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核准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9 年 6 月) 

頁次 1/6 

 

廠商名稱 承東鷹架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桃園市新屋區赤欄里赤欄五路 467號 

代表人姓名 郭政坤 

電話 03-4863109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承東鷹架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桃園市新屋區赤欄里赤欄五路 467號 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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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架) 
4750 A2067 8590 109/06/02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核准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9 年 6 月) 

頁次 2/6 

 

廠商名稱 六志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新北市鶯歌區二甲路 45之 3號 

代表人姓名 陳靜如 

電話 02-26703535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六志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新北市鶯歌區二甲路 45之 3號 

產品名稱 總號/類號 證書號碼 發證日期 

陶瓷面磚(Ⅰ類-外裝壁

磚) 
9737 R1018 8591 109/06/04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核准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9 年 6 月) 

頁次 3/6 

 

廠商名稱 祥昇機電工業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南市安南區工業一路 68號 1樓 

代表人姓名 黃琮閔 

電話 06-3843601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祥昇機電工業有限公司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臺南市安南區工業一路 68號 

產品名稱 總號/類號 證書號碼 發證日期 

深井用沈水電動機泵 11327 B4064 8592 109/06/05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核准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9 年 6 月) 

頁次 4/6 

 

廠商名稱 台灣東陶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99號 1樓 

代表人姓名 野方大二朗 

電話 02-87890250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台灣東陶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苗栗縣造橋鄉朝陽村後湖內 12號 

產品名稱 總號/類號 證書號碼 發證日期 

衛生陶瓷器－小便器 3220-2 R2061-2 8593 109/06/16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核准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9 年 6 月) 

頁次 5/6 

 

廠商名稱 達誠泵浦企業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 1段 262號 1樓 

代表人姓名 林葉秀况 

電話 02-29098608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達誠泵浦企業有限公司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新北市泰山區美寧街 16號 

產品名稱 總號/類號 證書號碼 發證日期 

小型渦卷泵 2138 B4004 8594 109/06/16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核准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9 年 6 月) 

頁次 6/6 

 

廠商名稱 震燁工業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中市神岡區神洲路 716巷 36號 

代表人姓名 鄒咏廷 

電話 04-25618179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震燁工業有限公司二廠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臺中市神岡區神洲路 716巷 27弄 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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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架) 
4750 A2067 8595 109/06/17 

鋼管施工架(框式施工架-

交叉拉桿) 
4750 A2067 8596 109/06/17 

鋼管施工架(框式施工架-

可調型基腳座板) 
4750 A2067 8597 109/06/17 

鋼管施工架(框式施工架-

腳柱接頭) 
4750 A2067 8598 109/06/17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廢止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9 年 6 月) 

頁次 1/3 

 

廠商名稱 豪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中市潭子區栗林里豐栗路 100巷 88弄 1號 

代表人姓名 林武弘 

電話 04-25343566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豪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廠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臺中市東勢區新盛里東關路 575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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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用燃氣燃燒炊

煮器具 
13604 S1236 7135 92/12/18 109/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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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6 月) 

頁次 2/3 

 

廠商名稱 聯僑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高雄市鹽埕區公園二路 167號 

代表人姓名 郭上輝 

電話 07-5218277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聯僑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高雄市仁武區仁心路 3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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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結構用碳鋼鋼

管 
4437 G3103 7929 102/03/06 109/06/23 

依正字標記

管理規則第

29條第 1項

第 1款規定 

一般結構用正方形

及矩形碳鋼鋼管 
7141 G3134 7931 102/03/06 109/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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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6 月) 

頁次 3/3 

 

廠商名稱 正興機電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801號 3樓 

代表人姓名 呂聯益 

電話 02-22217603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正興機電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中和廠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766號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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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型交流同步發

電機 
2901 C4080 7596 98/11/10 109/05/26 

依正字標記

管理規則第

29條第 1項

第 1款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