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車委託試驗專用申請書
BICYCLE TESTING APPLICATION
申請廠商/報告抬頭廠商中英文名稱:
Name of Applicant (or Report Title)
地址(Address):
統一編號：
電話(Tel):

進件編號(全國公證填寫)：
收件確認(樣品狀態符合測試要求):
是 否
審查(由全國公證簽章/日期):

聯絡人(Person to Contact):
分機(Ext):

E-mail：
傳真(Fax):

備註:若該指定付款廠商依期未支付相關款項時，原申請廠商負連带清償與保證責任，絕無異議。
Note: The applicant agrees and promises to be the payer, if the relevant invoices are unable to be settled by the appointed payer.
付款廠商中英文名稱 Invoice to :
地址(Address):
統一編號：
電話(Tel):
樣品說明 : (英文品名)
(Sample Description)

聯絡人(Person to Contact):
分機(Ext):

E-mail：
傳真(Fax):
型號
(Item/Style No.)

送樣件數
(Number of Sample
Submitted)

原產國 (Country of Original) :
外銷國家(Goods Exported to) :
特殊要求(除上述例行資料外,報告上須列印的資料)
買家名稱:(Buyer’s Name):
(Special Requirements):
工廠名稱(Manufacture’s Name):
測試項目方法無指定年份版次時，表示同意全國公證採用最新版次之測試方法。The laboratory will use the latest version of method unless
customer specifies.
符合性聲明(請勾選其中一項) Statement of conformity (Please check one of the options):
選項一:需執行符合性聲明(僅針對依照主管機關/特定標準/特定要求的符合性聲明)，而判定規則不考慮量測不確定度; Option 1: Request
(only for demands of competent authorities, specific standards or requirements). The measurement uncertainty is not included for the
judgement；
選項二:不需執行符合性聲明 Option 2: Not request.
(若申請廠商未勾選視為同意選項一。若有特定判定規則之需求，請另行提供或洽詢全國公證業務與客服人員。Considered as the applicant
has agreed with Option 1 for unchecking. If there are any specific requirements for judgement, please provide it to Intertek contact windows).
試驗項目(請註明試驗方法, 標準年份/版本): (Please specify test method, year of test standard & version)
EN15194 EPAC cycle 電動輔助自行車
BSEN14764 City bike 城市車
EN14766 Mountain bike 登山車
鈴鐺參考 Bell report reference
是 Yes
否 No.
(Saddle height >635mm)
(Saddle height >635mm)
鈴鐺報告號碼 Bell report No. TMJ
BSEN14781 Racing bike (Saddle height >635mm)
鏈條參考 Drive chain report reference
是 Yes
否 No.
ISO9633 Cycle chain 鏈條測試
ISO7636 Bell 鈴鐺測試
鏈條報告號碼 Drive chain report No. TMJ
BS EN14765 Young children 童車 (Saddle height 435-635mm)
ISO 4210
AS/NZS 1927
US CPSC 16 CFR Part 1512
BS 6102-1
ISO 8098
Others 其他:
NFR 30-020
DIN 79100
ANSI Z315.1
報告傳遞: 響應環保減少紙張浪費，僅需報告電子檔
傳真 電子檔 書面報告
退樣 (Return Sample):
是(Yes)
否(No) (請務必勾選, 代寄還時,快遞費自行負擔)
附註:工作天數為口頭通知時間，並不包括收件及打字、送樣或郵寄之時間。
Remark: The promised service of working days is only oral results not including the time of typing, pick- up & delivery or mailing.
Regular 普通件
Express (50% Surcharge) 急件
化驗費用請先以現金、支票或匯票支付，爾後寄出化驗報告。
本申請商與付款商茲申請上述試驗並同意依全國公證所訂之營業條款(列於次頁)履行，其價款依照本申請商與付款商已過目之報價單或最
新收費標準。
Please pay by cash, check/postal draft. We will mail out the test report after receiving payment for testing.
We apply for the above tests and agree that all testing will be carries out subject to Intertek Testing Services Taiwan Ltd. Scale of charges as set
forth in their in their latest price list of which we have seen a copy and upon and subject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set out
負責人簽名或公司印章:(Authorized signature or company chop)

日期(Date):

以上資料同意提供給「全國公證」作為申請服務使用，詳請請參閱「全國公證」官網之隱私聲明 http://www.intertek-twn.com/FrontEnd/Privacy_C.aspx?lang=C

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417 號 3 樓
電話: (+886-2) 6602-2888 傳真: (+886-2) 6602-2420 www.intertek-tw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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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營業條款，併同其他建議書、估價單或報價單，構成您（以下稱「客戶」）與全國公證檢驗

(d)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本公司」）之間的協議內容，本公司據此提供約定之服務。

就本服務所製作之報告無侵害任何第三人合法權利（包括智慧財產權）之情形。但此擔
保不適用於本公司因信賴客戶（或其任何代理人或代表）提供給本公司之任何資訊、樣
品或其他相關文件所直接或間接造成之侵權。

1. 定義

3.2

本公司若違反第 3.1 (b)款之擔保，則應在改正本公司任何履約瑕疵之合理必要範圍內，

1.1

除各條款文義另有規定外，在本協議中以下措辭及用語應具有下列意義：

(a)

關係企業是指直接或間接控制一方、被一方控制或係有共同控制方的任何實體；

(b)

本協議是指由本公司與客戶雙方所簽署的本份協議；

擔保、條件及條款（包括但不限於任何可銷售性和符合特定目的之默示擔保）應在法律

(c)

應用程式是指本公司所擁有的應用程式，客戶可下載至行動裝置，以利檢驗員執行遠端

所允許的最大範圍內排除於本協議之外。本公司（包含其代理人、分包商、員工或其它

驗貨作業時使用；

代表）所提供之任何履約行為、工作成果、口頭或其它資訊或建議，均不創生任何擔

(d)

服務費用應具有下述第 5.2 款所規定之意義；

(e)

機密資訊是指以任何形式或方式呈現的以下所有資訊：(a) 依本協議所揭露或依本協議提

(f)

(g)

自費執行其先前已執行之同種類服務。
3.3

保，亦不擴大任何已提供擔保之範圍。
4.

客戶之擔保及義務

供之服務過程中所揭露；且(b) (i) 以書面、電子化、視覺、口頭或其它形式所揭露，且揭

4.1

客戶聲明並擔保如下：

露方在揭露時以任何方式將之註明、標示或指明為機密資訊；及/或 (ii) 無論以何種方式

(a)

擁有為自己簽署本協議並採購本服務的權力及權限。客戶特此聲明其本身及其任何關聯

所揭露，接收方應合理認為屬於機密之資訊；

方在簽訂本協議時及本協議有效期間內，未受到任何主權政府或國際認可組織(包括但不

智慧財產權是指著作權、商標權、專利權、專利申請權(包括提出專利註冊申請的權利)、

限 於 聯 合 國 、 美 國 及 歐 盟 ) 所 制 裁 ， 尤 其 未 列 在 美 國 公 布 於

服務標章、設計權、營業秘密或其它既有權利(無論是否已註冊)；

http://www.treasury.gov/resource-center/sanctions/SDN-List/Pages/default.aspx 之制裁名單

報告是指本公司在提供客戶服務過程中所製作之任何備忘錄、實驗數據、計算結果、測

之中。在本協議中，「關聯方」是指透過持股份額、企業治理、勞資關係、代表、代

量數據、概算書、記錄、證書及其他資料，連同以任何形式描述任何工作成果或已執行

理、信託或用其他方式控制客戶之一方、被控制客戶之第三方所控制之一方，或與客戶

服務之進度摘要及其它溝通內容；
(h)

除上述外，本公司並無作出其他明示或默示之擔保。所有法規或普通法中所包含之其它

服務是指第 2 款所述之測試、保證、檢驗和認證服務，或本公司任何相關之建議書、客

共同控制第三方之一方；
(b)

戶任何相關之採購訂單（如適用）中所列之服務，並得包含由本公司提供報告；
(i)

建議書是指由本公司向客戶提供之服務說明及預估報價(如適用)；

(j)

遠端驗貨是指一種目視檢查的形式，由檢驗員指示客戶或其供應商將鏡頭移至特定區

客戶是為其自身利益而取得本協議下之服務，並非作為任何其他人或法律主體之代理
人、經紀人或依任何其他代表之權限所為；

(c)

客戶(或其任何代理人或代表)向本公司(包含其代理人、分包商及員工)所提供之所有資
訊、記錄及相關文件(包括但不限於客戶或供應商手冊、廉政準則、內部管理辦法、記錄

域，以利檢驗員以遠端方式透過應用程式或軟體技術的直接視訊鏈接執行驗貨作業。

(包括僱傭紀錄)、資訊系統)均為真實、準確、完整陳述，無任何誤導，且當本公司要求

(k)

檢驗員是指負責執行驗貨服務的本公司檢驗人員。

1.2

本協議中各標題不影響其內容之解釋。

2.

本服務

2.1

本公司應依(i)收到的客戶指示範圍內；及(ii)由本公司或任何適用之稽核監管機關制定之

天內或依樣品之屬性於指定期間內自費收回或處分，但客戶另為其他安排則不在此限。

稽核方案，提供本服務予客戶。

若客戶未能在指定期間內收回或處分該等樣品，本公司有權銷毀該等樣品，並由客戶負

2.2

若本協議之條款與建議書內容有不一致時，應以本協議之內容為準。

2.3

客戶承認並同意：若本公司提供本服務中有義務向第三人交付報告，應視為本公司已獲

時可隨時提供。客戶進一步承認：本公司將依賴由客戶提供的這些資訊、樣品及相關文
件(本公司不負確認或核實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之責) 提供本服務；
(d)

擔相關費用；
(e)

得可向該適當第三人交付此報告之不可撤銷之授權。就本條款之目的，此義務應來自於
客戶所為之指示，或本公司自相關情形、交易習慣、慣例或實務作法而合理判斷有此默
如客戶代表其供應商指示本公司執行本服務，客戶之供應商承認並同意：本公司所提供

條件。

法所完成，且本公司應提供客戶一份報告副本。任何報告內容僅為本公司在執行本服務

4.3

客戶和其供應商進一步同意：

當時所存在的事實和文件所為之審查，且限於所收到客戶指示的範圍內，並僅可用於維

(a)

配合本公司處理所有與服務相關之事物，並就本服務指派一名經理，其應經合法授權得

護客戶或任何監管機關之利益，客戶應對其根據報告所採取其認為合適的行為負責。
客戶及其供應商進一步同意並承認：本服務無須設計為或意圖去處理任何受測、檢驗或

代理客戶向本公司為工作指示，並對客戶產生契約上之拘束力；
(b)

認證之產品、材料、服務、系統或流程之品質、安全、效能或狀況等所有事宜，並且工
作範圍無須反映出可能適用於受測、檢驗或認證之產品、材料、服務、系統或流程的所
陳述為限，且該報告僅陳述本公司對執行服務期間所存在的事實、資訊、文件、樣品和/

括可能向被限制或禁止交易任何產品、資訊或技術的國家為此進出口之情形；
(g)

線，由雙方另行協議現場驗貨日期。

若有出具證書時，在證書有效期間產生可能對該認證之正確性有重大影響的任何變化，
應立即告知本公司；

客戶應對其根據報告所採取其認為合適的行為負責。無論是本公司或其任何主管、員

(h)

遵守與本服務相關之法律及法規的要求，取得並維持所有必要之許可及執照；

工、代理人或分包商均不對客戶或任何第三人以上述報告為基礎而採取或不採取之行為

(i)

不以誤導的方式使用本公司依本協議所提供之報告，且僅以完整之方式提供該報告；

負責。

(j)

在任何情況下，未經本公司事先書面同意（本公司不會不合理拒絕同意），不得提供或

在同意依據本協議提供服務的同時，本公司並無限制、取消或承擔免除客戶對任何其他
人，或任何人對客戶，所應負之任何責任或義務。

3.

提前告知本公司任何可能適用於擬提供之服務和/或任何機密資訊的進出口管制規定[包括
但不限於任何美國的出口管制，例如國際武器貿易條例(ITAR)及出口管制條例(EAR)]，包

和/或其供應商應對確保充分的網路連線品質供遠端驗貨負完全的責任。如在遠端驗貨過

2.8

立即通知本公司其所提供的任何物件，或其工作場所使用或執行本服務所需之任何流程
或系統所存在之風險或安全問題或事故；

(f)

許檢驗員指示智慧型行動電話鏡頭之移動方向，並允許檢驗員執行遠端驗貨；及(iv) 客戶
程中發生網路斷線，客戶和/或其供應商應努力試著恢復網路連線。如無法恢復網路連

在本公司進入任何工作場所以執行本服務之前，告知本公司所有可能適用於提供本服務
所在之任何相關場所的衛生安全規範，以及其他合理的安全保障要求；

(e)

最新的資訊與文件予本公司執行遠端驗貨；(ii) 下載應用程式(如適用)至客戶或其供應商
之智慧型行動電話，並僅為完成遠端驗貨之目的使用應用程式；(iii) 使用應用程式時，允

使本公司（包括其代理人、分包商及雇員）得以進出提供本服務合理所需之客戶工作場
所，及得以進出提供本服務所在之其他相關場所；

(d)

或其他材料所為之審查和/或分析。
如客戶指示本公司執行遠端驗貨，客戶和/或其供應商同意並擔保：(i) 提供完整、正確且

在一定時間內向本公司為指示並提出回饋意見，以使本公司能及時在雙方同意的時間內
執行本服務；

(c)

有標準。客戶理解：對於本公司所出具之任何報告的信賴，應以該報告中所載之事實和

2.7

若提供之服務涉及任何第三人，客戶應促使該第三人在收受報告或任何服務之利益前承
認並同意本協議及建議書之規定，並以此作為該第三人接收任何報告或服務利益之前提

度內，並根據客戶之具體指示，或若無具體指示時，按照任何交易習慣、慣例或實務作

2.6

由客戶提供本公司的任何資訊、樣品或其他相關文件（包含但不限於證書和報告）在任
何情形下均不得侵害任何第三人之任何合法權利（包括智慧財產權）。

4.2

之任何服務和/或製作之任何報告，均是在客戶於相關建議書中所達成同意之工作範圍限

2.5

當本公司就本服務任何相關事項提出與客戶人員和客戶供應商人員在雙方同意之時間範
圍內進行訪談、會議或討論的要求時，客戶應同意；且

(f)

示意思。
2.4

由客戶提供本公司的任何樣品應以運費預付的方式裝運，並由客戶在測試後三十（30）

公布任何報告的內容或任何節錄、引用或摘錄其部分內容；
(k)

服務中斷期間發生之任何其他費用；且

本公司之擔保

3.1

本公司僅向客戶擔保：

(a)

本公司擁有簽署本協議的權力及權限，並將遵守於本協議簽署之日有效且與提供本服務
之相關法令；

不得中斷任何本服務超過五(5)天，並且支付本公司中斷期間每天的檢驗員人天費用及在

(l)

未經本公司事先書面同意，客戶和/或其供應商不得使用任何智慧財產(包括但不限於任何
商標和品牌)於任何廣告和宣傳資料、或客戶及其供應商所為之任何陳述。

4.4

若因可歸責於客戶未履行其於第 4 款規定之義務所直接導致本協議之違反，且在此範圍
內，不得視為本公司之違約，且本公司亦不對客戶負任何違約責任。客戶同時承認：任

(b)

何客戶未履行本協議規定之義務而對本公司服務提供所造成之影響，不影響客戶依本協

本公司以與其它提供相同服務者於類似情況下所通常採取之注意程度及技術水準來執行

議下述第 5 款應支付費用之義務。

本服務；
(c)

本公司將採取合理措施，以確保其在客戶工作場所的人員遵守客戶按照第 4.3 (f)款使本公

5.

費用、發票與付款

司知悉之任何衛生安全規範，以及其它合理的安全保障要求；

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417 號 3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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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tek 營業條款 (台灣)
5.1

雙方同意本服務是根據本協議所述之條款及條件提供，且本協議應優先於任何客戶在訂

(c)

單或任何其它文件中已提出或未來將提出之條款及條件。

接收方之任何董事、經理或員工，但以接收方已先向其告知第 7.1 款下之義務，並確保其
就該機密資訊受有不低於第 7 款所載嚴格程度之保密義務所拘束；且

5.2

客戶應給付本公司任何建議書所定或另行書面約定之費用（「服務費用」）。

(d)

在本公司為接收方時，對接收方之任何子公司、關係企業或分包商。

5.3

對於任何未列在建議書的服務和客戶要求的額外服務，客戶應支付服務費用。

7.3

第 7.1 及 7.2 款之規定不適用於任何下述機密資訊：

5.4

在此明確約定：服務費用不含營業稅及任何其它相關稅金。若有代扣稅額，本公司應提

(a)

從揭露方處接收到該資訊之前，接收方已持有該資訊，且其使用或揭露該資訊不受限

供客戶包含適用之預扣所得稅之報價。本公司每月一旦開具有效發票，客戶應按法律規

5.5

5.6

制；

定之稅率及方式於發票開立三十(30)日內支付其所有適用於服務費用之稅金。

(b)

非因違反第 6.6 款規定而為或成為公眾所知悉之資訊；

客戶同意，其將補償本公司任何與本公司提供服務所生之相關開支，並就受測樣品相關

(c)

接收方自合法獲得該資訊且未受有任何限制揭露之義務的第三人處所收到者；或

之所有運費或海關清關費用負全部之責。

(d)

接收方未接觸相關機密資訊而獨立開發出來的資訊。

服務費用為客戶依本協議就本服務所應支付之費用總額。本公司所執行之任何額外工作

7.4

接收方得在法律、主管機關或接收方所上市之任何證券交易所之規則的要求範圍內揭露

將另依所需時間與耗材為基礎收費。
5.7

機密資訊，但接收方應立即以書面將該要求通知揭露方，並且（如有可能）給予揭露方

本公司可能根據服務進度每月向客戶開立電子發票。該電子發票可能以電子郵件的方式
寄送，且客戶收到該等電子郵件後，視為發票己交付客戶。對於客戶要求透過郵政方式

有透過適當法律手段以避免揭露機密資訊之合理機會。
7.5

寄送紙本發票，本公司沒有義務同意。任何透過郵政方式寄送之紙本發票，本公司將收
取新台幣 1000 元整之行政費用，且客戶應依前述第 5.4 款所約定之付款條件支付費用。
5.8

人員）履行其在本協議第 7 款下之義務。
7.6

若本公司認為客戶的財務狀況和/或付款表現使其有充分的理由採取下列行動，本公司有
權要求客戶立即提供擔保或額外的擔保(形式由本公司決定)和/或要求客戶預先付款。若

5.9

若客戶未依前述第 5.4 款所約定之期間支付款項，且在本公司於合理的期間內至少提醒一
次付款日已到期後，視客戶不履行其付款義務及本協議。在此情況下，自該應付款之日

法相關及非司法相關，均應由客戶負擔。非司法相關費用之金額應至少為本金之 10%加

8.

修訂

8.1

任何對本協議所為之修訂，非以書面、明示係對本協議所為且經雙方授權代表簽署前，
不生效力。

9.

不可抗力

9.1

任何一方當事人因下述情況而遲延履行或不履行本協議下任何義務，就此範圍內，不對
另一方負責：

計利息，且不影響本公司請求實際支付超過前述金額之非司法相關費用。司法相關費用
包含本公司所支付之一切費用，即使該等費用超過臺灣銀行公告之基準利率。

(a)

(b)

(c)

間支付款項之義務。對每一份本公司額外出具的發票副本或修改經雙方於建議書中同意

(d)

公共事業單位（如：電信、網路、煤氣或電力服務之供應商）之不履行。

之發票內容、格式或結構，本公司有權收取新台幣 1,000 元整之行政費用。本公司保留拒

9.2

為避免疑問，若本公司是由於其分包商遲延不履行本協議義務而受影響的一方，則只有

絕此類發票修改請求的權利，且本公司的該等拒絕不得免除客戶依前述第 5.4 款所約定期
間支付款項之義務。
5.12 如因客戶之行為造成本服務完成之延宕，本公司有權向客戶開具迄今為止已提供的所有

在分包商係受到上述事件影響之情況下，方可視為不可抗力事件（定義如下）。
9.3

履約行為受到第 9.1 款所述事件（「不可抗力事件」）所影響之一方必須：

(a)

立即以書面將該不可抗力事件及其原因和可能因而導致遲延履約或不能履行之期間通知
對方；

本服務費用之發票。在此情況下，客戶同意於發票日三十(30)日內支付全額發票款項。
(b)
6.

智慧財產權和個人資料保護

6.1

所有在簽署本協議之前歸屬於任何一方當事人的智慧財產權，仍應屬該方所有。

6.2

客戶(或其關係企業)為行銷、媒體或宣傳之目的使用本公司名稱「Intertek」、「全國公

履行其受影響之義務；並
繼續提供未受不可抗力事件影響之服務。

9.4

若不可抗力事件自其發生日起持續超過六十（60）天，任何一方當事人均得以十（10）
天以上之事前書面通知他方終止本協議。

未經同意之使用行為，本公司有權立即終止本協議。
當提供認證服務時，客戶同意並承認：認證標誌之使用可能受到國家法律和國際法之限
制。

因該方或其董事、經理、員工、代理人或分包商之過失所導致之死亡或人身傷害；或

於何種媒介），其智慧財產權全部均歸本公司所有。客戶有權依本協議之目的使用該報

(b)

該方（或其董事、經理、員工、代理人或分包商）之詐欺行為。

10.2 以第 10.1 款規定為前提，本公司就違反本協議或其他因依本協議提供服務所生或與之有
關之事項之契約、侵權（包括過失及違反法定義務）或其他責任之最高責任總額，應以

客戶同意並承認：本公司保留在準備或提供任何報告（包括本公司向客戶提供之任何工
利。

客戶和/或其供應商依據本協議所執行之服務下應給付本公司之服務費用金額為上限。
10.3 即使有前述第 10.2 條的規定，本公司不就以下項目負契約、侵權(包括過失及違反法定義
務) 或其它責任：

雙方應遵守所有關於個人資料保護的法規，包括但不限於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範」
(GDPR)，且應符合所有適用之 GDPR 要求。客戶擔保：在本服務開始執行前，已取得其員

(a)

利潤損失；

工和/或約聘人員之同意。客戶應賠償本公司及其經理、員工、代理人、代表、承包商及

(b)

銷售或營業損失；

分包商並使其免於直接或間接遭受因其未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和任何違反本條規

(c)

對商譽或聲譽之損失或損害；

定之義務所引起或與之相關之賠償請求、訴訟程序及責任（包括訴訟費用和律師費）。

(d)

就產品召回所生之成本或費用；

(e)

軟體、數據或資訊使用或損壞的損失；

(f)

任何間接的、衍生的、懲罰性的或特殊性的損失（即使已經告知此損失發生之可能

7.

保密條款

7.1

以第 7.2 至 7.4 款之規定為前提，若一方當事人（“接收方”）(無論是在本協議簽署日
期之前或之後)取得與本協議相關之他方當事人（“揭露方”）之機密資訊，則應：

(a)

以對待自身機密資訊相同之注意程度維持該機密資訊之機密性；

(b)

僅於為履行本協議下義務之目的而使用該機密資訊；且

(c)

未經揭露方事先書面同意，不得向任何第三人揭露該機密資訊。

7.2

在「有知悉之必要性」的基礎上，接收方得將揭露方的機密資訊揭露給：

(a)

接收方為自己所委任之任何法律顧問及法定稽核人員；

(b)

責任限制與免責

10.1 任何一方當事人不得就以下情況向他方主張免除或限制責任：
(a)

作成果）及提供客戶服務之過程中所可能產生之概念、想法及發明的任何所有專屬性權

6.6

10.

本公司依本協議所製作之任何報告、文件、圖示、圖表、照片或任何其它資料（無論載
告、文件、圖示、圖表、照片或其它資料。

6.5

盡一切合理之努力避免或降低不可抗力事件之影響，並在合理的情況下盡快繼續或恢復

(c)

證」或本公司任何商標或品牌名稱，均應經本公司事先之書面同意始得為之。若有任何

6.4

非因受影響之一方或其任何供應商或代理人之一名或數名員工所引發的罷工和勞資糾
紛；或者

求更改經雙方同意的發票格式或要求補充資訊，此不得免除客戶依前述第 5.9 款所約定期

6.3

自然災害（例如：具破壞力之暴風雨、地震、海嘯、洪水及 /或照明問題、爆炸及火
災）；

期間支付款項之義務。
5.11 客戶如需在發票上註明或附加特定資訊，必須在建議書準備期間提出。若客戶在日後要

戰爭（不論宣戰與否）、內戰、暴亂、革命、恐怖主義行為、軍事行動、蓄意破壞行為
及/或海盜行為；

5.10 若客戶對於發票內容有任何異議，應於收到發票七(7)天內向本公司提出，並附上詳細說
明，否則視同客戶同意接受該發票。任何此類異議均不得免除客戶依前述第 5.4 款所約定

關於檔案保存，客戶承認：在本公司品質保證程序或依相關認證機關的測試及認證規則
所要求之期間內，本公司得在其檔案中保留為記錄其已提供之服務所必須之所有資料。

起至清償全額之日止，客戶應就應付款項支付利息。應適用之利率為當時臺灣銀行公告
之基準利率（按月）加計年息 5%。此外，因客戶違約所生之一切款項收回費用，包含司

揭露方單純揭露任何機密資訊之行為並不構成對任何與該機密資訊相關之智慧財產權為
授權。

7.7

客戶無法提供要求之擔保，在不影響其它權利的狀況下，本公司有權立即中止執行本服
務之全部或一部，且就中止前已執行之本服務的任何部分，客戶應立即支付相關費用。

各方當事人均應確保其員工、代理人和代表（於本公司之情況則包含所有分包商之上述

對接收方之事業有管制或監督權力之任何管理機關或認證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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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g)

因提供予本公司虛假、不清楚、不完整或誤導的資訊所導致任何報告出現任何錯誤結
果；及

(h)

客戶未符合任何適用之法規要求。

10.4 客戶對本公司所為之任何賠償請求必須在其獲悉任何引起該賠償請求之情事後九十
（90）天內提出。
11.

賠償

Intertek 營業條款 (台灣)
11.1 除經證實為本公司之疏忽或錯誤所造成，客戶應賠償本公司及其經理、員工、代理人、

16.3 以第 10.4 款規定為前提，任何一方當事人就本協議之任何規定未予嚴格執行，或就其所

代表、承包商及分包商並使其免於直接或間接遭受因任何所有以下事項所引起或與之相

享有的任何權利或救濟未予行使，均不因此而構成其放棄該權利，亦不使其於本協議下

關之賠償請求、訴訟程序及責任（包括訴訟費用和律師費）：

之義務有所減少。任何一方放棄追究他方之違約責任，亦不構成對追究其再次違約責任

(a)

任何監管機關、政府機關或他人以客戶實際上或被指稱違反任何法律、條例、法規、規
則或政府或司法機關之命令為由所提起之任何賠償請求或訴訟程序；

(b)

就由本公司及其經理、員工、代理人、代表、承包商及分包商依本協議提供服務所引起
或與之相關的任何個人或法律主體所遭受或發生之任何人身傷害、財產損失或損害、經
濟上損失、以及智慧財產權損失或損害，所提起之賠償請求或訴訟程序；

(c)

客戶違反或被主張違反其上述第 4 款所規定之任何義務；

(d)

任何第三人就其與任何服務之執行、宣稱之執行或不執行所引起或相關之任何性質的損
失、損害或費用，而提出之賠償請求，於此種與任何服務相關之任何賠償請求總額超過

(e)

保險

12.1 各當事人應自行負責安排其各自企業之保險（包括但不限於專業責任保險、雇主責任保
險、汽車保險和財產保險）並負擔其保險費。
12.2 本公司明確聲明拒絕對客戶負任何保險人或保證人之責任。
12.3 客戶承認：儘管本公司有投保雇主責任保險，但該等保險之保險範圍並不包含客戶或本
服務提供所可能牽涉之任何第三人之員工。若本服務係於客戶或第三人之工作場所所提
供者，非本公司之員工亦不在本公司投保之雇主責任保險之保險範圍內。
終止

13.1 本協議應自本服務開始之日起開始生效，除依本協議第 13 款提前終止外，應持續至已提
供本服務時為止。
13.2 本協議得因下列方式提前終止：
若一方當事人有重大違反其於本協議下之任何義務，且經他方以掛號郵件或快遞寄發書
面通知要求其改正違約情事後超過三十（30）天仍未改正者，他方可終止本協議；
若客戶逾期未按照任何發票付款且/或經催告後仍未付款者，或客戶或其關聯方在本協議
有效期間或延展/更新期間依本協議第 4.1(a)款成為被制裁方，本公司可書面通知客戶終
止本協議；或
(c)

若任何一方當事人與其債權人進行自願債務協商、或受破產保護令所限制、或（個人或
公司）宣告破產、或（公司）進入清算程序（但以恢復償債能力為目的的合併或重整程
序除外）、或該方的任何財產或資產遭擔保物權人所占有或由指派之接管人所占有、或
該方停業或有停業之虞者，他方可書面通知該方終止本協議。

13.3 無論本協議係因任何原因而提前終止，且在不影響雙方可能享有之任何其它權利或救濟
方法下，客戶仍應給付本公司直至本協議終止之日(含)為止已執行之所有服務之費用。此
義務於本協議終止或期間屆滿之後仍持續有效。
13.4 本協議之終止或期間屆滿不影響當事人已取得之權利及義務，亦不得影響本協議中任何
明示或默示在協議終止或期間屆滿時或之後生效或仍繼續有效之規定。
14.

轉讓與轉包

14.1 本公司保留在必要時可委託其一家或多家關係企業及/或分包商履行本公司在本協議下之
義務並提供服務。本公司亦得於通知客戶後將本協議轉讓給本公司集團內之任何集團公
司。
15.

準據法與爭議解決

15.1 本協議與建議書應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任何由本協議和/或建議書所生或與之相關
之爭議、衝突或請求（包括與本協議所提供服務有關之任何非契約上請求），雙方應先
透過協商方式解決。如未能在三十(30)日內合意解決者，任一方得將相關之爭議、衝突或
請求提交台灣士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審理。
16.

非增加或變更本協議之內容。
16.6 各方承認：在承諾或簽署本協議前，其並未以任何他人所為或以他人為名義之任何陳
議。各方並放棄其就本款下對此陳述、瑕疵擔保、擔保契約或其他保證而可能享有之所

本公司任何商標或品牌名稱。

(b)

本交易或本協議標的之所有約定、安排及理解。任何採購訂單、陳述或其它類似文件均

述、瑕疵擔保、擔保契約或其他保證（本協議所載明或提及者除外）為基礎而簽署本協

11.2 第 11 款下之義務於本協議終止後仍然有效。

(a)

完整協議
16.5 本協議與建議書包含雙方間就本協議所為之交易所相關之完整約定，並取代雙方先前就

因任何濫用、擅自使用或錯誤使用本公司依本協議所出具之任何報告所生之任何賠償請
同意下，客戶為媒體、行銷或宣傳之目的使用本公司名稱「Intertek」、「全國公證」或

13.

效。

第 10 款所載之責任上限之範圍；以及
求或訴訟，其可能損害本公司之商譽或聲譽，包括但不限於在未取得本公司事先之書面

12.

之放棄。
16.4 對本協議下之任何權利或救濟之放棄，應由棄權方以書面向他方明確說明為棄權方為有

其它條款
可分性

16.1 若本協議的任何條款無效、不合法或不具可執行性，則該條款應與本協議分離，其餘條
款應維持其完整效力，即如同本協議係從未載有該無效、不合法或不具可執行性之條款
般所簽訂。若該條款為無效、不合法或不具可執行性將導致本協議目的無法實現，則本
公司與客戶應立即開始善意協商以達成其替代約定。
不構成合夥或代理關係
16.2 本協議之任何內容或雙方依據本協議所採取之任何行動，均不使雙方當事人間成立合
夥、社團、合資或任何其它合作實體，亦使一方當事人成為他方之合夥人、代理人或法
律上之代表。
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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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權利及救濟。
16.7 本協議並未限制或免除任何欺詐虛偽陳述之責任。
第三方權利
16.8 非本協議一方之任何人皆無權執行本協議的任何條款。
額外保證
16.9 經他方請求並承擔費用下，任何一方當事人應視當時個別情況所合理之必要，簽署相當
之文書及文件並採取相當之其他措施，使其於本協議下之義務生有效之拘束力並可為執
行。
申訴
16.10 任何人或任何機構如對本服務之提供有不滿之處，可依本公司申訴處理程序投訴。該處
理程序可根據要求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