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核准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7 年 3 月) 

頁次 1/5 

 

廠商名稱 元泰窯業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新北市鶯歌區八德路 3-3號 

代表人姓名 林麗娥 

電話 (02)2670-6101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元泰窯業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新北市鶯歌區八德路 3-3號 1樓 

產品名稱 總號/類號 證書號碼 發證日期 

陶瓷面磚(內裝馬賽克壁

磚) 
9737 R1018 8472 107/03/01 

陶瓷面磚(外裝馬賽克壁

磚) 
9737 R1018 8473 107/03/01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核准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7 年 3 月) 

頁次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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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3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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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調型基腳座板) 
4750 A2067 8474 107/03/09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核准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7 年 3 月) 

頁次 3/5 

 

廠商名稱 和桐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彰化縣和美鎮湖內里工東三路 2號 

代表人姓名 楊志亮 

電話 (04)799-0303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和桐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廠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彰化縣和美鎮湖內里工東三路 2號 

產品名稱 總號/類號 證書號碼 發證日期 

水硬性混合水泥 

卜特蘭高爐爐碴水泥[IS(＜

70)] 

15286 A2290 8475 107/03/14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核准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7 年 3 月) 

頁次 4/5 

 

廠商名稱 晉瑜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 3段 141號 5樓 

代表人姓名 林騰輝 

電話 (02)8771-3547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晉瑜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利澤廠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宜蘭縣蘇澳鎮利工一路 1段 1號 

產品名稱 總號/類號 證書號碼 發證日期 

混凝土及水泥砂漿用水淬

高爐爐碴粉 
12549 A2233 8476 107/03/30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核准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7 年 3 月) 

頁次 5/5 

 

廠商名稱 中聯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 88號 22樓 

代表人姓名 郭新進 

電話 (07)336-8377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中聯資源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臺中市龍井區麗水里南堤路 2號 

產品名稱 總號/類號 證書號碼 發證日期 

水硬性混合水泥 

卜特蘭高爐爐碴水泥[IS(＜

70)] 

15286 A2290 8477 107/03/30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廢止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107 年 3 月) 

頁次 1/3 

 

廠商名稱 嘉易齊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新北市樹林區東順街 79巷 11號 

代表人姓名 葉添保 

電話 (02)8684-1558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嘉易齊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新北市樹林區東順街 79巷 11號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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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箱形電扇 9578 C4371 7926 102/02/26 107/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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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頁次 2/3 

 

廠商名稱 台菱樹脂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新北市淡水區下圭柔山 70之 4號 

代表人姓名 吳季龍 

電話 (02)2621-2544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台菱樹脂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新北市淡水區下圭柔山 70之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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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磨纖維盤 4206 R2091 4105 74/07/08 107/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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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頁次 3/3 

 

廠商名稱 世唯企業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雲林縣斗六市斗工 16路 43號 

代表人姓名 江岳豐 

電話 (05)557-4895 

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世唯企業有限公司 

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雲林縣斗六市斗工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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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防水用聚胺酯 6986 A2091 8392 106/01/18 107/03/30 

依正字標記

管理規則第

29條第 1項

第 1款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