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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頁（共1頁）

檔　　號：

保存年限：存卷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年10月31日
發文字號：經標一字第10310017390號
附件：如文

主旨：核准台正字第8177號等19種產品使用正字標記；廢止台

正字第6018號等1種產品使用正字標記。

依據：正字標記管理規則第46條。

公告事項：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核准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及

廢止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核准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3年10月)

葆璨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廠商名稱

廠商地址 彰化縣鹿港鎮鹿工南四路16號

代表人姓名 張進武

電話 04-7812812

葆璨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彰濱廠)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彰化縣鹿港鎮鹿工南四路16號

發證日期總號/類號產品名稱 證書號碼

103/10/0681774750 A2067鋼管施工架
(框式施工架-立架)

103/10/0681784750 A2067鋼管施工架
(框式施工架-交叉拉桿)

103/10/0681794750 A2067
鋼管施工架

(框式施工架-附工作板橫
架)

103/10/0681804750 A2067
鋼管施工架

(框式施工架-可調型基腳
座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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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0681814750 A2067鋼管施工架
(框式施工架-腳柱接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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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核准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3年10月)

積水塑膠管材股份有限公司廠商名稱

廠商地址 臺中市梧棲區中港加工出口區經一路18號

代表人姓名 香西博明

電話 (04)26573688

積水塑膠管材股份有限公司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臺中市梧棲區經一路18號

發證日期總號/類號產品名稱 證書號碼

103/10/0981821302 K3006硬質聚氯乙烯電線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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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核准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3年10月)

尚承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廠商名稱

廠商地址 高雄市小港區大業南路7號

代表人姓名 余正彥

電話 07-8716911

尚承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高雄市小港區大業南路7號

發證日期總號/類號產品名稱 證書號碼

103/10/1581832473 G3039一般結構用軋鋼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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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核准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3年10月)

大川鋼管股份有限公司廠商名稱

廠商地址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101巷26號

代表人姓名 鐘國聖

電話 07-3431236

大川鋼管股份有限公司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101巷26號

發證日期總號/類號產品名稱 證書號碼

103/10/2081844435 G3102一般結構用碳鋼鋼管

103/10/2081854437 G3103機械結構用碳鋼鋼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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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核准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3年10月)

聯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廠商名稱

廠商地址 桃園縣大園鄉溪海村下溪洲子6鄰40號

代表人姓名 劉秀美

電話 03-3868020#58

聯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桃園縣大園鄉溪海村下溪洲子6鄰40號

發證日期總號/類號產品名稱 證書號碼

103/10/218186366 B7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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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核准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3年10月)

羿誠工程有限公司廠商名稱

廠商地址 新北市樹林區東陽里鎮前街441號3樓

代表人姓名 吳國豪

電話 02-86857808

羿誠工程有限公司桃園廠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桃園縣龜山鄉新嶺村新朝嶺38-2號

發證日期總號/類號產品名稱 證書號碼

103/10/2281874750 A2067
鋼管施工架

(框式施工架-可調型基腳
座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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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核准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3年10月)

北金企業有限公司廠商名稱

廠商地址 臺中市神岡區中山路667巷25號

代表人姓名 林業喜

電話 04-25602278

北金企業有限公司神岡廠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臺中市神岡區中山路667巷25號

發證日期總號/類號產品名稱 證書號碼

103/10/2281884750 A2067鋼管施工架
(框式施工架-交叉拉桿)

103/10/2281894750 A2067
鋼管施工架

(框式施工架-附工作板橫
架)

103/10/2281904750 A2067
鋼管施工架

(框式施工架-可調型基腳
座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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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核准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3年10月)

鐘元亨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廠商名稱

廠商地址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街143號

代表人姓名 鐘國聖

電話 07-3431236/3430262

鐘元亨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屏東縣枋寮鄉東海村臨海路二段116號

發證日期總號/類號產品名稱 證書號碼

103/10/2481914435 G3102一般結構用碳鋼鋼管

103/10/2481924437 G3103機械結構用碳鋼鋼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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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核准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3年10月)

華泰窯業股份有限公司廠商名稱

廠商地址 新北市鶯歌區東湖路14之1號

代表人姓名 林良男

電話 02-86778288

華泰窯業股份有限公司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新北市鶯歌區東湖路14之1號

發證日期總號/類號產品名稱 證書號碼

103/10/2481939737 R1018陶瓷面磚 (Ⅱ類-外裝壁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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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核准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3年10月)

華城電機股份有限公司廠商名稱

廠商地址 桃園縣中壢市中壢工業區吉林路10號

代表人姓名 許忠明

電話 (03)4526111

華城電機股份有限公司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桃園縣中壢市中壢工業區吉林路10號

發證日期總號/類號產品名稱 證書號碼

103/10/278194598 C4010
配電用變壓器

(三相)，額定一次電壓(228
0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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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核准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3年10月)

豐東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廠商名稱

廠商地址 屏東縣萬丹鄉萬丹路2段380巷11號

代表人姓名 陳奕杏

電話 (08)7776258

豐東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屏東縣萬丹鄉萬丹路2段380巷11號

發證日期總號/類號產品名稱 證書號碼

103/10/27819514995 A2288透水性混凝土地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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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廢止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3年10月)

明盛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廠商名稱

廠商地址 桃園縣觀音鄉武威村仁愛路1段425號

代表人姓名 程國榮

電話 (03)4735136

明盛鋼鐵股份有限公司觀音廠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桃園縣觀音鄉武威村仁愛路1段425號

廢止日期發證日期 廢止理由證書號碼總號/類號產品名稱

103/10/2383/08/056018560 A2006

依正字標記管
理規則第29條
第1項第1款規

定

鋼筋混凝土用鋼筋(SD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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