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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科技發展是產業動能的關鍵因素之所在，而精密儀器就是將其轉換成為

標準數據，再經由企業組織將其標準數據化為經濟活動中的「產品」，

而精密儀器的精準確度如何，對於經濟產業活動中的產品好壞有密不可

分的關係，因此，關係到品質的精密儀器就需定期校正來確認其準確

性。 經濟活動中之產業間使用儀器較多，而所需求校正服務領域也非常

廣，但都離不開量測追溯體系及實驗室最佳校正能力之要求，如航太業

要求追溯到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局(NIST)、通訊業及機械業要求實驗室

最佳校正能力等，迫使儀器校正業者不斷為了配合產業成長，而大量投

資購入儀器校正的標準系統，以來提昇其市場上之競爭能力。 儀器校正



市場除大量資金購入設備外，專業技術人員是否有能力執行創新活動，

是實驗室成長非常重要的課題，因為，新領域及項目在通過 TAF 評鑑認

證過程中，需要仰賴專業人員撰寫標準程序書(SOP)及量測不確定度評估

文件，以符合 TAF 認證在技術方面的要求。 由此看來，儀器校正市場在

公平的認證機制下，如何在品質、價格、成本、公信力及服務等範疇

中，達到最佳校正服務能力的平衡點，是實驗室在市場競爭中成功的策

略，讓最終使用者或顧客在付出合理的費用下，得到「四海皆準確」的

儀器校正服務，使經濟產業活動中所生產出之產品，得到最佳的品質要

求。  

摘要

(英) 

Technology evolution is the key factor to drive the industry moving forward. 

Equipments with high precision can assist in getting standardized data, so as for 

corporations to transform them into “products”. As the precision level of 

equipment is so crucial to the product quality at the end, periodical calibration on 

equipments becomes a must so as to ensure the precision & consistence of what 

measured during manufacturing. There are various kinds of equipments used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thus the needed calibration services also vary from one to the 

other. However, they are all confined in 2 basic principles, “measurement 

tracking system” & “best measurement capability of Lab.” For example, the 

calibration need in aviation industry got to be able to be traced to NIST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 Technology, the institute in charge of standardization in 

U.S.), and the communication & mechanical industries also demand the very high 

calibration capability from Lab… All these drive the business of calibration 

services grow fast, and, it also triggers the investments in buying the 

standardization system of calibration among all calibration service providers so as 

to remain competitive enough in the market. In addition to the heavy investment in 

buying calibration equipments, the capability from technicians to execute different 

kinds of creative service activities also becomes an important subject to the growth 

of lab service business. Because it requires the professionals to design the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SOP) & the measurement uncertainty assessment documents, 

so as to comply to the TAF technical requirements while applying the TAF 

certifications for new calibration subjects. As a result, the key for Labs to succeed 

in a fair-competition calibration market is to look for the best balance point among 

quality, price, cost, credibility, and service. The goal is to provide users/clients 

world unified & precise calibration services with affordable fair pricing, to ensure 

best possible quality of products yielded at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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