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處分日期 商品名稱 商品型號 陳列銷售或裝設地點 違反條文 被處分人 被處分人地址 大分類 商品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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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回收改正辦

理情形

1 111/01/03
哥吉拉BIG Q版公

仔
兔子窩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鉅霖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3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2 111/01/03 24K幼教腊光色紙 A24-875
快樂家商行、大家好商

行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

驗程序。

泰欣文具紙品有限公司 臺南市永康區 化工類 玩具 產製 1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3 111/01/03 行車記錄器 A3M 蝦皮購物平台
與原驗證登錄商品不符，應重

行申請登錄而未重行申請。
宏溢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桃園市桃園區 電子類 數位攝影機 進口 12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4 111/01/03
延長線插座(帶電

源適配器)
MJCXB3-02QM 樂購蝦皮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英景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 電子類 電源轉接器 進口 10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5 111/01/04 易洗手指畫顏料 JA91418
諾貝兒線上玩具租借系

統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金大北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6 111/01/05 嵌燈(五星級) 定樂有限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國鑫照明有限公司 臺中市豐原區 電機類

檯.桌.床邊或落

地之燈具
產製 1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7 111/01/06 入浴球玩具 蠟筆小新 小三美日官網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麗生貿易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同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8 111/01/06 行動電源 CH06 誠品書局台中三 井店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耀運國際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 電子類 行動電源 進口 23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9 111/01/07 F-Telon Glove 瀚陽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瀚陽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 化工類 勞工用防護手套 進口 20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10 111/01/11
高顏值假水史萊

姆
YAHOO奇摩超級商城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宇煌電子商務有限公司 臺南市西港區 化工類 兒童用黏土 進口 10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11 111/01/12 電視機 鑫力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規避、妨礙、或拒絕封存、檢

查、調查或檢驗。
鑫力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臺中市神岡區 電子類 電視機 進口 150000 實體 不適用

12 111/01/18 索雷特燈泡 B60-12-6 佳源水電材料行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兆微科技有限公司 新北市土城區 電機類 (LED)燈泡 產製 21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13 111/01/19 熱感應貼紙
PP07、

PP08、PP09
蝦皮拍賣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志造所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 化工類 感熱紙 進口 10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14 111/01/20 鋰離子蓄電池 興銓五金企業有限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汎球行有限公司 桃園縣蘆竹鄉 電子類 鋰離子蓄電池 產製 12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15 111/01/21
藝鬥士WC15車用

無線充電15W
ET-WC15

花園夜市小揚通訊邱智

揚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瑞亮手機配件有限公司 臺南市安定區 電子類

交換式電源供應

器
進口 11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16 111/01/21 護目鏡 PA-330001
振宇五金股份有限公司

和美道周分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善德生化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雲林縣褒忠鄉 化工類

遮光防護具、防

護眼鏡
產製 36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17 111/01/21 吹風機 T1
刀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門市BLADE逢甲店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三個小公主商行 南投縣名間鄉 電機類 乾髮器(手持式) 進口 1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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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11/01/21
迷你usb萬用車充

頭
HK-2079

超聯五金百貨食品大賣

場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旺德百貨有限公司 新北市五股區 電子類 電源轉接器 進口 1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19 111/01/21

供燈座使用

CABLE-沒有插接

器

A049945-

09C1
嵩揚企業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嵩揚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蘆洲區 電機類 電纜 進口 20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20 111/01/22 TREQA18W充頭 聲至國際通訊有限公司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聲至國際通訊有限公司 臺北市士林區 電子類

交換式電源供應

器
進口 1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21 111/02/08 USB充電器 lanzero 大盤大百貨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大盤大百貨有限公司 彰化縣和美鎮

電子

類；化

工類

電源轉接器 進口 1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22 111/02/11
B22車用2孔擴充

2USB充電器

E-PCB143

(DPA221)

金興發股份有限公司(三

和店)

與原驗證登錄商品不符，應重

行申請登錄而未重行申請。
福耐特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安區 電子類 電源轉接器 進口 20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23 111/02/11
低壓三相感應電

動機
WEA80M-4 雙龍剛五金有限公司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江岱電機行股份有限公

司
臺中市大甲區 電機類 電動機(馬達) 產製 1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24 111/02/14

「人魚姬奶珠光

假水史萊姆」玩

具

Yahoo 奇摩超級商城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小橘子電子商務有限公

司
彰化縣溪湖鎮 化工類 兒童用黏土 進口 10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25 111/02/14
HOT WHEELS系列

汽車玩具
翰暐圖書文具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翰暐圖書文具有限公司 臺南市安南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26 111/02/14

QC3.0車用USB充

電帶線點菸擴充

座

TCCP202(QCF

211)
光南大批發許昌店等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福耐特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安區 電子類 電源轉接器 進口 20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27 111/02/14 費雪小象電子琴 GMFP026 momo購物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峻嶸國際有限公司 臺北市信義區 化工類 樂器玩具 進口 15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28 111/02/14 角落生物入浴球 有限公司蝦皮購物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百玖香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萬華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6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29 111/02/14 GPS行車記錄器 DrivePro250 三創生活館-創見櫃位
與原驗證登錄商品不符，應重

行申請登錄而未重行申請。
創見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 電子類 數位攝影機 產製 20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30 111/02/14
小米粒3A雙U智能

車充
C8-K

金弘笙實業有限公司內

湖分公司

與原驗證登錄商品不符，應重

行申請登錄而未重行申請。
騰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 電子類 電源轉接器 進口 20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31 111/02/14 快速車用充電器

KEX-

DLCA08(PQA1

32)

國際通有限公司
與原驗證登錄商品不符，應重

行申請登錄而未重行申請。

大利多國際貿易有限公

司
新北市深坑區 電子類 電源轉接器 進口 12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32 111/02/14
HG kitchen

mixer廚房龍頭
嘉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嘉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

非應施

檢驗商

品

銅合金製廚房用

水龍頭
進口 20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33 111/02/16
80吋壁掛常規電

視

新北市板橋區新北市板

橋區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發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 電子類 液晶顯示器 產製 94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34 111/02/16 垂直律動儀 HY-806 MOMO購物網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城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松山區 電子類 電動遊樂器 進口 260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35 111/02/16 兒童帳篷 蝦皮購物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貓咪與貓熊有限公司 臺中市梧棲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1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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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111/02/17 鋰離子電池組 威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威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桃園市龜山區 電子類 鋰離子蓄電池 進口 22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37 111/02/18 單扇鋼製防火門
上田金屬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未於限期內回收改正未符合檢

驗規定之商品。

上田金屬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臺北市南港區 機械類 防火門 產製 100000 實體

延長回收改

正

38 111/02/22 安全護目鏡 JT-G-P0001
寶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苗栗國華分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宏普翔光學工業有限公

司
臺南市永康區 化工類

遮光防護具、防

護眼鏡
產製 4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39 111/02/23
單孔三USB車載充

電器
HY-10 PChome 24h購物中心

與原驗證登錄商品不符，應重

行申請登錄而未重行申請。
拍平方企業社 嘉義市西區 電子類 電源轉接器 進口 20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40 111/02/23 藍牙音箱 X6S 佳佳樂企業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方程式單車行 臺北市松山區 電子類 聲頻擴大器 進口 21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41 111/02/23 卡式爐 BDZ-408 樂購蝦皮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超皇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 機械類
家用燃氣台爐及

卡式爐
進口 200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42 111/02/23 防塵眼鏡 大旺旺企業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旺德百貨有限公司 臺北市松山區 化工類
遮光防護具、防

護眼鏡
進口 1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43 111/02/23 手推嬰幼兒車
J1688、

J1698

頑皮寶貝國際有限公司

明誠營業所

先行放行商品未符合檢驗規定

即逕行運出貨物儲存地點。
璟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桃園區 機械類 手推嬰幼兒車 進口 9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44 111/02/23

360智能攝像機（

雲台變焦版；型

號：D866）

D866 樂購蝦皮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倍思企業有限公司 桃園市平鎮區 電子類 其他監視器 進口 10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45 111/03/01
個人用電保暖器

具

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MOMO)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派克斯國際有限公司華

凱分公司
北市中和區 電機類

個人用電保暖器

具
進口 13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46 111/03/04 快充充電器 ONE-U33 圓一國際有限公司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圓一國際有限公司 桃園市桃園區 電子類

交換式電源供應

器
進口 10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47 111/03/08

乘車用眼睛防護

具（通用快拆W鏡

片）

豪億五金商行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鼎立興實業有限公司 雲林縣斗南鎮 化工類

乘車用眼睛防護

具
產製 1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48 111/03/11

正莊電動輔助自

行車鋰電池（型

號：HAPPY）

HAPPY 正莊有限公司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正莊有限公司 新北市五股區 電子類 鋰離子蓄電池 進口 92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49 111/03/17 行動電源 蝦皮拍賣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豆吉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正區 電子類 行動電源 進口 45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50 111/03/18 OPPO電源適配器 VCA7GACH 樂購蝦皮網站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升富科技有限公司 臺北市松山區 電子類

交換式電源供應

器
進口 15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51 111/03/21 鋰電池 BN41 蝦皮網站賣家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百年通訊行 桃園市平鎮區 電子類 鋰離子蓄電池 進口 10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52 111/03/24
城堡圍籬式巧拼

遊戲地墊
YAHOO奇摩購物中心網站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祥伸網路行銷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 化工類 玩具 產製 14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53 111/03/25 太陽眼鏡 好感恩綜合商行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好管家有限公司 宜蘭縣冬山鄉 化工類 太陽眼鏡 進口 1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54 111/03/25
滅鼠先鋒益智玩

具
輕鬆購安順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輕鬆購善化有限公司 臺南市善化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55 111/03/25 律動機 HY-806 momo購物網
陳列或銷售未符合檢驗規定之

商品。
城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松山區 機械類

輪式溜冰鞋、滑

溜板
進口 10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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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111/03/31 充電鋰電池 樂購蝦皮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晧崴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 電子類 鋰離子蓄電池 進口 200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57 111/04/07

「ASTRA PLUS

LABEL及PAL

MULTI-CARRIER

LABEL (即感熱紙

(型號：157059)

及感熱紙(型號：

156148))

荷蘭商聯邦快遞國際股

份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荷蘭商聯邦快遞國際股

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 化工類 感熱紙 進口 24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58 111/04/12 卡式瓦斯爐 BDZ-408 樂購蝦皮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雨禹有限公司 臺北市文山區 機械類
家用燃氣台爐及

卡式爐
進口 75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59 111/04/15
蒙瑪特兒童創意

手指顏料4色
MMKC0003 momo購物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文硯美術企業有限公司 臺南市東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60 111/04/18
防風砂型透明太

陽眼鏡
SG-420 五金王有限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永啟豐實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東區 化工類 太陽眼鏡 產製 3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61 111/04/19 浴巾等29項 宜樂國際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宜樂國際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 化工類 床邊嬰兒床 進口 20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62 111/04/19 大富翁-台灣之旅 8005 晟鑫商行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躍晋興業有限公司 臺南市安平區 化工類 益智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63 111/04/20 童襪(6個月以下) 7128

家樂福成；家樂福成功

店商店街及家樂福鼎山

店商店街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職業男女服飾設計有限

公司
高雄市新興區 化工類 嬰幼兒服裝 進口 1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64 111/04/20 無線藍牙喇叭
AURA STUDIO

3
PChome購物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宙勝數位企業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 電子類

揚聲器(內含擴

大機)
進口 87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65 111/04/22 無線快充充電盤 QX100-F 睿宸商行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歐威達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 電子類

交換式電源供應

器
進口 1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66 111/04/22 LED節能燈泡

B7A-

SD60PC5C-

15W

大樹林水電材料有限公

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兆微科技有限公司 新北市土城區 電機類 (LED)燈泡 產製 1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67 111/04/28 無線充電盤 KWL-05 PChome24h購物
與原驗證登錄商品不符，應重

行申請登錄而未重行申請。
鎂博友國際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 電子類 電源轉接器 進口 10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68 111/04/29
滅鼠先鋒邏輯思

維玩具-紅蘿蔔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睿智匯通文化傳播有限

公司
臺北市信義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69 111/05/02
滅鼠先鋒邏輯思

維玩具-紅蘿蔔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睿智匯通文化傳播有限

公司
臺北市信義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70 111/05/06 折疊桌椅 JL-175 東興百貨有限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吉寶順行銷有限公司 彰化縣溪湖鎮 機械類 折疊桌椅 產製 1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71 111/05/09 滅鼠板 60119
笑笑笑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花蓮中正分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宗晨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8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72 111/05/12 藍牙麥克風 WS-858 昕翌資訊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昕翌資訊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 電子類
揚聲器(內含擴

大機)
進口 1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73 111/05/12 馬卡龍計算機 170171
秀梅五金百貨行(大信五

金百貨複合館西大店)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優之館有限公司 彰化縣鹿港鎮 電子類 計算器 進口 1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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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111/05/13 廣告機
ZS-LA320TP

等
康順電子科技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康順電子科技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 電子類

類比或混合自動

資料處理機
進口 95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75 111/05/16
紓壓玩具（彩色

計算機）
蝦皮購物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貝肯企業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76 111/05/20 變壓器 隨機出貨 PChome24h網站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台灣霓虹國際股份有限

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 電子類 電源轉接器 進口 10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77 111/05/20 吊扇

Haiku H84、

Haiku H60、

Haiku L52

台北設計建材中心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十圖企業有限公司 臺北市士林區 電機類 家用電扇 進口 20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78 111/05/24
歌林陶瓷電動剪

髮器
KHR-DL9100C 來好康五金百貨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無敵王國際貿易有限公

司
新北市深坑區 電機類

電剪髮器(不含

充電式)
進口 35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79 111/05/25
布偶鑰匙圈-兔子

米白

11109-27-

2C2
寶雅平鎮環南店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帝帆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樹林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2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80 111/05/26 高級餐桌
承詳大賣場、尚大百貨

行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金德開發物流有限公司 臺南市南區 機械類 折疊桌椅 產製 12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81 111/05/26 點煙延長器
KH815/2孔、

KH816/3孔
輕鬆購安順有限公司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堂煇汽車用品有限公司

彰化縣彰化市茄

苳路1段165號
電子類 電源轉接器 產製 1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82 111/05/30
三合一電烤箱（

630W）
PChome 24h購物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喬森斯股份有限公司北

一分公司
新北市土城區 電機類 電烤箱 進口 10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83 111/05/30 離子夾 SL-004SW 建軍電器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建軍電器有限公司 新北市土城區 電機類 電梳 進口 13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84 111/05/30
多功能無線充電

器
PD-W5

岑御科技有限公司通化

店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岑御科技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安區 電子類 電源轉接器 進口 11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85 111/05/31 桌子(木) 享澄國際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享澄國際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 機械類 折疊桌椅 進口 57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86 111/05/31 行動電源 MOA08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萬博創意科技有限公司 臺南市中西區 電子類 行動電源 進口 10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87 111/05/31 迷你投影機

NEBULA

PROJECTOR

Capsule

台灣瑞肯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台灣瑞肯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

744臺南市新市

區
電子類 影像投射機 進口 27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88 111/06/06
好想兔自由女神

拼圖
水長流文具有限公司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青青有限公司 臺南市仁德區 化工類 益智玩具 產製 1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89 111/06/06 電源供應器 PD652CA

PChome線上購物、momo

購物網站；PChome24h購

物、momo購物網站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與原驗證登錄商品不符，

應重行申請登錄而未重行申

請。

酷瘋國際有限公司

新竹縣竹北市自

強南路8號6樓之

7

電子類 電源轉接器 進口 13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90 111/06/10
橡皮擦(蠟筆小新

文具組合)

金興發生活百貨師大二

分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金興發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 化工類 塑膠擦 進口 1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91 111/06/15 燙(整)髮器
迷你隨身直

髮夾
momo購物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好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 電機類 電梳 進口 17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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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111/06/17
可折疊兒童遊戲

墊

花色：可愛

動物/企鵝公

路、小態賽

道/森林萌

寵、字母拼

圖/夢幻森林

家樂福文心店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螺旋國際有限公司 臺北市文山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93 111/06/17 太陽眼鏡
KL3706 C1

57 16 140
大展眼鏡行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廣角度眼鏡有限公司 臺南市麻豆區 化工類 太陽眼鏡 進口 1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94 111/06/20 吊掛玩具配件 Friday購物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閱德科技有限公司 新北市五股區

非應施

檢驗商

品

育兒設備及兒童

用品(非)
進口 10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95 111/06/20
小盒國(翻滾海

豚)
誠品生活臺中三井店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猴子設計有限公司 高雄市新興區 化工類 玩具 產製 1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96 111/06/21
英文字母磁性貼

片
M91021 建全文具行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寶美興業有限公司 臺南市東區 化工類 玩具 產製 1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97 111/06/22 兒童手指畫顏料 致生貿易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致生貿易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正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31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98 111/06/23 行動電源 EB55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蔚藍有限公司 臺北市松山區 電子類 行動電源 進口 200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99 111/06/23 標籤機 無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瑞亮手機配件有限公司 臺南市中西區 電子類 其他資訊產品 進口 20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100 111/06/24 手機充電支架 QCI 101 金滿溢興業有限公司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大利多國際貿易有限公

司
新北市深坑區 電子類 電源轉接器 進口 1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101 111/06/28
仿真古典鋼琴、

滑步車

1701、HT-

5517
FACEBOOK網站

先行放行商品未符合檢驗規定

即逕行運出貨物儲存地點。
馬里綸實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102 111/06/28 JOIE吊掛玩偶 大丞戶外婦幼百貨館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巧兒宜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
臺北市內湖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103 111/06/30 行動電源 嘟迪3C西門店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岑御科技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正區 電子類 行動電源 進口 16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104 111/06/30 玩偶安撫奶嘴

DBP123、

DBP121、

DBP136

新竹俏媽咪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昕承實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蘆洲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56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105 111/07/04
E14-7W LED燈泡

黃光
E14-7W 好美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昱晶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桃園市大園區 電機類 (LED)燈泡 進口 18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106 111/07/14
多功能兒童溜滑

梯籃球架組
WM21B061 璟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璟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桃園區 化工類

非固定式鞦韆、

溜滑梯及遊戲屋

等組裝玩具

進口 30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107 111/07/14

Kidzcrayon多用

途安全顏料-紅

(手指膏/流體畫)

料號：kidz-

fluid-001
蝦皮商城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云成科技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 化工類 玩具 產製 12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108 111/07/14 按壓玩具 奇摩超級商城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軒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109 111/07/14 無鉛水龍頭 5520 露天拍賣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佑瑄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區 機械類 飲水用水龍頭 進口 10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110 111/07/14 蠟筆小新沐浴球 金寶貝婦幼館太平店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宇翔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111 111/07/15 小倉暖風機 JSY-20A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派克斯國際有限公司萬

晟分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 電機類

個人用電保暖器

具
進口 19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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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111/07/15

繪兒樂幼兒可水

洗兒童顏料4色組

(紅/黃/藍/綠)

#811452

台茂商場經營管理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諾貝兒

寶貝(股)建工分公司

等；台茂商場經營管理

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諾

貝兒寶貝(股建工分公司

等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麗翔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20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113 111/07/15 廣告機

IS-43-

ST(JL-43MF-

KT1)、IS-

55-S((JL-

55MF-KT)

捷赫數位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捷赫數位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 電子類

類比或混合自動

資料處理機
產製 20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114 111/07/15 毛巾 水長流文具有限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奕丞家用品股份有限公

司
高雄市小港區 化工類 毛巾 產製 1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115 111/07/18 燃氣用橡膠軟管 Yahoo拍賣網站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協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中壢區 機械類 燃氣用塑膠軟管 產製 300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116 111/07/18
機車用眼睛防護

具
巧伯康有限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商楊實業有限公司 臺南市安南區 化工類

乘車用眼睛防護

具
產製 1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117 111/07/18
TwinFlame垂直律

動機

momo購物網站及BOOSTER

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火星計畫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文山區 電機類 電動按摩器具 進口 200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118 111/07/19 鋰電池 無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26215;崴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 電子類 鋰離子蓄電池 進口 13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119 111/07/19 打火機 GG299 蝦皮拍賣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齊岡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樹林區 機械類 簡易型打火機 進口 10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120 111/07/20
車載家用多功能

按摩枕
蝦皮商城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京軒科技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 電機類 電動按摩器具 進口 12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121 111/07/20
LOVINK 手指畫顏

料
娃娃國幼教精品網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王笙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鎮區 化工類 玩具 產製 10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122 111/07/20 飲水用水龍頭
凡事康流體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凡事康流體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屏東縣屏東市經

建路21號
機械類 飲水用水龍頭 進口 26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123 111/07/28 27cm點火器 CD22 樂購蝦皮拍賣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心視界國際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 機械類 進口 10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124 111/07/29
kidzcrayon無毒

環保手指膏顏料

料號：kidz-

paint-01
蝦皮購物網站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云成科技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 化工類 玩具 產製 19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125 111/07/29
電動自行車用鋰

電池
永達電動車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宏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 電子類 鋰蓄電池 進口 14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126 111/08/01
床頭櫃內附延長

充電線
不明 好士特家具有限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接觸燈飾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峽區 電機類

電源線組(裝有

插接器)
產製 15000 實體 回收改正中

127 111/08/01 轉接型電源線組 SH-09 三益五金行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士涵企業有限公司 臺南市北區 電機類

電源線組(裝有

插接器)
產製 1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128 111/08/01 噴射雞飛鏢組 好老日商行師大店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緯雋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桃園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129 111/08/02 防霧眼鏡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嘉生企業社 臺南市安南區 化工類
遮光防護具、防

護眼鏡
進口 1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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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111/08/03 手推嬰幼兒車
V8-

A/V18/V5B
蝦皮網拍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愛貝比商行 臺中市大雅區 機械類 手推嬰幼兒車 進口 10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131 111/08/04 枕套 永利織品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永利織品有限公司 臺南市南區 化工類 寢具 進口 89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132 111/08/05 咖啡磨豆機 PL72-120 阿爾派國際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阿爾派國際有限公司

花蓮縣花蓮市中

山路416之6號1

樓

電機類 電咖啡機 進口 24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133 111/08/08 寶寶遊戲爬行毯 A10
家樂福股份有限公司彰

化分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螺旋國際有限公司 臺北市文山區 化工類

塑膠有圖案或數

文字彩色地墊
進口 12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134 111/08/08
感熱紙(80mm x

80mm)

荷蘭商海恩斯莫里斯有

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荷蘭商海恩斯莫里斯有

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基隆市信義區 化工類 感熱紙 進口 6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135 111/08/10
三合一磁吸無線

充電器
法迪諾國際有限公司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法迪諾國際有限公司 金門縣金湖鎮 電子類 靜電式變流器 進口 10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136 111/08/10
遮光防護具、防

護眼鏡
寶盈商行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享樂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彰化縣溪湖鎮 化工類

遮光防護具、防

護眼鏡
進口 1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137 111/08/10 鋰電池充電器 連連發車業公司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奕鳴國際有限公司 宜蘭縣羅東鎮 電子類 鋰蓄電池 進口 1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138 111/08/10 萬代卡通泡澡球 蝦皮拍賣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鴻輝國際有限公司 新北市蘆洲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139 111/08/11

電動自行車非車

載用充電器（鉛

酸蓄電池用）

48V-12AH 速威特電動車商行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信元綠能有限公司 臺中市潭子區 電子類 鋰蓄電池 進口 3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140 111/08/12
燃氣用鋼絲強化

橡膠管
樂購蝦皮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久昌企業社 彰化縣埔心鄉 機械類

燃氣用鋼絲強化

橡膠管及管組合

件

產製 13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141 111/08/12 卡式爐 BRS-99 SHANER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台灣迪品有限公司 新北市五股區 機械類
家用燃氣台爐及

卡式爐
進口 10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142 111/08/15 吹風機 LFCare 樂購蝦皮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皮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 電子類 其他資訊產品 進口 29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143 111/08/17
櫸木七合一遊戲

棋

大盤大五金百貨量販廣

場安和店、富昱百貨有

限公司大盤大鹿港店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大盤大百貨有限公司 彰化縣和美鎮

電子

類；化

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144 111/08/17 機車行車紀錄器 KSB88 蝦皮拍賣網站
與原驗證登錄商品不符，應重

行申請登錄而未重行申請。
大虹國際電子有限公司 桃園市大園區 電子類 數位攝影機 進口 250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145 111/08/17 行車紀錄器 SK-2 極佳電通有限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極佳電通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 電子類 數位攝影機 產製 20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146 111/08/17 鉛酸電池充電器 熊給力電動車行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南錩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霧峰區 電子類 電源轉接器 進口 1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147 111/08/19 藍牙喇叭 無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東永德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 電子類
揚聲器(內含擴

大機)
進口 200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148 111/08/19 美髮噴霧機 H608 紹傳夢想髮型工作室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紳芳企業有限公司 臺南市安南區 電機類 電梳 產製 15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149 111/08/22
I AM PLAY舒壓零

錢包

寶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西屯福科分公司(寶家)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愛上國際精品有限公司 高雄市楠梓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150 111/08/22 色紙 JW-65D 文具世界企業社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九達生活禮品股份有限

公司
臺南市歸仁區 化工類 玩具 產製 1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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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111/08/22
eneloop電池充電

器

BQ-CC51C、

BQ-CC55C
樂購蝦皮網站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正佳科技有限公司 新北市永和區 電子類 電源轉接器 進口 55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152 111/08/23 充電器 A2038 ouotrips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豆吉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正區 電子類 電源轉接器 進口 22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153 111/08/26
CF1559 專業防霧

護目鏡
中將電子實業有限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得森科技有限公司 臺南市安南區 化工類

遮光防護具、防

護眼鏡
產製 1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154 111/08/26 自行車頭盔 蝦皮購物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金匯國際有限公司 臺北市信義區 化工類 自行車用安全帽 進口 10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155 111/08/29 咖啡機 EB-2016 momo購物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喬森斯股份有限公司中

和分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 電機類 電咖啡機 進口 200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156 111/08/30 白鐵編織管4尺 蝦皮拍賣網站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勝順五金有限公司 彰化縣花壇鄉 機械類

燃氣用鋼絲強化

橡膠管及管組合

件

產製 10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157 111/08/31 美形運動機 LDT-6.7

momo購物網站平臺、棨

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基隆東岸商場、爾本

羅東民生專櫃、忠明大

潤發門市、南紡夢時代

專櫃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棨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 電機類 電動按摩器具 進口 220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158 111/08/31 太陽眼鏡
8158-5533及

7050
烏日宏恩眼鏡公司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佑帷有限公司 彰化縣員林鎮 化工類 太陽眼鏡 進口 1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159 111/08/31 鉛酸電池充電器 DZM482019 敬悅機車行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山王工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 電子類

交換式電源供應

器
進口 20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160 111/09/01 藍牙耳機 BTE-3850 詠騰百貨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耐嘉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香山區 電子類
揚聲器(內含擴

大機)
進口 25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161 111/09/01 鉛酸電池充電器 DZM482019 敬悅機車行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山王工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 電子類

交換式電源供應

器
進口 20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162 111/09/06 壁掛式面盆 K-1922R Yahoo拍賣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鼎興開發貿易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 化工類 陶瓷臉盆 進口 23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163 111/09/06
家用燃氣台爐及

卡式爐
TJR-N1

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格琳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 機械類

家用燃氣台爐及

卡式爐
進口 15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164 111/09/06
電動自行車用二

次鋰電池組
SN23MPO1D 賓達電動機車有限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

驗程序。

新訊科技有限公司 高雄市仁武區 電子類 鋰蓄電池 產製 20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165 111/09/07
LC-14 成人型防

護眼鏡面罩
中將電子實業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迪恩科技電子有限公司 基隆市七堵區 化工類

遮光防護具、防

護眼鏡
進口 1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166 111/09/12
電動輔助自行車

鋰電池

EA003L35C-

EELMINI30
鐵人一號單車生活館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矽谷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基隆市安樂區 電子類 鋰蓄電池 產製 20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167 111/09/13
電動自行車鉛酸

電池充電器
48V 17-20AH

晶鈺彩光照明工業社、

C&Cfashionshop；晶鈺

彩光照明工業社、C&C

fashion shop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艾維實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區 電子類

交換式電源供應

器
進口 1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168 111/09/14 鉛酸電池充電器 48V3A 立山海線電動車商行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信元綠能有限公司 臺中市潭子區 電子類 電源轉接器 進口 25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169 111/09/14
8V Lead- Acid

Battery Charger
DZM481219 永全機車行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勝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龜山區 電子類 鋰蓄電池 進口 1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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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111/09/15

充電器（USB充電

頭，型號：KO-

56）

KO-56 之稜企業有限公司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希利創新有限公司 臺中市龍井區 電子類 電源轉接器 進口 1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171 111/09/19 太陽眼鏡 樂天市場購物網站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派克斯國際有限公司萬

晟分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 化工類 太陽眼鏡 進口 10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172 111/09/20 安適防護護目鏡

寶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西屯福科分公司(寶家；

寶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西屯福科分公司(寶家)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鉅超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臺南市仁德區 化工類

遮光防護具、防

護眼鏡
產製 20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173 111/09/22

多功能電動橡皮

擦(NO. 1315；型

號：NE-60C)所附

配件橡皮擦、電

動橡皮擦替蕊

(NO.1321/白、

NO.1320/灰)

文具世界企業社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陸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鹿港鎮 化工類 塑膠擦 產製 1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174 111/09/23 紅光教學雷射筆

SC-

LED322(驗證

登錄型式：

KBM-DL03LS)

九乘九文具(高雄自由

店)；九乘九文具(高雄

自由店

與原驗證登錄商品不符，應重

行申請登錄而未重行申請。

無敵王國際貿易有限公

司
新北市深坑區 電子類

可攜式雷射指示

器(專供天文觀

星教學研究用之

可攜式雷

進口 25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175 111/09/26 垂直律動機 NILL BOOSTER網站
未於限期內回收改正未符合檢

驗規定之商品。
火星計畫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文山區 電機類 電動按摩器具 進口 10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176 111/09/29
史努比大頭系列

公仔
SKM PARK PEANUTS櫃位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代代木國際精品股份有

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21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177 111/09/30 複合式木質地板 F3 進展木材行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瑞竹木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 化工類 木質地板 產製 20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178 111/10/04 昆蟲拼裝模型
彩虹育樂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分公司嘉大昆蟲館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彩虹育樂股份有限公司 澎湖縣馬公市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回收改正中

179 111/10/05
車用FM藍牙接收

器
PH001

寶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中壢中原分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向聯科技企業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里區 電子類

揚聲器(內含擴

大機)
進口 15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180 111/10/05 車載吸塵器 A9mini、A8 樂購蝦皮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柏詩科技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 電機類
吸塵器(不含充

電式)
進口 10000 網路 回收改正中

181 111/10/06
防護面罩(不可

掀)
F03

第八街生活百貨廣場內

惟店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合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樹林區 化工類

遮光防護具、防

護眼鏡
產製 43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182 111/10/13
墨鏡迪古森偏光

太陽眼鏡
樂天市場購物網站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凱琦貿易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 化工類 太陽眼鏡 進口 10000 網路 回收改正中

183 111/10/18 跳繩 光珩事業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光珩事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184 111/10/18 雙孔車充 DCCD-012
山水之寶複合式手機配

件專賣店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山水之寶精品有限公司 桃園市中壢區 電子類

交換式電源供應

器
進口 10000 實體 已回收改正

185 111/10/20 延長線插座 XMYCX01QM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便宜哥有限公司 桃園市中壢區 電機類
電源線組(裝有

插接器)
進口 20000 網路 回收改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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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111/10/20
10人份耐熱電鍋

線組
P9515-10A

慶浣商行(嘉家生活百貨

宏平店)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台灣德利五金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里區 電機類

電源線組(裝有

插接器)
產製 48000 實體 回收改正中

187 111/10/20 吊飾 豐年農場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豐年農場 南投縣埔里鎮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回收改正中

188 111/10/20
hot sand maker

(熱壓吐司機)

新光三越新光三越南西

店一館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我適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 電機類

電鍋(包括炒鍋

，燉鍋及電碗)
進口 10000 實體 回收改正中

189 111/10/24 離子夾 SL-004SNV MOMO購物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建軍電器有限公司 新北市土城區 電機類 電梳 進口 10000 網路 已回收改正

190 111/10/24 檯燈 無

新加坡商蝦皮娛樂電商

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樂

購蝦皮)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好團企業有限公司 嘉義縣水上鄉 電機類
檯.桌.床邊或落

地之燈具
進口 47000 網路 回收改正中

191 111/10/25 太陽眼鏡 AD5666 佳愛眼鏡行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創寶發展有限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 化工類 太陽眼鏡 進口 10000 實體 回收改正中

192 111/10/25 腦波共振床 無 藍海樂活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聯庚企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潭子區 電機類 電動按摩器具 產製 30000 實體 回收改正中

193 111/10/27
盒玩-櫻桃小丸子

動物小車系列

中友百貨公司、太平洋

崇光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巨城店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禾樂文化有限公司
310新竹縣竹東

鎮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26000 實體 回收改正中

194 111/10/27

兒童教育用塑形

黏土-MODEL

MAGIC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松山區 化工類 兒童用黏土 進口 14000 實體 回收改正中

195 111/10/28 MC.史努比原子筆 SPV-33
東森得易購股份有限公

司(東森購物)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立全尚業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安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網路 回收改正中

196 111/10/31 Baby walker GU-63506 MOMO購物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鑫冠宇有限公司 臺南市仁德區 機械類 嬰兒學步車 進口 10000 網路 回收改正中

197 111/10/31 Mabro陀螺鉛筆 1204
誠品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誠品線上購物）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賽恩斯國際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安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網路 回收改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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