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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相关法律规定 
 
消费者保护、信息标示 

• 【制造物责任法】: 法律 第6109号,2002.07.01 制定 

• 【消费者基本法】: 法律 第10678号,2011.08.20 部分修正 

• 【产品安全基本法】: 法律 第11690号,2013.03.23 修正  

• 【电器安全管理法】: 法律 第11690号,2013.03.23 修正 

• 【品质管理及工产品安全管理法】: 法律 第11690号2013.03.23 部分修正  

• 【广告表述公正化相关法律】: 法律 第11050号,2011.09.15 部分修正 

• 【知识产权法】: 法律 第11110号,2011.12.02 部分修正 

• 【信息通讯机器认证规则】: 信息通讯部令 第210号,2007.01.10 部分修正 

• 其他：【环境基本法】 、【产业废物管理法】、【食品卫生法】、【公正交易法】等  



制造物责任法 

• 实施：2002 年 

• 【制造物责任法】第二条； 
 “缺陷”是指，产品存在生产∙设计上的缺陷或缺乏产品基本安全的状态。  

 

Product Liability 

一、“生产缺陷” 

二、“设计缺陷” 

三、“标示缺陷” 
如果厂商明确标示说明、指示、警告等，则能够减少或回
避该产品给消费者会带来的危害及损失。即使如此，厂商
没有做到应有责任，给消费者带来物质、精神上的损失，
则属于“标示缺陷”。 



制造物责任法与使用说明 



“标示缺陷”判例 



制造物责任法的修正 

第一条 （目的）  

• 该保护的对象是受害者还是消费者？ 

第二条 （定义）  
生产、加工、产品的概念： 

• 是否包括农、畜、水产品？ 

• 是否包括不动产？（如：大量房屋供应） 

• 是否包括软件？（如：安装特定软件的机器发生故障） 

缺陷的定义： 

• 鉴于现代技术水平及经济实力，可预期的产品安全和耐久 

 

判断缺陷：以现代技术水平和经济实力为准 



制造物责任法的修正 

判断“设计缺陷”： 

① 产品特点及用途  

② 用户对产品的期待和内容 

③ 可预期的风险  

④ 用户对风险的认识  

⑤ 用户回避风险的可能性  

⑥ 替代设计及经济费用  

⑦ 所选设计及替代设计的利弊  

⑧ 社会观念 

判断“标示缺陷”： 

① 产品特点 

② 普遍的使用方法  

③ 用户对产品的期待和内容 

④ 可预期的风险 

⑤ 用户对风险的认识 

⑥ 用户回避风险的可能性 

⑦ 社会观念 



消费者基本法 

• 为增强消费者权益，明确规定消费者权利及义务、国家∙地方政府∙厂商责任、消

费者团体义务、自由市场经济环境下消费者与厂商的关系，同时规定消费者政策所
需的基本要求等。 

• 消费者团体应负责对消费者权益相关的国家或地方政府政策提供建议，对产品规格、
品质、安全、环保、价格等消费条件及方法进行研究分析，扮演解决消费者问题的
窗口或仲裁角色。 

• 为有效推进消费者政策，政府设立法人——“韩国消费者院”（第33条）。消费者
可向该单位申请救济因产品所发生的损失（第55条）。为解决消费者与厂商之间的
纠纷，应在韩国消费者院下属设立“消费者纠纷调整委员会”。 

• 从2008年1月1日起，消费者团体有权对危害消费者权益（生命、健康、财产等）的
厂商向法院提出诉讼 。 消费者团体通过法律，对厂商的违法行为有权要求中止或
禁止。 

法律 第10678号， 2011.08.20 部分修正 



韩国的消费者团体 

韩国夫人会 
www.womankorea.

or.kr 

韩国 YMCA 联合会 
www.ymcakorea.org 

绿色消费者连队 
www.gcn.or.kr 

韩国主妇联合会 
www.jubuclub.or.kr 

韩国消费生活研究院 
www.sobo112.or.kr 

韩国消费者联盟 
www.cuk.or.kr 

韩国YMCA全国联盟 
www.ymcakorea.org 

韩国消费者教育院 
www.consuedu.com 

消费者问题研究
会 

全国主妇教室中央会 
www.nchc.or.kr 

韩国消费者
团体协会 

www.consumer.or.
kr 

韩国消费者院 
www.kca.go.kr 

http://www.womankorea.or.kr/
http://www.womankorea.or.kr/
http://www.ymcakorea.org/
http://www.gcn.or.kr/
http://www.jubuclub.or.kr/
http://www.sobo112.or.kr/
http://www.cuk.or.kr/
http://www.ymcakorea.org/
http://www.consuedu.com/
http://www.nchc.or.kr/
http://www.consumer.or.kr/
http://www.consumer.or.kr/
http://www.kca.go.kr/


电器安全管理法 
 
• 根据【电气安全管理法】，为防止使用电器会引起的火灾、触电
等危险而引进“安全认证制度”。 

 

安全认证制度: 
• 要生产或销售属安全认证对象的电器，在其出库或过关前必须要
获得相关认证。 

2013.03.23 实施、法律 第11690号, 2013.03.23修正 



电器安全认证 
安全认证对象产品 (53种) 

电线类 1种 

电器开关类 2种 

电容器类 1种  

电气设备零件类 1种  

电器保护零件类 2种 

绝缘变压器类 1种 

电器类 36种  

电动工具类 1种 

信息∙办公器材类 4种 

照明器材类 4种 

自律安全确认对象产品 (95种) 

电器开关类 1种 

绝缘变压器类 2种 

电器类 35种 

音响、视频应用器材类 34种 

信息∙办公器材类 18种 

安全认证机构 

韩国机械电器电子检验研究院 
 (http://www.keti.or.kr)  

韩国产业技术研究院  
 (http://www.ktl.re.kr)  

韩国化学融合检验研究院  
 (http://www.eri.re.kr) 

http://www.keti.or.kr/
http://www.keti.or.kr/
http://www.keti.or.kr/
http://www.keti.or.kr/
http://www.keti.or.kr/


电器安全认证标示 
安全认证/自律安全确认 

电器安全认证信息 

① 安全认证标识 

② 安全认证号码 

③ 产品名称 

④ 产品型号 

⑤ 定格电压（电压、电流、频率、消费电力、容量等产品定格信息） 

⑥ 生产厂家（国外生产须标明生产国家） 

⑦ 双重绝缘变压器须使用   符号 

⑧ 短期定格须标明定格时间 

⑨ 产品生产日期（如：生产日期、产品批号等） 

⑩ 产品维修信息（国内外联系方式等） 

 



品质管理及工产品安全管理法 

• 应设立检查、检验销售用产品的专门认证制度，以证明产品安全性。 

• “安全认证对象产品”是指，其结构、材质、使用方式对消费者生命、健康、
财产及环境可能会带来的风险较大时，通过安全认证，可以提前防止或减少
其风险的产品。 

• “安全管理对象产品”种类： 

   一、安全认证对象 

   二、自律安全确认对象 

   三、安全品质标示对象 

   四、儿童保护包装对象 

• 生产商或进口商必须对安全认证对象产品标明安全认证标识。 



安全认证对象产品 



国家认证标识 KC 
 
• 安全认证制度的目的为防止产品、机械、工具的使用对消费者生命、健
康、财产带来的损害，保护消费者安全。 

• 目前韩国政府设立的认证制度共有 158 项，其中包括法庭认证和民间
认证制度。 

• 法庭义务认证共有 38 项。 

• 从 2011 年起，13 项主要法庭义务认证被合并到 KC 标识。 

Korea Certification mark 



国家认证标识 KC 
 
Korea Certification mark 



国家认证标识 KC 
 
Korea Certification mark 



最新韩国法律信息 

国家法令信息中心  http://www.law.go.kr 

 

http://www.ktl.re.kr/
http://www.ktl.re.kr/


韩国产业标准 KS 

韩国产业标准是根据【产业标准化法】，经产业标准审议会审议，由韩国技术
标准院院长发布的国家标准，简称 KS。 

 

• 以 2012 年 12 月为准，政府制定和实施 24,129 种韩国标准，其中 16,145 
种符合于国际标准（ISO/IEC）。  

• 符合于国际标准的 16,145 种 KS 中，与国际标准一致的（IDT: Identical）
有 14,286 种，部分修正国际标准的（MOD: Modified）有 1,406 种，KS 与
国际标准的符合程度达 97.2 %。 

• 目前韩国政府积极展开 KS 标准的英文化工作，以提高国际社会对韩国产业
技术水平的认知、扩大国家间相互认证范围、促进有关最新标准的国内外信
息交流。 

Korean Industrial Standards 



韩国产业标准 KS 

韩国的产业标准从基本部门（A）
到信息部门（X）由 21 个部分
构成，可分为三大领域： 

 

①产品标准：规定产品参数、
品质等 

②方法标准：规定产品分析、
检验及测试方法 

③表达标准:规定术语ㆍ技术
ㆍ单位ㆍ数列等  

 

Korean Industrial Standards 



使用说明相关标准 

标准序号  标准名称  

KS A ISO/ IEC GUIDE 37 消费类产品使用说明指南 
Instructions for use of products of consumer interest 

KS A ISO/ IEC GUIDE 14 为消费者提供的产品及服务购买信息指南  
Purchase information on goods and services intended for consumers  

KS A ISO/ IEC GUIDE 50 安全事项——儿童安全指南  
safety aspects-guidelines for child safety 

KS A ISO/ IEC GUIDE 51 安全事项——将产品规格纳入到安全信息的指南 
safety aspects-guidelines for their inclusion in standards  

KS A ISO/ IEC GUIDE 71 
反映老年人和残疾人需求的规格开发指南    
Guidelines for standards developers to address the needs of  
older persons and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KS X ISO/ IEC  26514 
系统及软件工学——工程师及开发人员的用户文档要求 
Systems and software engineering - Requirements for designers  
and developers of user documentation 



使用说明相关标准 

标准序号  标准名称  

KS A ISO/ IEC GUIDE 41 产品包装要求 
Packaging-Recommendations for addressing consumer goods 

KS S ISO 7000 用于设备的图案、标识——目录及摘要      
Graphical symbols for use on equipment－Index and synopsis 

ISO 9186-1 
图片标识——理解性判断及理解程度调查 
Graphical symbols-Test methods for judged comprehensibility and  
for comprehension 

KS S ISO 3864-1 
安全色及安全标识——第一: 安全标识及安全标识的图案规则  
Safety colors and safety signs - Part 1: Design principles for safety  
signs and safety markings  

KS A ISO/IEC GUIDE 76 
服务标准开发——处理消费者问题的要求 
Development of service standards－Recommendations for addressing       
consumer issues 

KS A ISO/IEC GUIDE 63 
医疗机器国际规格中安全信息开发要求 
Guide to the development and inclusion of safety aspects in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for medical devices 



国家标准认证信息中心 
http://www.standard.go.kr 

 

• 可搜索有关韩国国家标准的所有信息 

• 提供KS认证厂家名单及 KS 标准查询服务  

 

http://www.ktl.re.kr/
http://www.ktl.re.kr/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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