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該客戶需知 (CIN) 介紹了英商勞氏根據國際汽車工作組 (IATF) 

的授權要求，推行通用稽核報告應用工具 CARA 的方法。 

目的 

CARA 的目的是： 

• 規範所有驗證機構的 IATF 報告。 

• 幫助客戶輕鬆瞭解涉及多個驗證機構的稽核報告。 

• 便於 OEM 獲取稽核報告，並找到需要的領域。 
 

CARA 是什麼? 
 

CARA 是由 IATF 為 IATF 16949 稽核報告開發的一款應用程式。 

英商勞氏的角色是什麼？ 
 

英商勞氏將僅從 CARA 應用程式中生成稽核報告和不符合項 

(NC) 報告，並且共用給客戶。 

英商勞氏將通過 CARA 生成什麼類型的報告？ 
 

英商勞氏將為所有類型的稽核生成報告，包括：第 1 階段、第

2 階段、證書更新、監督稽核、特殊稽核、轉版稽核、跟蹤稽

核、認可及符合性證明函變更。 

 

英商勞氏稽核員編制稽核報告和 NC 報告時使用什麼網路連

結？ 

英商勞氏稽核員將使用以下網站生成稽核報告和 NC 報告： 

https://cara.iatfglobaloversight.org/ 
 

IATF 的要求，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英商勞氏稽核員將僅從 

CARA 生成稽核報告和 NC 報告。 

注意：上述連結中的更新資料僅限 IATF 稽核員訪問。 

在組織接受 IATF 稽核期間，客戶如何處理英商勞氏稽核員在 

CARA 上提出的 NC？ 

用於管理 NC 的客戶特定 CARA 應用程式可從以下網址訪問： 

https://nc-cara.iatfglobaloversight.org/ 
 
 

 英商勞氏如何將稽核報告和 NC 報告發送給客戶？ 
 

稽核報告和 NC 報告將通過電子郵件發送給客戶的指定代表，具

體如下： 

• 稽核報告和 NC 報告將以 PDF 文件發送。 

• 此外，NC 報告還將以  Java Script Object Notation 

(.json) 或 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xml) 的格式發

送，以使組織能夠進一步更新 NC 報告中的部分，並

重新提交給英商勞氏稽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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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的職責是什麼？ 
 

所有 IATF 16949 驗證客戶應從以下連結，訪問 NC 管理 CARA 

網站，進行 NC 關閉相關活動，即向英商勞氏稽核員提交改

正、根本原因和矯正措施分析。 

https://nc-cara.iatfglobaloversight.org/ 
 

客戶需要在上述 NC 管理 CARA 工具中進行哪些操作？ 

客戶應首先將 NC 報告（json 或 .xml 格式）導入 NC 管理 CARA 

工具中，然後填寫以下可編輯欄位： 

• 改正，包括時間安排和負責人 

• 實施改正的證據 

• 根本原因分析 

• 系統性矯正措施，包括截止日期和負責人 

• 實施的證據 

• 為核實矯正措施是否有效實施而採取的行動 

• 提交/組織代表/資料 
 

最後，客戶下載和匯出報告，以 . json 或 .xml 格式重新發送給

英商勞氏稽核員。 

注意：在提交 NC 關閉證據時，客戶可以將其以.pdf 格式附在

和插入 CARA 工具中，也可以通過電子郵件將這些證據單獨發

送給英商勞氏稽核員。 

英商勞氏稽核員會對於客戶在 CARA 工具上關閉 NC 有哪些指

導方法？ 

請從以下連結獲取《英商勞氏客戶 CARA 指導文件》。該文件

由英商勞氏編制，旨在為客戶提供逐步指導，以促進在 CARA 

工具上關閉 NC 的活動。 

https://info.lr.org/cara-guidance-document 
 
 
 
 
 

在哪裡可以獲取 IATF 提供的教程? 

 

IATF 發佈了一份關於在 CARA 工具中管理 NC 的《工作指南》

和視頻教程，可從以下連結獲取。 

要獲取工作指南，請選擇以下連結： 

 
https://nc-cara.iatfglobaloversight.org/IATF-NC-CARA-Work-   
Instruction.pdf. 

要獲取視頻資料，請點擊以下連結： 

 
https://infosysc.atlassian.net/wiki/spaces/CARANC/pages/73557   
6179/Video+tutorial 
 

使用 CARA 工具還要考慮哪些前提條件？ 

客戶和英商勞氏稽核員必須使用相同的網路流覽器。(目前勞

氏台灣辦公室使用的網路流覽器為 Microsoft Edge) 

如果客戶和英商勞氏稽核員使用不同的網路流覽器，那麼客戶

和稽核員之間就無法在 CARA 中成功進行資料交換。因此，在

更新 NC 管理 CARA 工具之前，建議客戶與英商勞氏稽核員約

定要使用的網路流覽器。 

只有特定的網路流覽器支援 CARA 的所有功能。推薦使用以下

流覽器：Microsoft Edge、Google Chrome、Firefox 和 Opera。 

不建議使用 Internet Explorer、Apple 的 Safari 和 Apple iOS 流

覽器，因為這些流覽器不支持 CARA 的所有功能。 

客戶需要從哪一天開始在 CARA 工具中進行所有的 NC 管理？ 

根據 IATF 規定，此流程從 2021 年 1 月 1 日開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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