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核准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7 年 4 月) 

頁次 1/5 

 

廠商名稱 億泰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 2段 91巷 1號 1樓 

代表人姓名 王銀河 

電話 (02)23218855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億泰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中壢廠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桃園市中壢區中正路 2段 363巷 32號 

產品名稱 總號/類號 證書號碼 發證日期 

熔接用電纜 8935 C2108 8478 107/04/12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核准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7 年 4 月) 

頁次 2/5 

 

廠商名稱 鋐洲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彰化縣鹿港鎮工業東二路 18號 

代表人姓名 鍾素嬌 

電話 (04)7810608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鋐洲有限公司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彰化縣鹿港鎮工業東二路 18號 

產品名稱 總號/類號 證書號碼 發證日期 

電線電纜用塗裝鋼製導線

管 
2607 C4061 8479 107/04/17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核准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7 年 4 月) 

頁次 3/5 

 

廠商名稱 建順煉鋼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 68號 7樓之 2 

代表人姓名 王丕彰 

電話 (02)25789073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建順煉鋼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苗栗縣通霄鎮五北里 68之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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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D280W) 
560 A2006 8480 107/04/25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核准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7 年 4 月) 

頁次 4/5 

 

廠商名稱 東樣工業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雲林縣斗六市雲科路 3段 31-1號 

代表人姓名 陳玠樺 

電話 (05)5512407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東樣工業有限公司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雲林縣斗六市雲科路 3段 3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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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管) 
12152 C4448 8481 107/04/25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核准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7 年 4 月) 

頁次 5/5 

 

廠商名稱 馥凱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桃園市大園區工五路 11號 

代表人姓名 秦金惜 

電話 (03)3853256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馥凱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桃園市大園區工五路 11號 

產品名稱 總號/類號 證書號碼 發證日期 

紙餐巾 2386 P2032 8482 107/04/27 

廚房用紙巾 14392 P2084 8483 107/04/27 

擦手紙 14863 P2085 8484 107/04/27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廢止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7 年 4 月) 

頁次 1/3 

 

廠商名稱 興國橡膠廠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中市大肚區沙田路 1段 596號 

代表人姓名 劉文賢 

電話 (04)26934811~6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興國橡膠廠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臺中市大肚區沙田路 1段 5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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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力傳動用平面橡

膠帶 
747 K4004 3678 72/12/31 107/04/18 

依正字標記

管理規則第

29條第 1項

第 1款規定 

布層心體橡膠輸送

帶 
10023 K4076 3680 72/12/31 107/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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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4 月) 

頁次 2/3 

 

廠商名稱 亞迪電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新北市汐止區南陽街 90巷 13號 

代表人姓名 高榮苗 

電話 (02)26943330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亞迪電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汐止二廠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新北市汐止區南陽街 90巷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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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電壓開關裝置及

控制裝置－第 2

部：斷路器 

14816-2 

C4489-2 
8323 105/02/16 107/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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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頁次 3/3 

 

廠商名稱 高幟通風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中市南屯區南屯里南屯路 2段 860巷 37號 2 樓 

代表人姓名 王英哲 

電話 (04)23898928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高幟通風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丁台廠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臺中市霧峰區丁台里丁台路 557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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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浴室用通風電扇 10597 C4394 7101 92/08/06 107/04/27 

依正字標記

管理規則第

29條第 1項

第 1款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