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核准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8 年 8 月) 

頁次 1/5 

 

廠商名稱 鐘元亨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街 143號 

代表人姓名 鐘國聖 

電話 07-3431236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鐘元亨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屏東縣枋寮鄉臨海路 2段 116號 

產品名稱 總號/類號 證書號碼 發證日期 

汽車結構用電阻銲接碳

鋼鋼管 
16049 G3280 8542 108/08/06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核准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8 年 8 月) 

頁次 2/5 

 

廠商名稱 大川鋼管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 101巷 26號 

代表人姓名 鐘國聖 

電話 07-3431236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大川鋼管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 101巷 26號 

產品名稱 總號/類號 證書號碼 發證日期 

汽車結構用電阻銲接碳

鋼鋼管 
16049 G3280 8543 108/08/06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核准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8 年 8 月) 

頁次 3/5 

 

廠商名稱 中興凡而工業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彰化縣彰化市彰草路 582巷 15號 

代表人姓名 葉冠蘭 

電話 04-7523000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中興凡而工業有限公司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彰化縣彰化市彰草路 582巷 15號 

產品名稱 總號/類號 證書號碼 發證日期 

一般用蝶型閥 12744 B2801 8544 108/08/12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核准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8 年 8 月) 

頁次 4/5 

 

廠商名稱 勇安國際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中市大甲區東西六路 1段 360號 

代表人姓名 陳如龍 

電話 04-26762250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勇安國際有限公司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臺中市大甲區東西六路 1段 3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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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柱接頭) 
4750 A2067 8545 108/08/26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核准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8 年 8 月) 

頁次 5/5 

 

廠商名稱 優加力實業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新北市鶯歌區東湖路 24之 1號 

代表人姓名 正忠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 02-26799756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優加力實業有限公司鶯歌廠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新北市鶯歌區東湖路 24之 1號 

產品名稱 總號/類號 證書號碼 發證日期 

陶瓷面磚(Ⅱ類-內裝壁

磚) 
9737 R1018 8546 108/08/30 

陶瓷面磚(內裝馬賽克壁

磚) 
9737 R1018 8547 108/08/30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廢止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8 年 8 月) 

頁次 1/3 

 

廠商名稱 三葉造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桃園市平鎮區新安里洪圳路 207之 1號、205號 

代表人姓名 林業興 

電話 03-4509121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三葉造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桃園市平鎮區新安里洪圳路 207之 1號、2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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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醇酸樹脂瓷漆 1157 K2029 7116 92/08/27 108/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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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8 月) 

頁次 2/3 

 

廠商名稱 振鍵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嘉義縣水上鄉大崙村大崙 162號 

代表人姓名 蕭坤松 

電話 05-3716358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振鍵產業股份有限公司水上廠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嘉義縣水上鄉大崙村大崙 1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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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管樁 7934 A2114 6454 86/11/11 108/08/20 

依正字標記

管理規則第

29條第 1項

第 5款規定 

輸水用塗覆裝鋼管 6568 G3129 6493 87/02/06 108/08/20 

依正字標記

管理規則第

29條第 1項

第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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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頁次 3/3 

 

廠商名稱 春輝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嘉義縣太保市過溝里嘉太工業區中興路 18號 

代表人姓名 呂武錦 

電話 05-3713928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春輝產業股份有限公司三廠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嘉義縣太保市前潭里後潭 198之 5、198之 6、198 之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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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公室用椅(旋轉

椅) 
15421 S1252 8438 106/07/04 108/08/05 

依正字標記

管理規則第

29條第 1項

第 1款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