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核准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6 年 12月) 

頁次 1/4 

 

廠商名稱 源騏機械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雲林縣虎尾鎮西安里林森路 2段 105號 1 樓 

代表人姓名 邱欽顯 

電話 05-6910958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源騏機械有限公司(麥寮廠)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雲林縣麥寮鄉三盛村工業路 470巷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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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工作板橫

架) 

4750 A2067 8458 106/12/05 

鋼管施工架 

(框式施工架-可調型基腳

座板) 

4750 A2067 8459 106/12/05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核准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6 年 12月) 

頁次 2/4 

 

廠商名稱 祐旭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山路 1段 17巷 4弄 2號 

代表人姓名 劉庭安 

電話 02-29220877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祐旭有限公司佳里廠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臺南市佳里區六安里六安 22之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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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60 106/12/12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核准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6 年 12月) 

頁次 3/4 

 

廠商名稱 金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新北市新莊區新樹路 268巷 24弄 2號 

代表人姓名 吳維豐 

電話 02-22043388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金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新北市新莊區新樹路 268巷 24弄 2號 

產品名稱 總號/類號 證書號碼 發證日期 

強化玻璃 2217 R2044 8461 106/12/15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核准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6 年 12月) 

頁次 4/4 

 

廠商名稱 鳳瑋企業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南市永康區大灣路 942巷 371弄 115 號 

代表人姓名 黃清萬 

電話 06-2722108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鳳瑋企業有限公司三廠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臺南市永康區大灣路 942巷 371弄 115 號 B 棟 

產品名稱 總號/類號 證書號碼 發證日期 

鋁合金製窗 

(強度 240kgf/㎡,氣密性 8

/h．㎡,水密性 35kgf/㎡,

陽極氧化膜厚度 14μm,

合成樹脂塗膜厚度 7μm) 

3092 A2044 8462 106/12/20 

鋁合金製窗 

(強度 280kgf/㎡,氣密性 2

/h．㎡,水密性 35kgf/㎡,

陽極氧化膜厚度 14μm,

合成樹脂塗膜厚度 7μm) 

3092 A2044 8463 106/12/20 

鋁合金製窗 

(強度 360kgf/㎡,氣密性 2

/h．㎡,水密性 50kgf/㎡,

陽極氧化膜厚度 14μm,

合成樹脂塗膜厚度 7μm) 

3092 A2044 8464 106/12/20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廢止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6 年 12月) 

頁次 1/8 

 

廠商名稱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北巿中山區中山北路 3段 22號 

代表人姓名 林蔚山 

電話 02-25925252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三峽廠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新北市三峽區溪東路 3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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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電壓三相感應電

動機 
1056 C4023 1139 52/05/10 106/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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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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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 美亞鋼管廠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 3段 2之 1號 12樓 

代表人姓名 黃春發 

電話 03-4822821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美亞鋼管廠股份有限公司幼獅廠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桃園市楊梅區高山里獅一路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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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配管用不銹鋼

鋼管(316TPD) 
13392 G3258 6494 87/02/07 106/12/07 證書合併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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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 允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彰化縣溪州鄉舊眉村中山路 4段 270號 

代表人姓名 張清課 

電話 04-8899666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允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彰化縣埔心鄉舊館村員鹿路 4段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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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配管用不銹鋼

鋼管(316TPD) 
13392 G3258 6731 88/12/15 106/12/19 證書合併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廢止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6 年 12月) 

頁次 4/8 

 

廠商名稱 華豐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彰化縣大村鄉村上村中山路 2段 300號 

代表人姓名 蘇明芬 

電話 04-8520121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華豐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花壇工廠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彰化縣花壇鄉中庄村中山路 1段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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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行車用內胎 738 K4002 8146 103/06/26 106/12/19 

依正字標記

管理規則第

29條第 1項

第 1款規定 

汽車用內胎 1432 K4018 8147 103/06/26 106/12/19 

依正字標記

管理規則第

29條第 1項

第 1款規定 

機車用內胎 5216 K4050 8148 103/06/26 106/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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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頁次 5/8 

 

廠商名稱 洛亞電機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新北市三重區頂崁街 217巷 3號 

代表人姓名 呂火金 

電話 02-29855087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洛亞電機有限公司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新北市三重區頂崁街 217巷 3號 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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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12 100/01/10 106/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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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頁次 6/8 

 

廠商名稱 中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新竹縣湖口鄉中興村光復北路 81號 

代表人姓名 周麗真 

電話 03-5979901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中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新竹縣湖口鄉中興村光復北路 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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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螢光燈管(一般照明

用) 
691 C7001 7483 97/07/30 106/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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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頁次 7/8 

 

廠商名稱 登富發照明科技企業社 

廠商地址 高雄市仁武區竹後里鳳仁路 287之 37號 1樓 

代表人姓名 涂銓祐 

電話 07-3732226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登富發照明科技企業社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高雄市仁武區竹後里鳳仁路 287之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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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16 98/02/13 106/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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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頁次 8/8 

 

廠商名稱 百士特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高雄市永安區保安路 78號 1樓 

代表人姓名 郭昱廷 

電話 07-6911566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百士特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高雄市永安區保安路 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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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貯備型電熱水器 11010 C4420 7477 97/06/10 106/12/12 

依正字標記

管理規則第

29條第 1項

第 1款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