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核准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7 年 10月) 

頁次 1/4 

 

廠商名稱 恆裕紙業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嘉義縣六腳鄉六斗村六斗尾 282號 1樓 

代表人姓名 陳志賢 

電話 (05)7813779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恆裕紙業有限公司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嘉義縣六腳鄉六斗村六斗尾 282號 

產品名稱 總號/類號 證書號碼 發證日期 

衛生紙 1091 P2002 8505 107/10/03 

面紙 4150 P2054 8506 107/10/03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核准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7 年 10月) 

頁次 2/4 

 

廠商名稱 巨鴻興業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新北市土城區慶祥街 65號 

代表人姓名 劉冠廷 

電話 (02)22687760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巨鴻興業有限公司斗六廠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雲林縣斗六市雲科路 3段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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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07 107/10/08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核准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7 年 10月) 

頁次 3/4 

 

 

廠商名稱 鷹達企業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桃園市楊梅區中正路 549巷 6號 1樓 

代表人姓名 沈秀姿 

電話 (03)4723359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鷹達企業有限公司新屋廠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桃園市新屋區望間里 13鄰十五間 1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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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

連座) 
4750 A2067 8508 107/10/16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核准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7 年 10月) 

頁次 4/4 

 

 

廠商名稱 金盛世紙業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 2段 333號 5樓 

代表人姓名 李澤民 

電話 (02)23781548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金盛世紙業有限公司桃園廠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桃園市觀音區大潭里 1鄰大潭南路 500 號 

產品名稱 總號/類號 證書號碼 發證日期 

衛生紙 1091 P2002 8509 107/10/25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廢止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7 年 10月) 

頁次 1/4 

 

廠商名稱 美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新北市三芝區小坑子 5號 

代表人姓名 周翠紫 

電話 (02)26362055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美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新北市三芝區小坑子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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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來水用玻璃纖維

強化塑膠壓力管 
11648 K3081 5628 80/07/26 107/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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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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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 永豐餘消費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北市重慶南路 2段 51號 16樓 

代表人姓名 何奕達 

電話 (02)23567867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永豐餘消費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楊梅廠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桃園市楊梅區高榮里梅高路 2段 668巷 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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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餐巾 2386 P2032 7274 94/12/12 107/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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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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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 長榮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桃園市中壢區松江北路 16號 3樓 

代表人姓名 李寬量 

電話 (03)4511111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長榮鋼鐵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廠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新竹縣湖口鄉鳳凰村光復北路 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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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筋混凝土用鋼筋

(SD280) 
560 A2006 6283 85/01/24 107/10/08 

依正字標記

管理規則第

29條第 1項

第 1款規定 

鋼筋混凝土用鋼筋

(SD420W) 
560 A2006 6367 86/02/26 107/10/08 

依正字標記

管理規則第

29條第 1項

第 1款規定 

鋼筋混凝土用鋼筋

(SD280W) 
560 A2006 6926 90/06/20 107/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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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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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 立泰水泥製品廠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苗栗縣苑裡鎮新復里 50號 

代表人姓名 徐俊平 

電話 (037)8861232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立泰水泥製品廠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苗栗縣苑裡鎮新復里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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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筋混凝土管 483 A1001 2300 63/07/06 107/10/11 

依正字標記

管理規則第

29條第 1項

第 1款規定 

下水道用鋼筋混凝

土管(推進施工法

用) 

3905 A2050 5119 78/02/02 107/10/11 

依正字標記

管理規則第

29條第 1項

第 1款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