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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介紹 
1.1 BSI 英國標準協會 
 

自 1901 年以來，英國標準協會 (BSI) 一直秉承著「讓卓越成為習慣」的理念。作為全球第

一家國家標準機構，BSI 制定了 ISO 9001 以及 ISO 14001 等多項廣泛應用於世界各地的行

業標準。我們憑藉遍佈各行各業的關係，與全球數千名行業專家通力合作，終獲今日之成就

。我們集思廣益，在各類產品及業務流程中設立了優秀的行業標準。如今，您的研究人員及

學生可一如既往地從 BSOL 線上標準資料庫獲得高品質的標準文獻，藉此促進行業進步，深

入暸解標準對當今經濟及社會事務的影響，並提供相應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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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什麼是 BSOL 線上標準資料庫？ 

 
BSOL (British Standards Online) 是一個由 BSI 英國標準協會所開發的線上標準資料庫，能讓

使用標準變得更簡單，也更具成本效益。它就像一個標準圖書館，藏有逾 93,000 份國際認可

的行業標準。24小時全天候上線，標準資料每日更新，隨時獲取產業最佳實務並緊貼產業動

態。資料庫中包含了過往及當前使用中的各項行業標準，您可以自行創建自選標準集，或者

依據您的需求挑選標準模組。 

 

BSOL 不只提供 BSI 制定的標準，您還可以在這套廣大的線上資料庫找到  ISO（國際標準組

織）、 CEN（歐盟標準委員會）、CENELEC（歐洲電子技術標準委員會）以及 IEC（國際電

子技術委員會）等歐洲及國際標準機構制定的各類標準。所有標準均已廣泛應用於各行各業

，並附有國別及行業相關的具體標準文件，以便學生參照研讀。 

 

獲取標準不僅能為學生提供優質的學科技術知識，還有助培養新一代行業專家及專業人才。

此外，不斷培養學生學以致用、發現、表達及解決問題的能力還能提升企業的行業聲譽及排

名，為今後的成功奠定紮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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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BSOL 登錄方式 - 自動化認證

您的 BSOL 的訂閱方式是採用自動化登錄，這包括運用 IP 辨識或綁定特定網域 (Domain)。

IP 辨識：

此種訂閱模式是運用 IP 位置來辨識以確認使用者的身份，您的管理員須提供 BSOL 技術支援

團隊相關的 IP 位置，待確認後即可成為 BSOL 的訂閱者。

一旦完成上述作業，只要在您的訂閱期間內，所有透過該 IP 位置進入 BSOL 網頁的使用者，

均可自動登入。

如需登入，請前往BSOL https://bsol.bsigroup.com

若您的訂閱期間尚未結束，將可透過此網頁連結立即登入，並直接跳轉至 BSOL 首頁

https://bsol.bsi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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綁定特定網域： 

綁定特定網域的登錄方式需要訂閱者提供一個固定的內部網路 (Intranet) 或網頁位置，

您的管理員必須先將這個網頁位置給提供 BSOL 技術支援團隊，之後您即會取得一個加

密的連結。請將此連結內的資料安裝在您所提供的內部網路 (Intranet) 或網頁位置。 

選用此種方式登入時，使用者只能從固定網域或網址進入 BSOL。 
 

有關 BSOL 自動登入方式的詳細資訊，請洽技術支援團隊 tech.support@bsigroup.com

mailto:tech.support@bsi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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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定義 – BSOL內的標準文獻狀態 
 
Current (當前)：此為現行標準 
 
Withdrawn (撤消)：該標準已作廢失效 
 
Draft for public comment (公眾意見之徵集)：新的標準正在制定中，此文件是最新的公

開編修文獻。 

Work in hand (進行中)：該標準正在制定中，並且有徵集公眾意見的草案版標準可供查閱 

Revised, Withdrawn (修訂，撤消)：該標準已經修訂，並且由相同編號的文件所取代。原

文件已不適用。 

Superseded, Withdrawn (取代、撤銷)：該標準已經修訂，並由不同編號的一份或多份文

件所取代。原文件已不適用。 

Partially Replaced(部分取代)： 該標準的部分內容已經被一份或者多份其他標準取代。 

Confirmed (確認)：該標準已經經過審核，並確認將成為當前標準 
 
Obsolescent (陳舊)：指該標準不建議應用於新設備上，但仍須予以保留，以供使用年限尚

未到期的設備、或基於法律規定需要而留存。 

Proposed for confirmation (建議確認)：該標準已通過審核，並提交理事會或審核單位核

准以作為當前標準 

Proposed for obsolescence (建議列為陳舊)：該標準正在審核中，建議列為陳舊標準 

Proposed for withdrawal (建議撤消)：該標準正在審核中，建議撤消 

Current, Revised(當前、已修訂)：該標準已修改，並由另一份採用相同編號的標準所取代

，但在短期內此標準仍繼續作為當前標準使用。 

Current, Superseded (當前、取代)：該文件已由另一份或多份不同編號的標準所取代，

但在短期內此標準仍繼續作為當前標準使用。 

Current, Under Review (當前、審核中)：該標準正於審核中 (由 BSI、CEN 或 ISO )，但



8  

暫時未有審核結果 

Current, Project Underway (當前、擬修訂)：此為當前標準，擬進行修訂，但是相關的

文件尚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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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文件類型 (Types of documents) 

 
BSOL 有數種不同類型的文件，涵蓋 BSI 制定的標準，以及ASTM、 IEC 以及 ISO 這些第三

方標準制定機構的標準文件。 

以下為一般的標準編號模式 (Common standard number formats)。空格間距對標準號而言

很重要，如果標準號的格式有疑問，請先擱置。您將獲得包括您所需要的文件編號。 

若標準被其他標準機構所採用，如：制定 EN 標準的歐洲標準化委員會 (Committee for 

European Normalisation, CEN) 或國際標準組織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rganisation, 

ISO) 或國際電工委員會 (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ttee, IEC)，則其前綴必須標

示在該文件的編號內。 

例如： 
 
BS 9999:2008 BS EN 60335-2-27:2010 
BS EN 1991-1-4:2005 BS EN ISO 9001:2008 
BS EN ISO/IEC 17021:2006 PAS 124:2008 
DD ISO/TS 6733:2006 PD CEN ISO/TR 20573:2008 
BS ISO 17712:2010 BIP 2207 

 

以下字首屬於 BSI 所制定的標準： 

BS 英國標準 (British Standard) 

DD 標準制定綱要 (Draft for Development) 

PAS 可公開取得之規範 (Publicly Available Specification) 

BIP 商業資訊出版品 (Business Information Publication) 

PD 已出版的文件 (Published Document) 
 

ISO 與 IEC 標準 (ISO and IEC documents) 

BSI 可能不會採用每一個 ISO 或 IEC 標準。然而，當 ISO 或 IEC 標準正在進行修訂時，這

種情況之下，BSOL 裡則可能會有一個相關的草案版標準 (並非所有 ISO 出版的標準文獻都

可以在 BSOL 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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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I 約採用80-85% 的 ISO 與 IEC 標準文獻) 
 

EN 標準 (EN documents) 

所有的成員國家都必須採用 CEN 所制定的所有標準。每一個成員國會在文件編號前面加上

自有的字首。在英國即為 BS EN，在德國則是 DIN EN。標準的內容在所有成員國家之中都

相同，只有語言上的差異。 

prEN 文件 (prEN documents) 

prEN 是 EN 標準的草稿。這些草稿標準在進行評論的過程中，您都可以在 BSOL 找到它。

一旦評論過程結束，BSI 便會移除這些文件。隨後由完整與審核過的版本而取代，屆時的標

準編號便會改為 BS EN。 

ASTM 標準 (ASTM documents) 

ASTM 標準為個別國家/地區就特定品質監控措施而相應制定的標準。在此等國家/地區經營

的企業必須採用此類標準，ASTM 是 BSOL 所採用的第三方標準之一。BSI 通常不會採用 

ASTM 標準，因此也不會列入可訂閱的標準範圍之中。僅有通用的 ASTM 標準會被列在 

BSOL 之中，您仍然可以進入書目資料，尋找既往的 ASTM 標準。 

草案版標準 (Draft documents) 

如果是草案版標準，則 BSOL 的標準編號將使用 BSI 的草案編號，而非標準制定完成與出

版後所使用的編號。 

例如 - 07/30167174 是草案編號 

一旦標準正式出版後，其編號就成為 BS EN 61869-2。這個最終的標準編號僅會列在書目

的名稱上。當草案版標準已經完成並且出版後，則「標準編號」的欄目將會被更新，以正

式出版的標準編號取代。 

要尋找某一個草案版標準時，請使用草案的編號 (如上述) 進行 「標準編號搜尋」，或運用

最終的標準編號以 「關建字搜尋」 進行搜尋。



11 

2 開始使用 BSOL
2.1 搜尋功能

使用標準編號進行搜尋：

在BSOL的每一個頁面，您都可以在頁面最上的導覽區塊找到搜尋列，以進行快速搜尋。

搜尋列提供 簡易搜尋 的功能，讓您可以用標準編號、關鍵字與英文字句來蒐尋相關標

準。此 簡易搜尋 模式僅可以蒐尋標準的編號欄位、名稱欄位以及描述欄位。然而，這

一欄位的搜尋條件可以在 進階搜尋 (Advanced Search) 頁面與其他選項合併。

以標準編號搜尋，將依據鍵入的編號而獲得相關的結果，並可能找到完全一致的標準。

此外這一選項也可以使用前綴編號，例如：BS、BS EN …等。

當您鍵入編號時，資料庫將開始依據您的搜尋條件自動建議可能的標準。

關鍵字自動建議機功能可於任何時候開啟或停止。當您點擊 「開啟/關閉建議模式」 時

，此項功能便開始運作或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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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確定標準的前綴字首為何？ 

如果您不確定欲查詢的標準字首或字首的空間，可暫時忽略並僅使用編號查詢。然而，

請留意你所查詢到的標準名稱，因為相同的編號有可能被 BSOL中各個標準制定機構用於

不同的標準上。 

 

搜尋範例 - 使用相似編號： 

使用 9000  的編號進行搜尋，會產生 62 筆含有 9000  的標準編號與名稱。(由於 BSOL 

內的標準不斷新增或異動，您所查詢到的筆數可能並不相同) 

 

搜尋結果包括： 

 
BS EN ISO 9000:2015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s. Fundamentals 

and vocabulary 

BS EN ISO 9000:2005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s. Fundamentals 
and vocabulary 

BS EN ISO 9000-3:1997 Guideline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ISO 9001:1994 
to the development, supply, install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computer software. 

BS ISO 9000-2:1997 Quality management and quality assurance 
standards. Generic guideline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ISO 9001, ISO 9002 and ISO 
9003. 

BS 9000-1:1989 General requirements for a system for 
electronic components of assessed quality. 
Specification of general procedures. 

 

使用 900 編號查詢，則會產生116個結果。(由於 BSOL 內的標準不斷新增或異動，您所

查詢到的筆數可能並不相同) 

搜尋結果包括： 

PAS 900:2010 Code of Practice for Wheelchair pas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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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 EN 900:2007 Chemicals used for treatment of water 
intended for human consumption. Calcium 
hypochlorite.

使用 BS9000 則是同時搜尋 BS 與 9000 ，僅會產生 4 筆結果。(由於 BSOL 內的標準

不斷新增或異動，您所查詢到的筆數可能並不相同)

搜尋結果包括：

BS EN 900:2007 Chemicals used for treatment of water 
intended for human consumption. Calcium 
hypochlorite. 

BS EN 900:2000 Chemicals used for treatment of water 
intended for human consumption. Calcium 
hypochlorite. 

使用關鍵字進行搜尋：

關鍵字搜尋是依據關鍵字的詞幹搜尋，並將搜尋結果進行關聯性排序。BSOL 將使用詞庫

索引並尋找該詞幹的共同的詞根，然而，不同卻相似的單詞可能傳回略微不同的結果。

例如：“Rail” 能從 “railway” 而產生許多不同的結果。在此情況下搜尋，會傳回 636 筆

rail 相關且 1193 筆與 railway 相關的結果 (有可能並非每一個單詞的變造詞都會列在詞

庫索引之中)。這些搜尋結果的數量持續變動中，在您閱讀

此手冊並使用相同的關鍵字查詢時，可能傳回更多 / 更少

的搜尋結果。

與標準編號類似的是，當您在搜尋列鍵入關鍵字，系統將

依據您的搜尋條件而自動建議可能的字詞或片語。您可以

將鼠標懸停在任何一個自動建議的字詞，並點選它以成為

您的搜索字段之一。

您可以在搜尋列的下方找到「關閉/開啟自動建議」的選項

，您可以點此以隨時關閉 / 開啟自動建議關鍵字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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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一個以上的關鍵字進行搜尋：

使用一個以上的關鍵字搜尋時，將會執行「聯集」搜尋，其結果將依據鍵入字詞的品質以

及關連性予以分類。

例如：以「鐵路信號 Railway Signalling 」做為搜尋條件會產生 132 筆結果。

如上所示，第一組的結果明顯包含了鐵路 Railway 與信號 Signalling，但是當您往下看查詢

列表，您將會發現這些關鍵字較少同時出現在標準文獻的名稱當中，而較常出現在描述頁

面。



15 

2.2 進階搜尋 (Advanced Search)

進階搜尋頁面可以從 BSOL 每一個頁面頂端的選單進入。在送出您的查詢以前，您可以合

併使用畫面上的任何選項 / 條件。

狀態欄位 (Status)：

狀態欄位可讓您依據所尋找之標準類型，進行特定的篩選。同一時間可以勾選多樣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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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 (Publisher)：

這個欄位可以挑選特定的標準出版機構。您可以勾選多個出版機構，或將本欄位留白，

以搜尋全部的標準文獻的出版機構。

出版日期 (Publication date)：

出版日期搜尋功能讓您可以找到在特定時間內所出版的標準文獻。您可以輸入一個確切

的日期範圍 (以 日期 / 月份 / 年份的格式)，或瀏覽月曆以進行日期設定。

點擊輸入方塊右側的日期按鍵，即可打開整個日期頁面，讓您以手動方式選擇日期。

更新類型 (Update type)：

修改 (Amended) -文件被修改的最新公告時間。使用日期選擇功能，尋找在特定時間之

內，所有標準的最新修改公告時間。

最新 (New) - 該標準文獻被 BSOL 公告為「最新」的日期 (這可能與實際的標準出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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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不同)。運用此功能找出在指定的時間範圍內，由 BSOL 公告為最新的所有標準 (與其

他項目)。

其他 (Other) – 某一個標準文獻狀態的改變 (例如，標準文獻的狀態從「當前 Current 

」 變為「Proposed for Confirmation等待確認」)。更新狀態為「Other」的標準文獻，是

指更新該標準的書目資訊，而「非」標準的內容。

恢復 (Reinstated) - 當記錄或文件回復到「當前 Current」狀態的日期。例如，當某一

個當前標準被撤銷，稍後再度基於任何原因，而回復為當前狀態。請選擇此功能以尋找

在特定時間之內，回復至當前狀態的所有標準。

撤消 (Withdrawn) -該文件被公告為撤消的日期 (公告的日期可能與實際第三方標準制

定機構撤銷的日期不同)。請使用日期選擇功能，以尋找在特定時間之內遭撤消的所有標

準。

國際標準書號 (ISBN)：

如您擁有標準文獻 13 碼的 ISBN 編號，即可使用此功能進行搜尋 (請注意，13 碼編號的

空格間距不會影響搜尋結果)

標準模組的號碼 (Module number)：

BSI 依據標準文獻的類型，所集結而成的標準模組

當您點擊「模組 Module」欄位的輸入方塊，或點擊右方的「選取 Select」鍵時，即可打

開模組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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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點即模組名稱前方的箭頭標示，展開各個模組的詳細內容。

您可從此處篩選標準出版機構。如果您要查看全部的結果，點擊「選取全部 Select All」，

則該模組內的全部標準文獻都將出現在您的搜尋結果中。

國際標準分類 (ICS category)：

ICS category 是根據國際標準分類法來從事主題檢索。

當您點擊 「國際標準分類  ICS Category」欄位的輸入方塊，或點擊右方的「選取 Select」

鍵，即可打開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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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視需要而盡量選擇多個分類，以增加進階搜尋的結果筆數。每一個 ICS 分類都有一個

次選單，您可再依據需求而更精確地進行搜尋。

國際材料試驗協會(ASTM) 模組 (ASTM Mod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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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 BSOL 內透過 ASTM 模組來訂購 ASTM 的標準文獻。如同前述的模組/分類，在

BSOL 的ASTM 模組中提供主選單與次選單，您可以透過這些條件的設定來進行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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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搜尋技巧 

 
您可以從以下的範例中，看到一些較常見的搜尋/瀏覽查詢的需求。 

「關鍵字 Keywords」搜尋欄位的可被視為「全面搜尋」。萬一您不知道草案的編號，您

可改使用標準編號來搜索。 

當使用非常簡短的編號作為關鍵字而進行搜尋時，可能會傳回過多的搜尋結果。您可以

試著在搜尋結果的頁面使用「Sort by (以 …分類) 」來改變搜尋結果的排序方式 (例如：

用 a - z 的字母排序)，直接點擊您想要的排序方式，以套用新的排序規則。 

或者您可以使用引號“ “，將蒐尋條件放在其中，以尋找某一個編號或句子。 

例如： 

用“bs 16”(將標準的編號放入引號內) 則僅找到 1 筆吻合的結果。 

BS 16:1974 

使用 bs 16 (未放入引號內) 則會顯示 188 筆搜尋結果 (此筆數可能與您實際查詢時的數

字不同)，且 BS 16:1974 將不會出現在所有結果的第一個頁面。然而如果改用用  a - z 

的字母排序，則該標準會出現在第 6 個結果。 

您也可以於關鍵字搜尋字句時，使用反括弧，則或許某個標準的部份名稱會出現。 

例如： 
 

使用“Aerospace series”這幾個字進行關鍵字搜尋 (放入引號內) ，可以找到在名稱中包含

這些字的所有標準。然而，這個案例將會出現 2317 筆結果。如果要縮小搜尋結果，您

可以在左側的「 Search within results (在您的結果之內搜尋)」功能，以及左側的篩選功

能，隨意增加其他的篩選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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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篩選結果

當您搜尋到一個標準文獻後，可選擇使用左方一系列的篩選功能。

左方的篩選功能將依據設定的條件顯示縮小範圍的搜尋結果。請勾選擇一或多項條件，並

且增加搜尋關鍵字，以優化您的搜尋結果。

如果您不確定該如何選擇，就將游標移置各篩選區塊右方的 ‘i ’ 圖示，將會顯示簡要的篩選

功能之說明。

點擊個別篩選項目時，BSOL 將會依據您特定的需求而擴大並顯示各種可能點擊的選項。

搜尋結果將根據您所點擊的個別篩選條件進行再次搜尋，並在左

側顯示其他可用的篩選條件。

點擊個別篩選條件旁邊的箭頭，您將可以獲知在此次搜尋過程之

中，每一個特定主題內的標準文獻數量。

選擇其中一個條件，將可與原來的篩選條件合併搜尋，頁面會更

新並且顯示最新的結果。

左側的篩選區塊也將被重新整理，並顯示最新的結果。您的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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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篩選條件，將會列在左側最上方。 

如圖所示，您可以點擊左側最上方的紅色的叉號，將特定的篩選條件取消。搜尋頁面將會

自動更新，並且顯示被保留的篩選條件下之搜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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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選擇「Sort by (依…分類)」，或增加 「I tems per page (每頁顯示的項目)」，

這將會改變搜尋頁面。



26 

2.5 檢視標準

以一般方式搜尋標準文獻文件 (請參考 2.1 與 2.2 )

在搜尋結果的頁面裡，您可以檢視所有您訂購的標準文獻 PDF 檔，例如：使用  Adobe 

Acrobat Reader 或使用網頁瀏覽器快速檢視。這兩種檢視選項將會顯示在每一個相關搜尋結

果的右方，並且標示符號。

此代表「Quick View ( 快速檢視)」

此代表「Download to PDF (下載至PDF)」

快速檢視 (Quick view)：

針對某一個標準文獻選擇「Quick View (快速檢視)」，則瀏覽器會在同一個標籤視窗下開

啟該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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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頁面的頂端，有許多類似 PDF 閱讀器的工具選項。

function. 如果您希望返回 BSOL，右上方有一個選項名為「Return to BSOL (回到 BSOL)

」。此功能將讓您回到先前的瀏覽頁面。

下載標準

下載 PDF 的選項可讓您選擇直接開啟標準文獻，或將其儲存在您的裝置之中。

請點擊      以下載文件。

當 PDF 已經開啟，請點擊瀏覽器最底端的下載鍵。在預設的情況下，檔案將會在瀏覽器以

新分頁開啟。您也可以在此檔案點擊右鍵，選擇「Open w ith (用…開啟」選項，以 PDF 

瀏覽器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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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預設的情況下，該標準文獻的檔名將會格式化為：

標準名稱 - 年份 – [ 年 / 日 / 月 / 下載時間 ]

檔案下載之後，如有需要，您可以重新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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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瞭解書目資訊 (Bibliographic Data)

BSOL 上的每一個標準文獻都有「Bibliographic Data (書目資訊)」頁面以載名相關資訊。要

讀取這些附加資訊，請以正常方式瀏覽相關文件(請參考 2.1 與 2.2 )。

On the results page click on the standard number or click on “”

在結果頁面請按下標準的編碼，或點擊「View  details (檢視細節)」

如此便可開啟書目資料頁面

書目資料頁面 (Bibliographic Data Page) 包含哪些資訊?

書目資料頁面包含如下資訊:

 文件被取代 (replaced by) / 取代 (replacing) 此標準

 已做過的修改 (Amendments 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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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標準文獻內的交叉參考 (Cross references) 資料

 出版 (Publication) 與撤消 (withdrawal) 的日期

 關鍵字 (Keywords)

 模組編號 (Module number)

 國際標準分類號 (ICS codes)

「Replaces (取代)」或「Replaced by (被取代)」的欄位資訊，可以讓您瞭解當前所檢視之

標準文獻過去或之後的用途。

書目資訊頁面 中的某些文件編號可以連結至其他相關文件，只要點擊就可以導引您至該文

件相關的頁面。

ICS 分類標籤含有該標準文獻所屬的 ICS 分類樹，如果您點擊標籤右方向下箭頭，即可看到

此標準的 ICS 分類領域，對於尋找相關的標準來說，是相當有用的功能。

訂購資訊 (Purchase information)

如果訂閱權限為個人使用者所擁有，則可在瀏覽標準文獻的書目資訊頁面左側，看到採購資

訊的區塊。

如果該標準文獻已經包含在您的訂閱項目中，則只會顯示購買紙本標準的選項。

您可以用信用卡購買「紙本」標準，或者如果您不打算採購此標準文獻的紙本，則您可以取

得其 PDF 的版本(如果有)。

備註 - 儲值帳戶的管理員可以使用他們的儲值金額購買 PDF 版本，而無需使用信用卡。僅

有購買紙本標準時，才需要使用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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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瀏覽標準 (Browse for Standards page)

從 BSOL 每一個頁面的頂端選單列進入 Browse for Standards，即可瀏覽 BSOL 收錄的全部

標準。

此瀏覽功能讓您可依據標準模組或用 ICS 編碼，來檢視所有 BSOL 內的標準目錄。尤其是當

您在探索特定的主題，並希望選取全部相關的標準時，最為有用。進入 Browse for 

Standards 頁面後，您可以使用頁面左邊的 「Browse by Modules (依據標準模組瀏覽)」 或

「Browse by Subject (依產業主題瀏覽)」  來查看各種標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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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模組瀏覽 (Browsing by Modules)

以模組瀏覽可讓您看到完整的模組列表。展開左方的選單，即可依據標準的制定機構、主題

模組或 BSI 參考書來縮小您的搜尋範圍。

展開其中一個模組並點擊一個標準制定機構，您將可以在搜

尋結果頁面中看到該模組內全部的標準文獻。您可直接點擊

進入所需要的標準文獻，或使用篩選功能優化搜尋結果。

BSI 參考書將所有主題相關且由 BSI 發布的書籍集結再一起，讓您更易於搜尋。BSI 參考書

可以視為重要標準以及相同領域的主題之指引。

依 ICS 編碼瀏覽 (Browsing by ICS code)

Browse by subject 可讓您使用 ICS 分類進行搜索。點擊任何一個箭頭都可以展開其類別，

並列出次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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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一個 ICS 類別，BSOL 將會列出該類別之中的所有標準。您可點擊搜尋結果中任一標準

文獻，以尋找並檢視與其相關的 ICS 次分類目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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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台灣區技術支援 

如您在使用 BSOL 的過程中有任何疑問，或想瞭解更多詳細資訊， 

請聯絡 BSOL 台灣區代表：李宗晏  Chrisc.Lee@bsi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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