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核准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6 年 11 月) 

頁次 1/7 

 

廠商名稱 紳宇實業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 2段 12號 8樓之 1 

代表人姓名 林白庸 

電話 (02)25503138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紳宇實業有限公司化妝品廠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桃園市平鎮區平南里中豐路南勢 2段 460巷 62 號 2、3樓 

產品名稱 總號/類號 證書號碼 發證日期 

濕巾 8157 P2062 8446 106/11/06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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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 黑牛企業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 1段 33號 8樓之 1 

代表人姓名 林清池 

電話 (02)29599200~1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黑牛企業有限公司土城廠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新北市土城區中華路 2段 120號 

產品名稱 總號/類號 證書號碼 發證日期 

工程用沈水泵 8080 A4007 8447 106/11/09 

深井用沈水電動機泵 11327 B4064 8448 106/11/09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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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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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 北晟霖塑膠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新北市土城區學府路 2段 3號 3樓 

代表人姓名 黃明松 

電話 (02)22677997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北晟霖塑膠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 2段 151巷 6弄 8號 1樓 

產品名稱 總號/類號 證書號碼 發證日期 

合成樹脂可撓電線導管

(CD管) 
12152 C4448 8449 106/11/13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核准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6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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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 冠威工業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雲林縣林內鄉湖本村自強路 51號 

代表人姓名 邱樑材 

電話 (05)58988869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冠威工業有限公司林內廠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雲林縣林內鄉湖本村自強路 51號 

產品名稱 總號/類號 證書號碼 發證日期 

合成樹脂可撓電線導管

(PF管) 
12152 C4448 8450 106/11/14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核准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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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 北金企業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中市大雅區西寶里雅潭路 3段 412巷 50 號 

代表人姓名 林業喜 

電話 (04)25602278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北金企業有限公司大雅廠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臺中市大雅區雅潭路 3段 412巷 50號 

產品名稱 總號/類號 證書號碼 發證日期 

鋼管施工架 

(框式施工架-立架) 
4750 A2067 8451 106/11/24 

鋼管施工架 

(框式施工架-交叉拉桿) 
4750 A2067 8452 106/11/24 

鋼管施工架 

(框式施工架-附工作板橫

架) 

4750 A2067 8453 106/11/24 

鋼管施工架 

(框式施工架-可調型基腳

座板) 

4750 A2067 8454 106/11/24 

鋼管施工架 

(框式施工架-腳柱接頭) 
4750 A2067 8455 106/11/24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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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 璋明紙業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彰化縣社頭鄉里仁村魚寮巷 6-3號 

代表人姓名 劉玉英 

電話 (04)8726513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璋明紙業有限公司工廠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彰化縣社頭鄉里仁村魚寮巷 6-3號 

產品名稱 總號/類號 證書號碼 發證日期 

衛生紙 1091 P2002 8456 106/11/29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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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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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 亙冠企業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南投縣南投市平山里自強二路 13號 

代表人姓名 謝孟娟 

電話 (049)2263355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亙冠企業有限公司南投廠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南投縣南投市平山里自強二路 13號 

產品名稱 總號/類號 證書號碼 發證日期 

銲接鋼線網及鋼筋網 

(鋼線網) 
6919 G3132 8457 106/11/29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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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 中國石油化學工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北巿松山區東興路 12號 8~11樓 

代表人姓名 沈慶京 

電話 (02)87878476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中國石油化學工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小港廠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高雄巿小港區中林路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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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硫酸銨(肥料級) 262 N3004 6532 87/06/18 106/10/17 

依正字標記

管理規則第

29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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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11 月) 

頁次 2/5 

 

廠商名稱 佳龍發展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中市西屯區工業區 37路 12之 1號 

代表人姓名 廖信煙 

電話 (04)23550101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佳龍發展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臺中市西屯區工業區 37路 12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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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用絕緣式電熱

水器(瞬熱型) 
8780 C3133 8360 105/07/21 106/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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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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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 德寶家電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桃園市龜山區大華里頂湖路 26號 

代表人姓名 陳連春 

電話 (03)3281507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德寶家電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桃園市龜山區大華里頂湖路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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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冰箱及冷凍箱(電

冰箱) 
2062 C4048 2038 60/10/12 106/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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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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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 中國石油化學工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北巿松山區東興路 12號 8~11樓 

代表人姓名 沈慶京 

電話 (02)87878476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中國石油化學工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頭份廠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苗栗縣頭份鎮蘆竹里 16鄰中華路 5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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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硫酸銨(肥料級) 262 N3004 2997 69/05/23 106/10/13 

依正字標記

管理規則第

29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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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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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 聯僑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高雄市鹽埕區公園二路 167號 

代表人姓名 郭上輝 

電話 (07)5218277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聯僑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高雄市仁武區仁心路 3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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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管用碳鋼鋼管 6445 G3127 7930 102/03/06 106/11/22 

依正字標記

管理規則第

29條第 1項

第 1款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