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核准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8 年 1 月) 

頁次 1/6 

 

廠商名稱 鋐誠科技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高雄市燕巢區安中路 80號 

代表人姓名 黃柏翰 

電話 (07)6140004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鋐誠科技有限公司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高雄市燕巢區安招路 834號 

產品名稱 總號/類號 證書號碼 發證日期 

中小型交流同步發電機 2901 C4080 8519 108/01/02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核准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8 年 1 月) 

頁次 2/6 

 

廠商名稱 豐興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中市后里區甲后路 1段 998號 

代表人姓名 林明儒 

電話 (04)25565101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豐興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臺中市后里區甲后路 1段 998號、1000號 

產品名稱 總號/類號 證書號碼 發證日期 

鋼筋混凝土用鋼筋

(SD550W) 
560 A2006 8520 108/01/07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核准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8 年 1 月) 

頁次 3/6 

 

廠商名稱 德美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桃園市大園區民權路 2號 

代表人姓名 陳義發 

電話 (03)3840819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德美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桃園市大園區民權路 2號 

產品名稱 總號/類號 證書號碼 發證日期 

膠合玻璃 1183 R2042 8521 108/01/10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核准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8 年 1 月) 

頁次 4/6 

 

廠商名稱 川煜電器企業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高雄市大寮區江山路 77號 

代表人姓名 林睦峰 

電話 (07)7039618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川煜電器企業有限公司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高雄市大寮區江山路 77號 

產品名稱 總號/類號 證書號碼 發證日期 

高壓水銀弧燈用安定器 2729 C4069 8522 108/01/19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核准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8 年 1 月) 

頁次 5/6 

 

廠商名稱 久富餘工業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彰化縣溪湖鎮光華里福安路 155號 

代表人姓名 黃淑嬌 

電話 (04)8859467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久富餘工業有限公司彰濱廠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彰化縣鹿港鎮鹿工南二路 33號 

產品名稱 總號/類號 證書號碼 發證日期 

衛生紙 1091 P2002 8523 108/01/22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核准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8 年 1 月) 

頁次 6/6 

 

廠商名稱 新傳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新北市鶯歌區鶯桃路 311號 

代表人姓名 紀尚德 

電話 (02)86773888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新傳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新北市鶯歌區鶯桃路 311號 

產品名稱 總號/類號 證書號碼 發證日期 

辦公室用椅(旋轉椅) 15421 S1252 8524 108/01/24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廢止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8 年 1 月) 

頁次 1/5 

 

廠商名稱 崧阡晟企業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彰化縣線西鄉線西村線安路 30號 

代表人姓名 彭淑娥 

電話 (04)7911162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崧阡晟企業有限公司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彰化縣線西鄉線西村線安路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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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管施工架(框式施

工架-附工作板橫

架) 

4750 A2067 8375 105/09/06 108/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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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1 月) 

頁次 2/5 

 

廠商名稱 成泰紙箱工業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新北市樹林區光興街 151號 

代表人姓名 林國成 

電話 (02)26882672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成泰紙箱工業有限公司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新北市樹林區光興街 1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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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裝用瓦楞紙箱(單

層) 
2354 Z5020 4864 76/12/22 108/01/08 

依正字標記

管理規則第

29條第 1項

第 1款規定 

外裝用瓦楞紙箱(雙

層) 
2354 Z5020 4867 76/12/22 108/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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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1 月) 

頁次 3/5 

 

廠商名稱 國寶製煉油漆油墨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苗栗縣銅鑼鄉銅鑼村民治路 39號 

代表人姓名 張文經 

電話 (037)983625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國寶製煉油漆油墨股份有限公司銅鑼工廠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苗栗縣銅鑼鄉銅鑼村 25鄰民治路 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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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漆稀釋劑 554 K2005 4419 75/07/21 108/01/02 

依正字標記

管理規則第

29條第 1項

第 1款規定 

厚塗型鋅粉漆(第 2

種) 
4936 K2087 7007 91/06/28 108/01/02 

依正字標記

管理規則第

29條第 1項

第 1款規定 

醇酸樹脂瓷漆 1157 K2029 7011 91/09/10 108/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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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1 月) 

頁次 4/5 

 

廠商名稱 喜美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北市重慶南路 1段 43號 7樓之 9 

代表人姓名 王朝陽 

電話 (02)26104141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喜美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新北市八里區長坑口 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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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公室用收納單元 15422 S1253 7388 96/09/11 107/12/25 

依正字標記

管理規則第

27條第 6款

規定 

辦公室用桌 15420 S1251 7390 96/09/11 107/12/25 

依正字標記

管理規則第

27條第 6款

規定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廢止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8 年 1 月) 

頁次 5/5 

 

廠商名稱 台灣岩崎電氣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新竹縣竹北市中和街 201巷 16號 

代表人姓名 陳建財 

電話 (03)6561725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台灣岩崎電氣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新竹縣竹北市中和街 201巷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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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壓水銀燈泡 2658 C4064 7373 96/04/20 108/01/21 

依正字標記

管理規則第

27條第 8款

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