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核准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7 年 5 月) 

頁次 1/4 

 

廠商名稱 壹東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 830號 

代表人姓名 陳宗仁 

電話 (07)5611231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壹東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高雄市小港區大業南路 18號 

產品名稱 總號/類號 證書號碼 發證日期 

烤漆熱浸鍍5％鋁-鋅合金

鋼片及鋼捲 
15298 G3272 8485 107/05/03 

烤漆熱浸鍍 55％鋁-鋅合

金鋼片及鋼捲 
15299 G3273 8486 107/05/03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核准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7 年 5 月) 

頁次 2/4 

 

廠商名稱 祐昕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南市關廟區五甲里大順路 157號 

代表人姓名 張明來 

電話 (06)5951266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祐昕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臺南市關廟區五甲里大順路 157號 

產品名稱 總號/類號 證書號碼 發證日期 

聚乙烯泡沫塑膠隔熱材料 10487 A2165 8487 107/05/16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核准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7 年 5 月) 

頁次 3/4 

 

廠商名稱 欣達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桃園市新屋區民族路六段 419號 

代表人姓名 林銘登 

電話 (03)4906900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欣達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桃園市新屋區民族路六段 419號 

產品名稱 總號/類號 證書號碼 發證日期 

廚房用紙巾 14392 P2084 8488 107/05/17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核准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7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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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 裕益磁磚企業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新北市鶯歌區大湖路 85巷 6號 

代表人姓名 王韻勝 

電話 (02)26705080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裕益磁磚企業有限公司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新北市鶯歌區大湖路 85巷 6號 1樓 

產品名稱 總號/類號 證書號碼 發證日期 

陶瓷面磚(Ⅲ類-內裝壁磚) 9737 R1018 8489 107/05/23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廢止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7 年 5 月) 

頁次 1/4 

 

廠商名稱 中堃窯業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新北市鶯歌區德昌二街 70巷 32弄 30號 

代表人姓名 鄭尹鈞 

電話 (02)26783888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中堃窯業股份有限公司苗栗廠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苗栗縣頭份市尖豐路 206巷 32號 

產品名稱 總號/類號 證書號碼 發證日期 廢止日期 廢止理由 

陶瓷面磚(Ⅰ類-外

裝地磚) 
9737 R1018 8077 103/01/14 107/04/19 

依正字標記

管理規則第

27條第 6款

規定 

陶瓷面磚(Ⅰ類-外

裝壁磚) 
9737 R1018 8078 103/01/14 107/04/19 

依正字標記

管理規則第

27條第 2款

規定 

陶瓷面磚(內裝馬賽

克地磚) 
9737 R1018 8079 103/01/14 107/04/19 

依正字標記

管理規則第

27條第 6款

規定 

陶瓷面磚(內裝馬賽

克壁磚) 
9737 R1018 8080 103/01/14 107/04/19 

依正字標記

管理規則第

27條第 6款

規定 

陶瓷面磚(外裝馬賽

克地磚) 
9737 R1018 8081 103/01/14 107/04/19 

依正字標記

管理規則第

27條第 6款

規定 

陶瓷面磚(外裝馬賽

克壁磚) 
9737 R1018 8082 103/01/14 107/04/19 

依正字標記

管理規則第

27條第 2款

規定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廢止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7 年 5 月) 

頁次 2/4 

 

廠商名稱 鴻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高雄市小港區沿海三路 24號 

代表人姓名 李聰昌 

電話 (07)8716886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鴻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高雄市小港區沿海三路 24、24-1號 

產品名稱 總號/類號 證書號碼 發證日期 廢止日期 廢止理由 

熱浸鍍鋅鋼片及鋼

捲 
1244 G3027 8006 102/09/02 107/05/09 

依正字標記

管理規則第

29條第 1項

第 1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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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 宏昕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南市永康區南灣里南興路 105號 

代表人姓名 黃炳 

電話 (06)2716111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宏昕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臺南市永康區南灣里南興路 105號 

產品名稱 總號/類號 證書號碼 發證日期 廢止日期 廢止理由 

電扇(桌上型及掛壁

型) 
547 C4008 2143 62/03/03 107/05/03 

依正字標記

管理規則第

29條第 1項

第 1款規定 

立地電扇 2061 C4047 2148 62/03/03 107/05/03 

依正字標記

管理規則第

29條第 1項

第 1款規定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廢止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7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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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 朕豪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彰化縣北斗鎮新工路 76號 

代表人姓名 林瑞章 

電話 (04)8887771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朕豪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彰化縣北斗鎮新工路 76號 

產品名稱 總號/類號 證書號碼 發證日期 廢止日期 廢止理由 

地鉸鏈 4724 A2066 7763 100/05/26 107/05/28 

依正字標記

管理規則第

29條第 1項

第 1款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