費

性電子產品的安全性？消費性電子產品的原產地如何

影響消費者對某一特定設備的安全性的判斷？產品因

安全問題而召回對消費者購買習慣有何影響？當談到

產品安全時，消費性電子產品的廠商要如何達到消費

者心中設定的標準？另外，最重要的一點，消費者是

否願意為已通過第三方單位安全評估的產品支付更高

的價格？

TÜV SÜD集團安全評估研究（TÜV SÜD Safety Gauge）
是全世界第一個對消費性電子產品安全議題進行獨立

調查的研究，探討消費者和製造商在產品安全議題上

的經驗和其所持有的態度。這項里程碑式的調查揭示

了全球消費者日益關心產品安全，也展現了消費者對

於製造商在提高產品安全方面的意見和看法。本白皮

書總結了TÜV SÜD集團安全評估研究的成果，並討論
了該研究成果對消費性電子產品廠商的意義。

2012年第二季，TÜVSÜD集團藉由一家獨立的市場調查
公司開始進行安全評估研究，希望能夠更多了解全球

特定產業的產品安全概況，包括兒童玩具、食品和消

費性電子產品產業。安全評估研究的具體目標包括：

�� 理解產品安全對消費者和製造商的重要性。

�� 揭開不同行業對產品安全水準的不同觀點。

�� 評估產業和政府在提高產品安全水準方面的影響。

�� 評測全球供應鏈中的安全議題和安全追溯議題。

��  評估第三方認證在消費者食品安全接受度上所要扮
演的角色。

此次研究在美國、英國、中國、印度和日本的一線城

市消費者和企業專家當中展開。這五大市場幾乎佔據

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的一半（48%）*。相關資
料透過線上問卷調查以及消費者與企業小組討論等方

式獲得。此次安全評估研究樣本包含了超過5000名的
消費者以及500名在製造、經銷和零售產業的公司內
部管理階層員工，其中有近4500名消費者和231名管理
階層員工回覆了消費性電子產品安全的調查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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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對消費性電子產品安全意見的主要
研究成果

正如TÜV SÜD安全評估研究所涉及的其他產業一樣，消費者越來越關心消費性電子產品的安全性。當談到購買
消費性產品時，超過3/4（77%）的受訪者表示產品安全對他們而言非常重要或相當重要。而在2007年，此類消
費者的比例僅為2/3（66%）。產品安全對消費者的重要性可能還將進一步提高，因為有4/5（82%）的研究受訪
者預計，到2017年，產品的安全性將對他們非常重要或相當重要。

安全評估研究針對消費性電子產品的安全性進行調查，在以下章節中，我們將為大家提供有關這一研究的詳

細調查結果。

消費者購買消費性電子產品時對產品安全重要性的認知

資料來源：2012年TÜV SÜD集團安全評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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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性電子產品購買者對產品安全的日漸重視在一定

程度上出自其自身購買不安全產品的實際經歷。百分

之六十的受訪者表示在過去5年中曾購買過不安全的
消費性電子產品。26%的受訪者曾經被產品的鋒利邊
緣劃傷，另外有21%的受訪者因產品中未標明的成分
或因不清楚產品原料而引起過敏反應。另還有18%的
受訪者曾因產品的設計受傷，而16%的受訪者曾遇到
產品過熱或起火現象。

在受訪者當中，平均不安全產品經歷出現的頻率略高

於一年一次。至少1/3（34%）的受訪者在過去一年內
至少購買過一次不安全的電子產品，19%每年有2次或
2次以上的此類購買經歷，而11%的受訪者在一年內曾
有3次或3次以上此類購買經驗。

消費者購買不安全的電子產品的相關報告資料與電

子產品廠商提供的資料是一致的。TÜV SÜD集團安全

消費性電子產品的安全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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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對於電子產品安全性的認知建立於某些因素，

其中包括電子產品的種類，電子產品的原產地以及電

子產品到達消費者手中的銷售通路。

有52%的受訪者表示在各類消費性電子產品中，他們
最關心的是家用電器類產品的安全問題。49%的受訪
者最關心電氣延長線的安全問題，而43%的受訪者表
示其最關心的安全問題是行動電話的安全問題。37%
的受訪者最關心電腦、筆記型電腦和其他資訊技術產

品，而30%的受訪者最關心電視的安全問題。

產品製造國也是影響消費者對產品安全認知的關鍵因

素之一。53%的受訪者認為日本製造或出口的消費性
電子產品最安全。而產品安全排名靠後的國家大多位

於亞洲和東亞南地區。

研究受訪者還表達了對線上購物消費性電子產品的青

睞，有4/5（78%）的受訪者表示曾經有過線上購買消
費性電子產品的經歷。然而，對57%的受訪者而言，
相較於從其他零售管道購買的電子產品，他們更關心

線上購買的電子產品的安全性問題。

除上述因素，對特定品牌的熟悉程度也會影響消費者

對產品安全性的認知。消費者研究受訪者表示，他們

希望自己信任的電子品牌廠商會進行以下常規操作：

1. 對產品安全進行批量測試（67%）
2. 裝運前檢驗（56%）
3. 產品認證檢測（53%）

消費者還希望其信任的消費性電子產品製造商進行供

應商審核（51%）並且保持管理系統認證以確保產品
的品質和安全（48%）。

對消費性電子產品安全性的認知

評估研究的管理階層受訪者表示，在過去5年期間，
製造商平均每年召回電子產品2.6次。然而，40%的
管理階層受訪者表示，自己的公司在過去5年中召回
產品的次數超過9次，21%在過去5年內召回不安全的

產品超過20次。只有26%的管理階層受訪者指出自己
的公司在過去的5年當中從未召回過任何消費性電子
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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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消費者願意為通過獨立第三方審核驗證的

安全消費性電子產品支付較高的價格。受訪研究調查

指出，經過值得信賴的獨立第三方驗證機構檢驗的產

品，若符合適用的政府安全標準，其售價可以比同類

未經驗證產品的價格高出15.2%。14%的受訪者願意
為通過驗證的安全消費性電子產品支付30%或以上的
額外費用，僅有17%的參與者不願為此額外支付任何
費用。

資料來源：2012年TÜV SÜD集團安全評估研究

了解

有印象但無法想起任何明確的標籤

完全不了解

81%

9%

10%

消費者對消費性電子產品安全標籤的認識

TÜV SÜD集團安全評估研究還對影響消費者電子設
備購買行為的因素進行了重要性排序。對於超過半 
數（58%）的受訪者而言，在購買特定的電子產品
時，價格是最重要或第二重要的影響因素。緊接著是

影響因素分別為效能（48%），功能（36%）和產品
安全性（20%）。產品安全排在其他購買標準之前，
包括能源效率（13%）、品牌（7%）、原產國（3%）
以及產品是否考量生態環境平衡（5%）。

對大多數的消費者而言，產品安全標籤對消費性電子

產品安全性有著重要的指示作用。88%的受訪者明確

表示他們更有可能購買產品包裝上明確表明已達到或

已超過相關產品安全標準的產品。只有8%的受訪者稱
他們的購買決定完全不受此類資訊的影響。

在研究的受訪者中，有80%以上的消費者至少知道一
種產品安全標籤或標識，其中包括認可測試實驗室出

示的認證標誌、符合歐盟產品安全要求（CE標誌或
RoHS符合標誌）的標識或指明符合美國消費者產品安
全改進法（CPSIA）的標誌。即使是消費者熟悉的電
子產品品牌，也有80%的消費者認為，產品安全認證
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其對一個產品的偏好程度。

電子產品安全議題和購買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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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普遍認為政府和相關監管部門應負責對消費

性電子產品的安全問題進行管理。44%的研究受訪者
確信政府應在保障消費性電子產品安全方面起帶頭作

用，而20%的受訪者認為消費群體應在保障消費性電
子產品安全方面負主要責任。只有12%的受訪者將電
子產品製造商列為應為電子設備安全性負責的實體。

然而，另一方面，僅有約一半的（53%）的研究受訪
者相信政府在確保市售的消費性電子產品的安全這一

問題上已做了充分的工作。20%的受訪者認為在消費
性電子產品的產品安全保障上，政府很少作為或幾乎

無作為。並且僅有16%的受訪者認為政府對於無法符
合安全標準的企業執行懲處措施是夠嚴格的。

最後，研究受訪者非常清楚地表示，當他們在評估電

子產品和做出購買決定時，第三方對消費性電子產品

的檢測和認證是非常重要的。90%的受訪者表示第三
方認證對市售的任何消費性電子產品是非常重要或相

當重要的。並且，83%的受訪者表示第三方認證會使
他們在購買產品時感覺較安心，或是至少提供了產品

安全的保障。

政府在保障產品安全方面的作用

第三方認證的重要性

平均值=15.2%

消費者願意為安全的消費性電子產品支付的額外費用

資料來源：2012年TÜV SÜD集團安全評估研究

相較於平均銷售價格的額外費用

不知道30%+ 無
 
 

10-29% 1-9%

20%

8%

41%

1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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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安全的經營成本

從消費性電子產品製造商的角度來看，TÜV SÜD集團
安全評估研究的數據顯示，消費性電子產品產業在過

去5年內已大幅改善了產品安全。高達85%的管理階層
受訪者表示目前自己所在的公司已達到或超過所有適

用的政府產品安全要求，而5年前，只有70%的公司表
示可以達到此水準。並且有接近一半的（45%）受訪
者表示其公司已大幅地超過了基本的產品安全標準，

相較於5年前，此類公司的比例只占16%。

廠商通常會依靠一些方法來改進其所生產的消費性電

子產品的安全，包括透過第三方的檢測和認證。將近

70%（68%）的公司管理階層受訪者表示他們是使用
廠內測試的方式來確保產品的安全，61%的受訪者採

用製程認證，例如ISO 9001認證，57%的受訪者採用獨
立第三方單位提供的產品認證。其他方法還包括了從

信任的供應商處採購原料（56%），對員工進行產品
安全議題方面的培訓（55%）和使用獨立第三方提供
的產品測試服務（52%）。

然而，消費性電子產品安全性的改善總是伴隨著一筆

巨大的成本開支。管理階層受訪者表示，他們將生產

總成本的14.6%花費在產品安全措施上，其中26%的受
訪者稱其產品安全成本超過了總生產成本的20%。而
且，管理階層受訪者估計，為了滿足最嚴格的安全標

準，公司需要增加在產品安全措施上面的支出，使產

品安全成本平均佔總生產成本的21.7%。

產品安全措施占產品生產成本的百分比

資料來源：2012年TÜV SÜD集團安全評估研究

1-10% 11-20% 21-30%

37% 37%
26%

平均值=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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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些成本的計算必須衡量因不安全的電子設備

造成的產品召回所帶來的財務影響。管理階層受訪

者表示，在最近5年內，產品因安全問題平均召回13.2
次，其中有21%的受訪者有召回20次或20次以上的經

驗。製造商支付的與產品召回有直接相關的成本平均

達到年收入的10.3%。其中13%的受訪者估計召回成本
等於或超過年收入的20%。的確，產品召回成本嚴重
影響了製造商的獲利能力。

消費性電子產品製造商在產品安全措施方面的持續投

入將會減少產品召回發生的頻率，並減少相關費用的

支出。並且，產品安全水準的提高可以展現製造商在

產業中的領導地位，更能夠進入那些對產品安全有較

高期待的新市場。最後，產品安全的提高也能夠提升

品牌在市場上的聲譽，使廠商在制訂產品價格時能有

更多的籌碼。

平均值=10.3%

產品召回成本占年收入的百分比

資料來源：2012年TÜV SÜD意志集團安全評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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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要如何做才能滿足消費者對產品安全
的期待

TÜV SÜD集團安全評估研究清楚地顯示，消費者對於
所購買的消費性電子產品的安全問題日益重視，同

時，他們也更加瞭解如何識別安全性較高的消費性電

子產品。這些研究結果對製造商而言，是一個絕佳的

機會，廠商可以利用消費者對產品安全的重視，在生

產產品時把消費者的安全擺在第一位，以此提高企業

的競爭力。企業為提高消費性電子產品的安全性而投

入的額外投資能夠有效降低與產品召回有關的成本，

同時還能提高消費者對其品牌的忠誠度，從而有助於

提高市場佔有率。

TÜV SÜD集團安全評估研究還表明，製造商已開始嚴
肅對待消費性電子產品的產品安全問題，有69%的管
理階層受訪者認為產品安全應優先於公司的銷售和盈

利能力。事實上，對管理階層受訪者而言，改善產品

安全的主要挑戰不在於第三方測試、檢驗或認證所產

生的成本，而在於政府規章制度的缺乏。本研究表明

致力於改善產品安全的製造商非常樂意接受政府加強

監督、監管甚至強制認證，他們認為藉此能夠提高市

售電子產品的安全性。

毫無疑問地，消費性電子產品市場日益激烈的競爭將

推動對創新性、安全性產品的需求進一步增長。最

終，最具競爭力的製造商將會從整體上推動其所生產

的電子產品的安全性，滿足消費者在安全方面的需求

和期望，由此在市場上搶佔優勢和先機。

TÜV SÜD集團是一個全球領先的國際性服務機構，旨
在產品品質與安全性測試和檢驗、工程支援、管理

系統認證與培訓方面，提供一站式的解決方案，TÜV 
SÜD集團擁有超過2萬名員工，在全球設有800多個服
務據點。作為深入客戶流程的合作夥伴，我們的專家

團隊能夠確保技術、系統和實際知識不斷實現優化，

進而提高客戶的全球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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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術語縮寫

 CPSIA – 消費產品安全改進法
 
 GDP – 國內生產毛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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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消費者的安全擺在第一位
www.tuv-sud.tw

info@tuv-sud.tw

權威認證 創享價值

TÜV SÜD集團是一家一流的品質、安全和可持續性解決方案提供商，專門從事測試、檢驗、審核、認證、培訓
和知識服務。我們在全世界設有多個據點，我們已經在歐洲、美洲、中東和亞洲獲得認證。通過向我們的客

戶提供客觀服務解決方案，我們可以為企業、客戶和環境增加有形價值。

TÜV SÜD Taiwan
地址：臺北市北投區中央南路二段37號 7樓
郵編：11270 
電話：+886 2 2898 6818
www.tuv-sud.tw

http://www.tuv-sud.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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