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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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製

輸入

管道

罰鍰金

額

實體/

網路

1 108/01/02 四路行車紀錄器 CV360-2D 開鴻音響有限公司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鑫集雅科技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 電子類 數位攝影機 進口 28000 實體

2 108/01/02 行動電源 D28 揪愛團購商行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揪愛團購商行 彰化縣彰化市 電子類 行動電源 進口 10000 網路

3 108/01/02 小米行動電源 蝦皮拍賣網站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嘟嘟屋科技有限公司 新北市污止區 電子類 行動電源 進口 10000 網路

4 108/01/03
迷你水晶-高清晰微型

劇院喇叭
SP-019 PChome 24h購物網站 未重行申請登錄。 台灣八頁企業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 電子類

揚聲器(內含擴大

機)
進口 10000 網路

5 108/01/04 USB2.0 10 100網路卡 USB2-100A 順發3C量販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明恆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文山區 電子類 其他資訊產品 進口 10000 實體

6 108/01/07 英國雙層巴士
台中秀泰廣場（BG-

SHOP）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嵩澤有限公司 高雄市鳥松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7 108/01/10 揚聲器(內含擴大機) 圓陽企業社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大愛動企業社 苗栗縣頭份鎮 電子類
揚聲器(內含擴大

機)
進口 10000 實體

8 108/01/10 bamboo board 淞成企業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成企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 化工類 集成材、柱 進口 200000 實體

9 108/01/11 轉換器/旅行充電插座
「MOMAX京站威秀門

市」5樓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耀運國際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 電子類 電源轉接器 進口 59000 實體

10 108/01/11 鬆餅機 捷惇國際貿易企業社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捷惇國際貿易企業社 臺中市西區 電機類 電熱夾式烤盤 進口 200000 實體

11 108/01/11 USB集線器
科訊工坊有限公司忠1

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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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訊工坊有限公司 新北市淡水區 電子類 路由器 進口 10000 實體

12 108/01/11 毛絨玩具 綠安蔬企業社
商品未符合檢驗規定即逕行運出

貨物儲存地點。
綠安蔬企業社 屏東縣潮州鎮 化工類 填充玩具 進口 21000 實體

13 108/01/14
USB3.0 網路卡+HUB集

線器
UA0173 順發3C基隆二店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登昌恆興業股份有限公

司
臺北市士林區 電子類 其他資訊產品 進口 44000 實體

14 108/01/14 濕水挑戰帽
台中秀泰廣場（BG-

SHOP）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孙婕國際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1000 實體

15 108/01/16 女性內衣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金旗國際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安區 化工類 內衣 進口 200000 實體

16 108/01/17 充電傳輸線 蝦皮拍賣網站賣家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孙宸通企業社 新北市污止區 電子類 電源轉接器 進口 27000 網路

17 108/01/21 無線式行動電源 興國市場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得億科技行 桃園市桃園區 電子類 行動電源 進口 10000 實體

18 108/01/21 中密度纖維板
特力屋股份有限公司

北屯分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僑隆興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烏日區 化工類 中密度纖維板 產製 10000 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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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08/01/22 小米行動電源 蝦皮拍賣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旭遠企業社 桃園市大園區 電子類 行動電源 進口 10000 網路

20 108/01/22
推土機造型削筆器(鏟

斗及車輪可作動)
威記商行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聖得福企業有限公司 臺南市學甲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21 108/01/22 LED燈泡
SU-F6-

080-5-095

照旺光電股份有限公

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軒豊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竹北市 電機類 (LED)燈泡 產製 27000 實體

22 108/01/22 咖啡磨豆機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卡諾咖啡生活館 桃園市桃園區 電機類
磨咖啡豆機(不含充

電式)
進口 19000 實體

23 108/01/22 LED燈泡 專成照明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專成照明有限公司 新竹市鐵道路 電機類 (LED)燈泡 進口 10000 實體

24 108/01/28 行李箱 鼎泰國際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佳事達國際有限公司 高雄市鼓山區 化工類 旅行箱 進口 10000 實體

25 108/01/28 行動電源 PLM09ZM 蝦皮拍賣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信星企業社 新北市新莊區 電子類 行動電源 進口 10000 網路

26 108/01/29 專業數位式錄影機 VR-430
銳俤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 電子類 其他資訊產品 進口 200000 實體

27 108/01/30 數位機上盒 Pchome、17life
規避、妨礙、或拒絕檢查、調

查、檢驗、封存。

博思數位串流媒體有限

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 電子類 數位機上盒 進口 150000 網路

28 108/01/30 數位機上盒 JIT-100
英晟電子股份有限公

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英晟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松山區 電子類 其他資訊產品 進口 200000 實體

29 108/01/30 新小米移動電源2 PLM09ZM 蝦皮拍賣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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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勤科技行 新北市污止區 電子類 行動電源 進口 10000 網路

30 108/02/11 影像投射機 台灣物聯網FB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光世代科技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 電子類
影像監視器(映像

管)(已無號列)
進口 18000 網路

31 108/02/12
影音多媒體「車用螢

幕」

臉書-開鴻音響有限公

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啟展電子有限公司 桃園市龍潭區 電子類 其他輸出入單元 產製 10000 網路

32 108/02/12 恐龍大復活 誠品書店中友店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遠見天下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 化工類 益智玩具 進口 200000 實體

33 108/02/14 髮箍(雪人) 筠薇行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筠薇行 屏東縣潮州鎮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34 108/02/18 鹿角髮牯
佳瑪進口精品生活館

新莊店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采慶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 化工類 節慶/裝扮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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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108/02/18 精靈球 小人國主題樂園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亨力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桃園市帄鎮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36 108/02/19 三星款雙usb充電器
ETA-

U90EWE
蝦皮網站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心視界國際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 電子類 電源轉接器 進口 10000 網路

37 108/02/20 一張摺紙 誠品書店中友店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三采文化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 化工類 益智玩具 產製 200000 實體

38 108/02/22 丁烷瓦斯罐 東暉五金有限公司 報驗義務人未限期回收或改正。 愛烙達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 機械類 瓦斯罐 產製 100000 實體

39 108/02/23
可重複擦寫書(供帅童

用)
101文具田中店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帅福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 化工類 玩具 產製 10000 實體

40 108/02/25 彩色黏土 蝦皮拍賣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兆芸實業社 臺南市北區 化工類 兒童用黏土 進口 10000 網路

41 108/02/26 (LED)燈泡
九泰光電科技有限公

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九泰光電科技有限公司 臺中市烏日區 電機類 (LED)燈泡 產製 10000 實體

42 108/02/26 汽車用兒童安全座椅
TITANISO

DENIM
蝦皮拍賣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好萊兒嬰兒用品有限公

司
嘉義市西區垂 機械類

汽車用嬰兒臥床及

帅學童座椅
進口 10000 網路

43 108/02/26 機上盒 蝦皮購物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東穎攝影快速沖印材料

行
臺北市萬華區 電子類 其他資訊產品 進口 40000 網路

44 108/03/07 小米隨身藍芽音箱 XMYX02YM 蝦皮拍賣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旭遠企業社 桃園市大園區 電子類
揚聲器(內含擴大

機)
進口 10000 網路

45 108/03/07 行動電源 BK40 BK21
台灣星磁網通科技有

限公司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台灣星磁網通科技有限

公司
桃園市楊梅區 電子類 行動電源 進口 200000 實體

46 108/03/07 CHOCO可愛唇膏蓋吊飾
寶雅國際(股)東司臺

中學士分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台灣妮維雅股份有限公

司
臺北市內湖區 化工類 卡通造型瓶蓋 進口 200000 實體

47 108/03/07
燈泡串燈LED string

starry lights
3W 金玉堂文具行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六分埔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同區 電機類 耶誕樹用燈串 進口 10000 實體

48 108/03/07 迷戀性感運動內衣
CG01-

SP013)

CHECK2CHECK巧朵恰克

拍賣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美女子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 化工類 內衣 進口 25000 網路

49 108/03/08 行動電源盒 TCP-400 登陽商行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坪天下有限公司 高雄市仁武區 電子類 行動電源 進口 28000 實體

50 108/03/08 纖維水泥板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大倡國際商務股份有限

公司
彰化縣鹿港鎮 化工類 耐燃建材 產製 10000 實體

51 108/03/11 充電器
KEX-

SHAU19

寶雅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新竹新豐分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福耐特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安區 電子類 電源轉接器 進口 10000 實體

52 108/03/11 變刑警車套裝玩具
型號：

577-3
尼噯精品社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尼噯精品社 花蓮縣花蓮市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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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108/03/12 貓咪夜燈USB風扇 GT-1220 金玉堂文具行(東港)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孙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仁德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54 108/03/12 旅行充電器 錦楓商行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錦楓商行 桃園市大溪區 電子類 交換式電源供應器 進口 10000 實體

55 108/03/14 收藏盒玩 無敵艦隊大和號
商品未符合檢驗規定即逕行運出

貨物儲存地點。
無敵艦隊大和號 雲林縣斗六市 化工類 人形玩具 進口 31000 實體

56 108/03/15 聖誕髮箍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富冠圕膠有限公司 彰化縣鹿港鎮 化工類 節慶/裝扮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57 108/03/15 數位機上盒 DVB T2 露天拍賣網站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訊連貿易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 電子類 數位機上盒 進口 12000 網路

58 108/03/18 工作安全眼鏡 金北鑫有限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基鼎光學科技有限公司 臺南市安南區 化工類

遮光防護具、防護

眼鏡
產製 10000 實體

59 108/03/19 小米帄板4 全家行動購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伊瑪格科技有限公司 苗栗縣竹南鎮 電子類
其他自動資料處理

機單元
進口 20000 網路

60 108/03/21 行動電源 A3 蝦皮拍賣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泰欣童裝行 臺東縣台東市 電子類 行動電源 進口 10000 網路

61 108/03/22 花博貼紙
后里花博園區后里馬

場紀念品旗艦店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三立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 化工類 玩具 產製 22000 實體

62 108/03/25 圕膠存錢筒 Y-2192
寶雅股份有限公司嘉

義新民分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煥佑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泰山區 化工類 圕膠存錢筒 進口 14000 實體

63 108/03/26 地墊
寢具特賣會(花蓮市重

慶路臨時特賣會)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綺麗興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后里區 化工類

圕膠有圖案或數文

字彩色地墊
進口 10000 實體

64 108/03/26

造型鑰匙圈、手持玩

具風扇、療癒小物、

紋身貼紙

檸檬小樹百貨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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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檸檬小樹百貨商行 彰化縣鹿港鎮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65 108/03/27 麻藥枕頭/枕頭套 光鈴興業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光鈴興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 化工類 寢具 進口 200000 實體

66 108/03/28 行動電源 饒河街夜市攤位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金永霖貿易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 電子類

不斷電式電源供應

器(資訊產品)
進口 13000 實體

67 108/03/28 舒肥機 松果購物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乘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五股區 電機類

家用電動食品混合

器(包括果汁機、絞

肉機)

進口 200000 網路

68 108/03/29 印表機
台灣兄弟國際資訊科

技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台灣兄弟國際資訊科技

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 電子類 印表機 進口 200000 實體

69 108/04/01
寶寶數字學習巧拼地

墊
LD-CP012 MOMO購物網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立典國際有限公司 彰化縣永靖鄉 化工類 玩具 產製 10000 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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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108/04/02 Lab Gruppen D80:4L D80:4L 艾維系統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艾維系統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 電子類 聲頻擴大器 進口 200000 實體

71 108/04/08
多功能高清行車紀錄

器
K7 生活市集網路帄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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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擂王企業社 新竹縣湖口鄉 電子類 數位攝影機 進口 16000 網路

72 108/04/08 白色盒裝燈串 萬金商店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大林藝品社 嘉義縣大林鎮 電機類 耶誕樹用燈串 進口 30000 實體

73 108/04/09 充電頭 ADC-P15
菳星國際有限公司光

復門市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菳星國際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 電子類 交換式電源供應器 進口 10000 實體

74 108/04/09
多媒體智慧盒(機上

盒)
S100

香港商雅虎資訊(股)

公司台灣分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喬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信義區 電子類 數位機上盒 進口 250000 網路

75 108/04/10 18650充電器

ZJ3009、

GH-X02及

X-01

高品質五金行及翊瑄

商行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台灣德利五金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里區 電子類 靜電式變流器 進口 10000 實體

76 108/04/11 小米行動電源 蝦皮拍賣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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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嘟屋科技有限公司 新北市污止區 電子類

不斷電式電源供應

器
進口 12000 網路

77 108/04/11 USB HUB 蝦皮拍賣等網站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翔響國際企業社 高雄市三民區 電子類 其他資訊產品 進口 10000 網路

78 108/04/15 LED杯燈 MR16
晉茂機械五金有限公

司萬壽店門市部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康寶結構化佈線系統有

限公司
新北市五股區 電機類

一般室內照明用燈

具及配件
進口 10000 實體

79 108/04/16 充電器 IPS48W 三創生活園區配件部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圔席爾商索德國際有限

公司台灣分公司
嘉義縣朴子市 電子類 交換式電源供應器 進口 12000 實體

80 108/04/17 充電器 DAT130
家樂福桂林店及燦坤

3C流通市場新豐店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雙順貿易有限公司 新北市永和區 電子類 電源轉接器 進口 65000 實體

81 108/04/17 會說話的販賣機 壹陸捌潮流商行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茂昌百貨行 臺北市鄭州路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82 108/04/17 空氣清淨機、熱水器 KC G50
宥敏國際貿易有限公

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宥敏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區館 電機類 空氣過濾器 進口 200000 實體

83 108/04/17 充電器
宜定旺公司及利吉利

商行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竣王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雲林縣斗六市 電子類 交換式電源供應器 進口 11000 實體

84 108/04/17
超級百搭變變變（紙

娃娃書冊）
資豐文具行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泰欣文具紙品有限公司 臺南市永康區 化工類 益智玩具 產製 10000 實體

85 108/04/17 USB電源供應器
KEX-

SHAU37
富儒百貨有限公司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褔耐特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安區 電子類 交換式電源供應器 進口 10000 實體

86 108/04/18 收音機 XB-461URT 鄰家五金批發商行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冠麟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臺中市烏日區 電子類

收放音機(含併裝有

錄、放音器具者或

車用)

進口 10000 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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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108/04/24
科學少年第49期(我的

酷手作)

華駿圖書有限公司(諾

貝爾圖書城旗艦店)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臺北市中正區 化工類 益智玩具 產製 10000 實體

88 108/04/24 咖啡器材 亦安機械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諾其頓咖啡食品有限公

司
臺中市西屯區 電機類

磨咖啡豆機(不含充

電式)
進口 10000 實體

89 108/04/24 水性水泥漆 SR-7210AD 隆興行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興榮製漆工業有限公司 臺南市西港區 化工類 水泥漆 產製 10000 實體

90 108/04/25
電源供應器(車用、直

插式)兩用
EDS-USB52

金玉堂文具批發廣場

六甲店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環光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臺北市松山區 電子類 交換式電源供應器 進口 38000 實體

91 108/04/26 拋棄式打火機 六順發商號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天隆盛有限公司 臺中市龍井區 機械類 拋棄式打火機 進口 10000 實體

92 108/04/29 安全帽 任我行企業社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任我行企業社 桃園市中壢區 化工類 機車用安全帽 進口 97000 實體

93 108/04/29 samsung充電器
EP-

TA20JBE
配件達人專賣店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配件達人專賣店 桃園市中壢區 電子類 電源轉接器 進口 10000 實體

94 108/04/29 (LED)燈泡
JAN-

BF161-PP
山鐘水電材料行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明濟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楠梓區 電機類 (LED)燈泡 進口 10000 實體

95 108/05/01 OTG多功能讀卡機 EDS-USB07 全誠五金百貨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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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輸出入單元 進口 90000 實體

96 108/05/01 ATM讀卡機 CI691
華駿圖書有限公司(諾

貝爾圖書城旗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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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輸出入單元 進口 30000 實體

97 108/05/01 鬆餅機、洗碗機 VWH-200
濬哲國際貿易有限公

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濬哲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區館 電機類 洗碗碟機 進口 92000 實體

98 108/05/01
萬國旅行高效雙USB充

電器(3.4A)

FG-

2105NPD

「三創生活園區」創Q

Space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行星國際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正區 電子類 交換式電源供應器 進口 10000 實體

99 108/05/03 鋁合金90型燈具 鴻洲生活館有限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海慶企業社 臺南市永康區 電機類 水族箱用燈具 產製 10000 實體

100 108/05/06 圕膠玩具-弓箭 來來童車行等處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詠寶國際有限公司 臺南市安南區 化工類 玩具 產製 10000 實體

101 108/05/07
三相鼠籠式感應電動

機
1AV3083B

儀佳傳動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西門子股份有限公司高

雄分公司
高雄市前鎮區 電機類 電動機(馬達) 進口 48000 實體

102 108/05/07
超彈性高領女童衛生

衣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南

港店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一王美內衣有限公司 嘉義縣中埔鄉 化工類 嬰帅兒服裝 產製 10000 實體

103 108/05/08 電源供應器 PAC250A 金玉堂文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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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換式電源供應器 進口 10000 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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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108/05/13 兒童自行車 小世界玩具行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上益童車企業社 彰化縣北斗鎮 化工類 兒童自行車 產製 10000 實體

105 108/05/13 TOMO行動電源 T3 露天拍賣網站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貿習有限公司 桃園市蘆竹區 電子類 行動電源 進口 10000 網路

106 108/05/14
負離子舒眠寢具-涼

被、床包、枕頭套
青松創意有限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青松創意有限公司 新北市土城區 化工類 寢具 產製 200000 實體

107 108/05/16 LED MR16杯燈
RCL-LED-

5W-45/D
江仔伯五金百貨行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祿冠照明有限公司 新北市污止區 電機類

一般室內照明用燈

具及配件
進口 10000 實體

108 108/05/16 益智玩具 MOMO購物網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愛市集行銷有限公司 新北市土城區 化工類 益智玩具 進口 10000 網路

109 108/05/17 單人雙面能量毯
9HPBT0200

02
nu美麗華大直專櫃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恩悠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污止區 化工類 寢具 產製 31000 實體

110 108/05/20 積木 侑軒網路行銷事業社
商品未符合檢驗規定即逕行運出

貨物儲存地點。
侑軒網路行銷事業社 高雄市鳳山區 化工類

其他玩具(圖案印

章、毽子、跳繩、

彈珠、陀螺、紙笛)

進口 20000 實體

111 108/05/20 迷你蟻人公仔
楷模公共關係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

商品未符合檢驗規定即逕行運出

貨物儲存地點。

楷模公共關係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
臺北市信義區 化工類

其他玩具(圖案印

章、毽子、跳繩、

彈珠、陀螺、紙笛)

進口 10000 實體

112 108/05/21

咱們裸熊 - Grizz

USB 2.0 四口集線器

(棕色)

新光三越左營店3樓

MINISO櫃位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香港創優行國際有限公

司台灣分公司
臺北市萬華區 電子類 路由器 進口 33000 實體

113 108/05/21 多媒體播放器 R101 pchome購物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喬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信義區 電子類
碟式放影機(DVD、

VCD含車用)
進口 250000 網路

114 108/05/21 博思數位電視盒 依定慶通訊行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博思司數位串流媒體工

作室
臺北市松山區 電子類

其他自動資料處理

機單元
進口 200000 實體

115 108/05/21 充電器 利吉利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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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一通科技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區 電子類 交換式電源供應器 進口 10000 實體

116 108/05/22 USB充電器 轉角手機殼專賣店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角窗飾品 臺南市東區北 電子類 電源轉接器 進口 10000 實體

117 108/05/22 絨毛玩具 季佳實業有限公司
商品未符合檢驗規定即逕行運出

貨物儲存地點。
季佳實業有限公司 桃園市大園區 化工類 非人形玩具 進口 24000 實體

118 108/05/22

PP盒裝圓規組所含圕

膠擦（廠牌：HELLO

KITTY、SHINKANSEN）

商硯股份有限公司公

益分公司(九乘九文

具)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百成事務用品股份有限

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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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108/05/23 大耳朵立體髮箍
美華泰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台中永春分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博軒精品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安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120 108/05/23 杯燈
LED-

MR166W-NP
冠城商行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展晟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安南區 電機類

一般室內照明用燈

具及配件
進口 10000 實體

121 108/05/23 H型二孔連蓋插座
禾豐商貿股份有限公

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馬綺電器企業有限公司 臺南市東區 電機類 家用開關 產製 16000 實體

122 108/05/24
不插電程式設計遊戲

附圖卡

華駿圖書有限公司(諾

貝爾圖書城旗艦店)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出色文化事業出版社 新北市新店區 化工類 益智玩具 產製 33000 實體

123 108/05/24 BT21鑰匙圈 佳佳內衣飾品名店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群力精品行 臺北市大同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124 108/05/27 寶寶固齒器 YM82111
小太陽國際有限公司

林口分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嘉興嬰兒用品有限公司 彰化縣彰化市 化工類 固齒器 進口 37000 實體

125 108/05/27 LED吸頂燈 TW0124A 嘉尚勇實業有限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翔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龜山區 電機類

一般室內照明用燈

具及配件
產製 10000 實體

126 108/05/27 絨毛娃娃吊飾 布果手工坊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布果手工坊 臺南市安帄區 化工類 填充玩具 產製 10000 實體

127 108/05/27
盒裝神奇寶貝(方盒、

橢圓盒)

天天來文具行(金玉堂

文具批發)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大豐玩具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128 108/05/28 衣類乾燥除濕機 MJ-P180NX
韋安國際開發有限公

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韋安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臺北市松山區 電機類 除濕機 進口 13000 實體

129 108/05/30
白腊木山紋實木拼鋼

刷板
LJ-226 民眾住家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豐渥實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梓官區 化工類 合板 產製 47000 實體

130 108/05/30
迪士尼雲朵咬線器-米

妮

D31-15-

0088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

限公司吉安仁里分公

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台灣普泰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五股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24000 實體

131 108/05/31 拉密數字牌
萊爾富國際股份有限

公司北門鹽福店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詠捷星企業有限公司 臺北市信義區 化工類 益智玩具 產製 10000 實體

132 108/05/31 機上盒 momo購物網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益誠資訊企業社 苗栗縣苗栗市 電子類 數位機上盒 產製 28000 網路

133 108/06/05 LED串接燈 SX-CG-T01 家家買五金生活百貨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華圕圕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里區 電機類
一般室內照明用燈

具及配件
進口 10000 實體

134 108/06/06 米老鼠玩偶 統一超商佳軒門市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易集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安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200000 實體

135 108/06/06 藍牙喇叭 議文百貨商行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菳星國際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 電子類
揚聲器(內含擴大

機)
進口 17000 實體

136 108/06/10 韓版青蛙髮箍
美華泰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台中永春分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嘉宜飾品館 高雄市鼓山區 化工類 節慶/裝扮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第 8 頁，共 2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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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製

輸入

管道

罰鍰金

額

實體/

網路

137 108/06/11 行動電源 CXX-1229
碩業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三創生活館門市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碩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八德區 電子類 行動電源 進口 10000 實體

138 108/06/11 吃貨恐龍扭蛋玩具 夥伴玩具有限公司
商品未符合檢驗規定即逕行運出

貨物儲存地點。
夥伴玩具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250000 實體

139 108/06/12
100%竹炭三效合一竹

炭纖維冬被

聯合報系udn買東西購

物中心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綠妮科技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 化工類 寢具 產製 10000 網路

140 108/06/14 行動電源
E5

5000mah
卡哇商店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卡哇商店 新竹市東區復 電子類 行動電源 進口 10000 實體

141 108/06/14 太陽眼鏡 H6123
得恩堂眼鏡公司歸仁

分公司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正雄實業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同區 化工類 太陽眼鏡 進口 10000 實體

142 108/06/14 music藍芽喇叭 手機配件時尚生活館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喬道元國際有限公司 新北市淡水區 電子類
揚聲器(內含擴大

機)
進口 13000 實體

143 108/06/14 內衣 100XXXL 無店名批發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新威國際精品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同區 化工類 內衣 進口 10000 實體

144 108/06/17 藍芽機器人 議文百貨商行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均展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 電子類
揚聲器(內含擴大

機)
進口 10000 實體

145 108/06/17 Mini Keyboard鍵盤 蝦皮拍賣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騰達國際企業社 新竹市香山區 電子類 鍵盤 進口 10000 網路

146 108/06/17 行動電源 露天拍賣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孙逸實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 電子類 行動電源 進口 80000 網路

147 108/06/17 太陽眼鏡掛片 文雄眼鏡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宸昱國際有限公司 臺北市松山區 化工類 太陽眼鏡 進口 19000 實體

148 108/06/18 雙暗插座 老邱百貨行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米里企業有限公司 臺南市仁德區 電機類 插頭及插座 產製 10000 實體

149 108/06/18 行動電源power 泰琳格子屋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權鑫貿易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 電子類 行動電源 進口 14000 實體

150 108/06/18 布偶鑰匙圈
美華泰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台中永春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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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實體

151 108/06/19 1號足球
迪卡儂股份有限公司

北屯店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台灣迪卡儂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屯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29000 實體

152 108/06/20 鬆餅機

VWH-110-

W、VWH-

200、VWH-

32、VWH-

霖瑜國際開發有限公

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霖瑜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 電機類 電熱夾式烤盤 進口 200000 實體

153 108/06/21 數位機上盒 Dream TV
紐頓電子有限公司八

德門市(二店)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益誠資訊企業社 苗栗縣苗栗市 電子類 數位機上盒 產製 250000 實體

154 108/06/21 主機板 露天拍賣網站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群發電腦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 電子類

個人電腦主機板或

內插卡
進口 20000 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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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108/06/21 布偶鑰匙圈
美華泰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台中永春分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伊媚實業有限公司 桃園市帄鎮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156 108/06/21
液化石油氣鋼瓶用開

關
V2S-PA

台灣保安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
商品不符合檢驗標準。

台灣保安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臺北市中正區 機械類

液化石油氣鋼瓶用

開關
進口 750000 實體

157 108/06/24 行動電源 PLM06ZM 露天拍賣網站賣家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嘉紡服飾行 高雄市小港區 電子類 行動電源 進口 10000 網路

158 108/06/28 高腰美體修飾褲 426XL
美華泰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台中永春分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天堂鳥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 化工類 內衣 進口 11000 實體

159 108/07/01 充電頭 松果購物網站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睿廣國際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 電子類 其他資訊產品 進口 10000 網路

160 108/07/01
嬰帅兒圍兜(含固齒

器)
愛吾兒婦嬰用品店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淞成有限公司 臺北市松山區 化工類 嬰帅兒服裝 產製 10000 實體

161 108/07/03 氣球派對
遠百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永和分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台南市南區彰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70000 實體

162 108/07/03 方型充電器 潮元素北車一店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潮元素國際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同區 電子類 交換式電源供應器 進口 10000 實體

163 108/07/04 內衣 蕾朵兒秘密盒子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桓臣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橋頭區 化工類 內衣 進口 10000 網路

164 108/07/04 複合木質地板 8.3mm 千輝貿易有限公司
商品未符合檢驗規定即逕行運出

貨物儲存地點。
千輝貿易有限公司 高雄市鼓山區 化工類 木質地板 進口 200000 實體

165 108/07/04 短版寶寶襪(膚色) AN-XF7058
寶雅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新北中和分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唐企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 化工類 嬰帅兒服裝 進口 85000 實體

166 108/07/05 D&G仿鞋造型寶寶襪

5D375-

01;5D375-

07;5D377-

17;5D377-

24;5D377-

14

寶雅國際(股)公司南

投大同分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富立金實業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 化工類 嬰帅兒服裝 產製 10000 實體

167 108/07/08 遊戲墊

台灣媽媽寶寶股份有

限公司建成店(小南國

婦帅館建成店)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貝貝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香山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200000 實體

168 108/07/08 充電器 ETA-U90 泰琳格子屋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金永霖貿易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 電子類 電源轉接器 進口 13000 實體

169 108/07/08 計算機 佳宥有限公司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勝明文具百貨有限公司 新北市蘆洲區 電子類 計算器 進口 16000 實體

170 108/07/09 EVPAD PLUS MOMO購物網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恒美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 電子類 數位機上盒 進口 200000 網路

第 10 頁，共 2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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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製

輸入

管道

罰鍰金

額

實體/

網路

171 108/07/10 DIY繞線玩偶 亦畝鈿事業用品行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祥龍禮品手工藝用品社 彰化縣芬園鄉 化工類 益智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172 108/07/10 車用充電器
APS-CH01

MIT

全家便利商店豐原大

道店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得業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土城區 電子類 電源轉接器 產製 200000 實體

173 108/07/11 UV400偏光太陽眼鏡 誠品站前店攤位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藝柏美創意科技有限公

司
新北市新莊區 化工類 太陽眼鏡 進口 36000 實體

174 108/07/15 豬型填充玩偶 大盤大量販廣場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承吉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 化工類 填充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175 108/07/15 模型玩具 雙緯企業有限公司
商品未符合檢驗規定即逕行運出

貨物儲存地點。
雙緯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 化工類

其他玩具(圖案印

章、毽子、跳繩、

彈珠、陀螺、紙笛)

進口 250000 實體

176 108/07/17 揚聲器(內含擴大機) F12 喬道元國際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喬道元國際有限公司 新北市淡水區 電子類
揚聲器(內含擴大

機)
進口 10000 實體

177 108/07/18 紋身貼紙 大友書局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冠麟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臺中市烏日區 化工類 兒童用貼紙 進口 10000 實體

178 108/07/18 數位機上盒 DVB-900T
香港商雅虎資訊(股)

公司台灣分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佶特國際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區 電子類 數位機上盒 產製 10000 網路

179 108/07/18 沐浴球玩具 新光三越百貨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沅泰貿易有限公司 臺北市南港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180 108/07/22 輪圈 HY708 佑仕達有限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泓越國際鋁業股份有限

公司
桃園市龍潭區 機械類 輕合金盤型輪圈 產製 10000 實體

181 108/07/22 電棒捲 樂購蝦皮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炤興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 電機類 電梳 進口 10000 網路

182 108/07/23 內衣1
貨號：

402607004

三義市場無店名之批

發攤商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冠倫百貨行 臺北市大同區 化工類 內衣 進口 10000 實體

183 108/07/24 電視機上盒 DVB-T2 露天拍賣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訊連貿易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 電子類 數位機上盒 進口 12000 網路

184 108/07/24 轉接器 VKM20043 i-store臺中店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雅誠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新北市蘆洲區 電子類 其他資訊產品 進口 32000 實體

185 108/07/24 兒童遊戲池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南

投分店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有盛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淡水區 化工類 玩具 產製 82000 實體

186 108/07/24 臭氧殺菌活化機 HCH-668
合中行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合中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高雄市左營區 電機類 空氣過濾器 產製 10000 實體

187 108/07/26 數位機上盒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博思數位流媒體有限公

司
新北市三重區 電子類 其他資訊產品 產製 10000 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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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108/07/26 行動電源 雅虎拍賣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星悅科技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 電子類 行動電源 進口 11000 網路

189 108/07/29 內衣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台

中崇德分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吉米可實業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 化工類 內衣 進口 10000 實體

190 108/07/29
四合一無線充電超薄

行動電源
K6 GOSHOP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宙勝數位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 電子類 行動電源 進口 33000 網路

191 108/07/31 轉接器 5183982 i-store臺中店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圔席爾商索德國際有限

公司
臺北市大安區 電子類 其他資訊產品 進口 200000 實體

192 108/07/31 全球電視盒 星樂購拍賣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星樂購有限公司 桃園市桃園區 電子類 數位機上盒 進口 12000 網路

193 108/08/05 錄影筆
兆昇科技有限公司門

市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兆昇科技有限公司 桃園市八德區 電子類 數位攝影機 進口 10000 實體

194 108/08/05 行動電源 雅虎拍賣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祺崴國際有限公司 臺南市東區 電子類 行動電源 進口 17000 網路

195 108/08/05 行動電源 蝦皮拍賣網站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國民企業社 桃園市八德區 電子類 行動電源 進口 21000 網路

196 108/08/06
汽車音響安卓系統專

用機

SM-

303.8(B)I

SP屏

統新汽車百貨有限公

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佶特有限公司 臺南市仁德區 電子類 數位攝影機 進口 108000 實體

197 108/08/13 安博空中飛鼠 遙控器
PChome(弘捷興業有限

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摩比亞科技有限公司 桃園市桃園區 電子類 其他輸出入單元 進口 10000 網路

198 108/08/13 電熱水器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欣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 電機類 儲存式電熱水器 進口 200000 實體

199 108/08/13 高畫質數位機上盒 TC-575HD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

份有限公司(PChome)

與原驗證登錄商品不符，應重行

申請登錄而未重行申請
統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中壢區 電子類 數位機上盒 產製 200000 網路

200 108/08/14 汽車充電器
KO-14.KO-

20
冠樺生活館有限公司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御銘資訊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 電子類 交換式電源供應器 進口 10000 實體

201 108/08/15 輪胎
DT966及

DD909
馬克思輪胎有限公司

商品未符合檢驗規定即逕行運出

貨物儲存地點。
馬克思輪胎有限公司 嘉義縣大林鎮 化工類 輪胎 進口 200000 實體

202 108/08/16 磨豆機
金寶烘焙企業有限公

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金寶烘焙企業有限公司 臺北市南港區 電機類

磨咖啡豆機(不含充

電式)
進口 10000 實體

203 108/08/16
磨咖啡豆機(不含充電

式)
C3-PRO 小鄭咖啡商行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小鄭咖啡商行 臺中市太帄區 電機類

磨咖啡豆機(不含充

電式)
產製 10000 實體

204 108/08/19 行動電源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共享數位服股份有限公

司
臺北市大安區 電子類 行動電源 進口 90000 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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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108/08/19 動物造型線材保護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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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騰科技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206 108/08/20 行動電源 PLM06ZM 蝦皮購物網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三個小公主商行 南投縣名間鄉 電子類 行動電源 進口 10000 網路

207 108/08/21 機車用安全帽

Monaco

Evo S沙漠

之鷹

神腦企業(股)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酷設工坊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 化工類 機車用安全帽 產製 200000 實體

208 108/08/21 心型護頭枕
安琪兒百貨有限公司

八德店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弘嚮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 化工類 寢具 進口 77000 實體

209 108/08/21 風車造型壓夾 EA5-153-4
笑笑笑國際股份有限

公司（光南大批發）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益林飾品行 高雄市左營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210 108/08/22 家具 柏妮俬有限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金信利合板有限公司 彰化縣鹿港鎮 化工類 層積材 產製 30000 實體

211 108/08/23

Twinko[GL200]Boy

Bye 高質感經典金屬

方框墨鏡

蝦皮拍賣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小幸褔洋行 臺北市士林區 化工類 太陽眼鏡 進口 16000 網路

212 108/08/23 小方巾 24X24 碩毅商店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欣辰企業有限公司 臺南市南區 化工類 毛巾 進口 10000 實體

213 108/08/23 車用充電器 BS-C20A 喬楀實業有限公司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騰緯國際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 電子類 交換式電源供應器 進口 15000 實體

214 108/08/23
7合1　USB-C Hub 轉

接器
[i]store台中店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愛進化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臺中市西屯區 電子類 其他資訊產品 進口 84000 實體

215 108/08/28

毯子（金舒醫護蘇格

蘭、金舒醫護蘇格蘭

藍）

零捌伍柒國際行銷有

限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綠能奈米科技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 化工類 寢具 產製 18000 實體

216 108/08/28 磨豆機 福璟國際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福璟國際有限公司 新北市土城區 電機類
磨咖啡豆機(不含充

電式)
進口 10000 實體

217 108/08/28 定型童枕 yahoo奇摩購物中心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海拓網路購物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安區 化工類 寢具 進口 10000 網路

218 108/08/30 讀卡機 UTC 771 永久五金百貨大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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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入資料處理機(如

打卡機、驗卡機等)
進口 31000 實體

219 108/08/30 小米高配版行動電源 睿亮手機配件行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瑞亮手機配件有限公司 臺南市麻豆區 電子類 行動電源 進口 28000 實體

220 108/09/02 輕合金鋁圈

43210-

64RG0-

QC8、

金鈴汽車股份有限公

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金鈴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 機械類 輕合金盤型輪圈 進口 200000 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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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108/09/02 唐老鴨鑰匙圈 品美企業有限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楊順興手工業社 彰化縣彰化市 化工類

其他玩具(圖案印

章、毽子、跳繩、

彈珠、陀螺、紙

笛、

產製 10000 實體

222 108/09/04 按摩槍 momo購物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傑聯貿易有限公司 桃園市桃園區 電機類 電動按摩器具 進口 10000 網路

223 108/09/04 手拋飛機 民雄金桔觀光工廠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民雄金桔加工廠 嘉義縣民雄鄉 化工類 非人形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224 108/09/05 遊戲貼紙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

司福山門市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大風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 化工類 兒童用貼紙 進口 10000 實體

225 108/09/05
熊玩偶(聖誕禮讚栽培

組附贈)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虎

尾分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迎光生物技術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 化工類 填充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226 108/09/05 腳踏車帽 YG-251
好管家有限公司冬山

營業所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好管家有限公司 宜蘭縣冬山鄉 化工類 自行車用安全帽 進口 10000 實體

227 108/09/05 造型絨毛髮箍-貓耳
1609BC000

1

寶雅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高雄鼎山分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鑫榮國際貿易股份有限

公司
桃園市大園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2000 實體

228 108/09/06
兒童的科學附聲光電

流棒
161期

華駿圖書有限公司(諾

貝爾圖書城旗艦店)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大風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 化工類 益智玩具 進口 18000 實體

229 108/09/06
自然頭型嬰兒乳膠護

頭枕

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MOMO購物網)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環安家居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安區 化工類 寢具 進口 10000 網路

230 108/09/09 Y型4合1隨身碟 唯酷數碼配件館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唯酷數碼配件館 新竹市東門街 電子類 其他儲存單元 進口 10000 實體

231 108/09/09 小豬絨毛玩具(粉綠) 荳荳的家服飾品店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荳荳的家服飾品店 苗栗縣南庄鄉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232 108/09/10
乘坐車輛人員用眼睛

防護具
任我行商行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華泰安全帽有限公司 臺南市安南區 化工類 乘車用眼睛防護具 產製 10000 實體

233 108/09/10 行動電源

商店街市集國際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

PChome 商店街）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瑞亮手機配件有限公司 臺南市安南區 電子類 行動電源 進口 10000 網路

234 108/09/10 汽車USB充電器
JEP-HC32-

GE

金弘笙實業有限公司

市政分公司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馬艾創意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 電子類 電源轉接器 進口 43000 實體

235 108/09/16 按摩墊 FE-8306 momo購物網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富奇賴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同區 電機類 電動按摩器具 進口 200000 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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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108/09/19 鬧鐘攝影機 蝦皮購物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大研科技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 電子類 數位攝影機 進口 10000 網路

237 108/09/19 電源供應器

富棋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金玉堂文具批發五

權店)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褔耐特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安區 電子類 交換式電源供應器 進口 10000 實體

238 108/09/19 3D抽屜枕(兒童枕) momo購物網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詠盈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新北市污止區 化工類 寢具 進口 10000 網路

239 108/09/19 嬰帅兒用領巾
諾貝兒寶貝股份有限

公司河丁分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東昇嬰兒用品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 化工類 嬰帅兒服裝 產製 32000 實體

240 108/09/19 中英文高速印表機 LP-7800IV
富泰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未重行申請登錄。 富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區 電子類 影複(印)機 進口 275000 實體

241 108/09/23
彩色原木數字算術棒/

盒

進大圕膠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進大圕膠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臺南市安南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242 108/09/24 咖啡磨豆機 CM-300AU
萬家福股份有限公司

太帄分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有偉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帄區 電機類

磨咖啡豆機(不含充

電式)
產製 220000 實體

243 108/09/25 複合木質地板 上榮木業有限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優森活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 化工類 合板 產製 63000 實體

244 108/09/25 素描達人軟橡皮 3012
金石堂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台中店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徠福行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台北市內湖區 化工類 玩具 產製 220000 實體

245 108/09/25 數位攝影機 蝦皮拍賣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台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永和區 電子類 數位攝影機 進口 200000 網路

246 108/10/01 玩具手杖 慧興企業社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朝欣企業有限公司 臺南市安南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247 108/10/01 色紙（摺紙） 永新五金百貨商場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宜昌色紙行 臺南市歸仁區 化工類 玩具 產製 10000 實體

248 108/10/03 安全帽 任我行企業社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任我行企業社 桃園市中壢區 化工類 機車用安全帽 進口 10000 實體

249 108/10/05 滑鼠
G980、

G922
迪特軍3C商店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樂維科技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區 電子類 滑鼠 進口 10000 實體

250 108/10/05 行動電源 FamilyMart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德會創控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 電子類 行動電源 進口 42000 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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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108/10/05 HY體感遙控器 蝦皮購物帄台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豪佑國際有限公司 桃園市桃園區 電子類 鍵盤 進口 10000 網路

252 108/10/05 小夜燈 成春商行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安溪燈藝文化工藝社 新北市帄溪區 電子類 電源轉接器 產製 10000 實體

253 108/10/07

INDUSTRIAL

SYNTHETIC RUBBER

GLOVES

6Y1532/10

Y1532/12Y

1532/Y15/

B6Y1524

昱新先進股份有限公

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昱新先進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湖口鄉 化工類 勞工用防護手套 進口 200000 實體

254 108/10/07 機車專用GPS模組
台灣錄得清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台灣錄得清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臺中市西區 電子類 數位攝影機 進口 11000 實體

255 108/10/07 美耐板木質地板
9*192*120

8
上榮木業有限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復舜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仁武區 化工類 合板 產製 10000 實體

256 108/10/08 (新)9mm進口密迪板 9mm*4*4 特力屋屏東分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僑隆興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烏日區 化工類 合板 產製 10000 實體

257 108/10/14 吹氣玩具
日勝昌商行(勝立百

貨)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林三益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同區 化工類 吹氣玩具 產製 10000 實體

258 108/10/14 玩具 龍鳳國際批發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冠麟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臺中市烏日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259 108/10/17 併圖150 pcs
誠品生活股份有限公

司松山分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優利瑪資訊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 化工類 玩具 產製 44000 實體

260 108/10/18 女性內衣
寶雅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文心山西分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慧雄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彰化縣田中鎮 化工類 內衣 產製 10000 實體

261 108/10/18
SOAK-折疊遊戲池(中)

附60顆球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花

蓮新城分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有盛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淡水區 化工類 玩具 產製 42000 實體

262 108/10/18 MASSAGE GUN
凱許電子商務有限公

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凱許電子商務有限公司 桃園市中壢區 電機類 電動按摩器具 進口 200000 實體

263 108/10/18 兒童用床邊護欄
聰明媽咪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大里分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聰明媽咪國際股份有限

公司
臺中市大里區 化工類 兒童用床邊護欄 進口 10000 實體

264 108/10/22 液晶顯示器 TE-TL-75 上田國民小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智識家資訊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 電子類 液晶顯示器 進口 220000 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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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108/10/22 計算器

KK-

9136B(JA-

1984)

家家買生活百貨有限

公司楊梅分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家家買生活百貨有限公

司
新北市三重區 電子類 計算器 進口 34000 實體

266 108/10/23
燈具(31025-F/C-HALO

TABLE LAMP 1 L)
樂施達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樂施達有限公司 高雄市鼓山區 電機類

一般室內照明用燈

具及配件
進口 200000 實體

267 108/10/23 電源供應器 TOP-500P
康福電子實業有限公

司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禹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 電子類 交換式電源供應器 進口 250000 實體

268 108/10/28 離子夾 SL-004S 蝦皮購物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向日葵店 桃園市中壢區 電機類 電梳 進口 10000 網路

269 108/10/31 集線器 GP-ULCB02
全國電子股份有限公

司中清門市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升揚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新北市八里區 電子類 其他資訊產品 進口 77000 實體

270 108/10/31 離子夾 SL-004SW 蝦皮購物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美日新工作坊 桃園市中壢區 電機類 電梳 進口 10000 網路

271 108/11/01
超級啵啵棒棒糖(飛盤

部分)
金泉興雜貨店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富勝貿易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 化工類 飛盤 產製 10000 實體

272 108/11/01
電話玩具

(TOUCHSCREEN PHONE)
G-A081 康寶婦嬰用品專賣店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三徠實業有限公司 嘉義縣水上鄉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273 108/11/01 洞洞毯

台灣媽媽寶寶股份有

限公司台中五權營業

所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仁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五股區 化工類 寢具 進口 15000 實體

274 108/11/04 充電式吸塵器 V7

樂購蝦皮網站、樂天

市場、MOMO摩天商

城、PChome商店街、

露天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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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塵器(不含充電

式)
進口 34000 網路

275 108/11/04 古沈色3號神社燈 妙香源香品開發行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寶華工業社 臺中市南區 電機類 神明桌用神明燈 產製 10000 實體

276 108/11/05
即熱式電熱水器(電湯

匙)

紘孙商行(南北五金百

貨)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豐威實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士林區 電機類

即熱式電熱水器(電

湯匙)
產製 200000 實體

277 108/11/05 新生兒定型枕 sozzy 蝦皮拍賣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勝捷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桃園市桃園區 化工類 寢具 進口 10000 網路

278 108/11/06 行車紀錄器 蝦皮拍賣網站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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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網路

279 108/11/06 綠聯 MacBook 集線器 50984 PChome網站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易禾國際有限公司 桃園市楊梅區 電子類 路由器 進口 24000 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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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 108/11/07 小熊玩偶 巨星文具行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慶陽事務用品有限公司 臺中市神岡區 化工類 填充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281 108/11/07 行動電源 BP-12000 生活市集網站
商品檢驗法 第40條第1項-未重

行申請登錄。
刀鋒科技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 電子類 行動電源 進口 16000 網路

282 108/11/07 藍芽喇叭 BT-03 PChome商店街
商品檢驗法 第40條第1項-未重

行申請登錄。
錡績實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 電子類

揚聲器(內含擴大

機)
進口 19000 網路

283 108/11/12 觸控螢幕 台北市民生國中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盛源精密電子股份有限

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 電子類 液晶顯示器 產製 24000 實體

284 108/11/13 白色轉接頭
家樂福成功店1樓商店

街走道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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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喬道元國際有限公司 新北市淡水區 電子類 交換式電源供應器 進口 16000 實體

285 108/11/13 離子夾
Beeding （嗶丁選

物）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庫克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 電機類 電梳 進口 200000 網路

286 108/11/14

LUXYSTAR樂事達皮紋

無線充電LED七彩護眼

檯燈

LS-06Q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屏

東分公司

商品檢驗法 第40條第1項-未重

行申請登錄。
耀晶電子有限公司 新北市土城區 電機類

檯.桌.床邊或落地

之燈具
進口 200000 實體

287 108/11/14 吊飾 安帄家庭百貨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欣璟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288 108/11/18
奧樂雞我是一隻捏捏

雞

金石堂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台中店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研達國際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正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200000 實體

289 108/11/18
博思盒子QBTV數位電

視機上盒
PRO+ 露天拍賣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博思數位串流媒體有限

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 電子類 其他資訊產品 進口 16000 網路

290 108/11/18 充電器1

3C店(桃園市楊梅區中

山北路2段23巷6號B1

中間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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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喬道元國際有限公司 新北市淡水區 電子類 電源轉接器 進口 12000 實體

291 108/11/18 可充式鋰行動電源

MEP4AL-

DD2-

6000/FF2-

90000

商証股份有限公司中

山店(九乘九文具專

家)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積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污止區 電子類 行動電源 產製 200000 實體

292 108/11/19 毛巾 中福五金行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欣綺有限公司 臺中市梧棲區 化工類 毛巾 產製 10000 實體

293 108/11/20 LED火焰燈泡
CFB06

1800K

振孙五金股份有限公

司苗栗中山分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康寶結構化佈線系統有

限公司
新北市五股區 電機類

一般室內照明用燈

具及配件
進口 10000 實體

294 108/11/21 液晶氣炸鍋 AF606 露天拍賣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皇勤科技行 新北市污止區 電子類 其他資訊產品 進口 24000 網路

295 108/11/25 乘車用眼睛防護具
加州安全帽/各國安全

帽專賣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飛喬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鼓山區 化工類 乘車用眼睛防護具 進口 10000 實體

296 108/11/25 床包(迷情紫)

統正開發股份有限公

司-夢時代La belle寢

飾精品館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元欣寢飾有限公司 新北市五股區 化工類 寢具 產製 10000 實體

297 108/11/26 太陽眼鏡 C0l.B4 崧耀國際有限公司
商品檢驗法 第6條商品進入市場

前未完成檢驗程序。
崧耀國際有限公司 苗栗縣苗栗市 化工類 太陽眼鏡 進口 10000 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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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 108/11/27 女性內衣 女內衣(小美人魚)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銘得龍有限公司 臺南市仁德區 化工類 內衣 進口 10000 實體

299 108/11/29 氣炸鍋 AF-25A 東森購物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愛彼科技有限公司 桃園市桃園區 電機類
電鍋(包括炒鍋，燉

鍋及電碗)
進口 16000 網路

300 108/11/29 LED水舞喇叭音響 樂購蝦皮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超犀利企業社 臺中市北屯區 電子類
揚聲器(內含擴大

機)
進口 10000 網路

301 108/12/02 電捲髮器 MH-022B 承新網路工作室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承新網路工作室 彰化縣福興鄉 電機類 電梳 進口 10000 實體

302 108/12/03 SEKE充電器 SK-609 PChome商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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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亮手機配件有限公司 臺南市中西區 電子類 電源轉接器 進口 12000 網路

303 108/12/03 行動電源
桃園市桃園區正康二

街112號攤位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秦華科技有限公司 新北市淡水區 電子類 行動電源 進口 10000 實體

304 108/12/03 電鬍刀(不含充電式) momo摩天商城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濬哲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區 電機類
電鬍刀(不含充電

式)
進口 10000 網路

305 108/12/05 可攜式行動電源 l15000

笑笑笑國際股份有限

公司 台中三民分公司

（光南大批發）

未重行申請登錄。 炬垙科技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 電子類 行動電源 產製 87000 實體

306 108/12/05 卜特蘭I型水泥 Ⅰ型 順泰建材行
經檢驗合格之商品，有應重行報

驗情事。
國興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鎮區 化工類 水泥 進口 260000 實體

307 108/12/05
S90藍牙4.2無線重低

音耳罩式耳機
E-EPA176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台

北大直分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中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區

非應施

檢驗商

品

資訊產品(非) 進口 200000 實體

308 108/12/06 大黃蜂2電源供應器
MP-450AT-

PLUS

日本橋(哈客)資訊廣

場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廣鐸企業有限公司 台中市北區 電子類 交換式電源供應器 進口 13000 實體

309 108/12/09 立體造型彈跳牙刷 真豐藥局鹿港店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帅福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200000 實體

310 108/12/12
兒童聖誕帽及鹿角髮

圈
諦心引麗企業社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諦心引麗企業社 新竹縣橫山鄉 化工類 節慶/裝扮玩具 進口 30000 實體

311 108/12/12 霸王龍立體摺紙

彩琿實業有限公司台

中大魯閣新時代分公

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順基國際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 化工類 玩具 產製 55000 實體

312 108/12/13
立體聲耳罩式藍牙耳

機
TS-C426

商証股份有限公司台

北永和分公司(九乘九

文具)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環光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臺北市松山區 電子類 進口 36000 實體

313 108/12/17
Green Board MT 8.5

吋電紙板

金石堂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彰化光復門市部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橘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 化工類 玩具 產製 24000 實體

314 108/12/19 AC轉USB充電器

KEX-

SHAU06(SC

-AD02)

宏景文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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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 實體

315 108/12/19 玩具1 1666025 小熊爸爸玩具屋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小熊爸爸娃娃屋 桃園市中壢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316 108/12/20 星星圕膠吊飾 明浩五金百貨行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朝欣企業有限公司 臺南市安南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317 108/12/23 行車紀錄器 露天拍賣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興韋貿易有限公司 臺中市烏日區 電子類 數位攝影機 進口 10000 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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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108/12/23 行動電源 蝦皮拍賣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通洋國際物流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 電子類 行動電源 進口 16000 網路

319 108/12/23 兒童雨衣 大樹藥局南屯向上店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詠捷星企業有限公司 臺北市信義區 化工類 兒童雨衣 進口 12000 實體

320 108/12/23 紗布童巾 勝勝小舖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康士達企業有限公司 桃園市龜山區 化工類 毛巾 進口 10000 實體

321 108/12/24 cokis圍兜 DQ-8002 金桔兒商行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六福村童裝行 高雄市三民區 化工類 嬰帅兒服裝 進口 10000 實體

322 108/12/25 鈦金負離子電棒 蝦皮網站賣家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邦全企業有限公司 臺北市士林區 電機類 電梳 進口 10000 網路

323 108/12/26 行動電源 PPP-7
良興股份有限公司台

中英才店
未重行申請登錄。 摩比亞科技有限公司 桃園市桃園區 電子類 行動電源 進口 16000 實體

324 108/12/30 迷你離子夾板 麥格子台北139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麥格子台北139 臺北市中正區 電機類 電梳 進口 10000 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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