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核准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8 年 9 月) 

頁次 1/3 

 

廠商名稱 富力奇實業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桃園市中壢區西園路 111號 10樓 

代表人姓名 簡唯儂 

電話 03-4352321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富力奇實業有限公司二廠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桃園市中壢區西園路 111-1、111-2號 10 樓 

產品名稱 總號/類號 證書號碼 發證日期 

醫用面(口)罩 

(一般醫用面(口)罩) 
14774 T5017 8548 108/09/04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核准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8 年 9 月) 

頁次 2/3 

 

廠商名稱 鎰桓電線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南市山上區明和 280號 

代表人姓名 林禹良 

電話 06-5783618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鎰桓電線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臺南市山上區明和 280號 

產品名稱 總號/類號 證書號碼 發證日期 

600 V聚氯乙烯絕緣及被

覆輕便電纜 
6556 C2086 8549 108/09/04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核准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8 年 9 月) 

頁次 3/3 

 

廠商名稱 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北巿中山區松江路 156之 2號 

代表人姓名 邱純枝 

電話 02-26553333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司湖口廠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新竹縣湖口鄉鳳山村中華路 15號 

產品名稱 總號/類號 證書號碼 發證日期 

交流電磁開關 2930 C4084 8550 108/09/05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廢止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8 年 9 月) 

頁次 1/5 

 

廠商名稱 柏林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高雄巿小港區大業南路 43號 

代表人姓名 許慧慧 

電話 07-8711101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柏林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高雄巿小港區大業南路 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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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鋅鉻黃防銹底漆(A

種) 
776 K2021 1691 56/02/01 108/09/03 

依正字標記

管理規則第

29條第 1項

第 2款及第

3款規定 

鋅鉻黃防銹底漆(B

種) 
776 K2021 5206 78/05/26 108/09/03 

依正字標記

管理規則第

29條第 1項

第 2款及第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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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頁次 2/5 

 

廠商名稱 永記造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高雄巿小港區沿海三路 26號 

代表人姓名 張德仁 

電話 07-8713181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永記造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高雄巿小港區沿海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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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鋅鉻黃防銹底漆(A

種) 
776 K2021 908 49/10/07 108/09/06 

依正字標記

管理規則第

29條第 1項

第 2款及第

3款規定 

鋅鉻黃防銹底漆(B

種) 
776 K2021 5208 78/05/30 108/09/06 

依正字標記

管理規則第

29條第 1項

第 2款及第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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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頁次 3/5 

 

廠商名稱 新美華造漆廠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桃園市八德區聯華街 39號 1樓 

代表人姓名 蔡清義 

電話 03-3683266-75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新美華造漆廠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桃園市八德區聯華街 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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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鋅鉻黃防銹底漆(B

種) 
776 K2021 4961 77/04/29 108/09/04 

依正字標記

管理規則第

29條第 1項

第 2款及第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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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頁次 4/5 

 

廠商名稱 天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 4段 103之 1號 10樓 

代表人姓名 林智敏 

電話 02-22879117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天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桃園市楊梅區民富路 3段 142巷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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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流電磁開關 2930 C4084 6360 86/01/31 108/08/20 

依正字標記

管理規則第

27條第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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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頁次 5/5 

 

廠商名稱 震旦行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 5段 2號 15樓 

代表人姓名 袁蕙華 

電話 04-26815990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震旦行股份有限公司家具廠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臺中市大甲區日南里幼七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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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公室用桌 15420 S1251 5682 81/01/23 108/09/04 

依正字標記

管理規則第

29條第 1項

第 1款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