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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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9/01/06 LED燈泡
GLX086525

ND

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

限公司台灣分公司(超

凡國度)

與原驗證登錄商品不符，應重

行申請登錄而未重行申請
亞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金區 電機類 (LED)燈泡 進口 250000 網路

2 109/01/06
美國meresoy mini輕

便靜音筋膜按摩槍
shark tank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克剛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安區 電機類 電動按摩器具 進口 10000 網路

3 109/01/06 滑鼠 蝦皮購物平台賣場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颯克斯企業社 臺中市太平區 電子類 滑鼠 進口 36000 網路

4 109/01/06 A6、A7積木造型筆記
國立臺灣文學館藝文賣

店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柚子軒網路行銷有限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 化工類 玩具 產製 10000 實體

5 109/01/06 電腦螢幕收納支架 A0515 樂天市場網站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皇勤科技行 新北市汐止區 電子類 電源轉接器 進口 12000 實體

6 109/01/09 QC3.0車用電源供應器 EDS-USB34 建晨商行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環光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新北市泰山區 電子類 交換式電源供應器 進口 10000 實體

7 109/01/09
菠蘿君BOOSTER T(電

動振動肌肉筋膜按摩
OP BOX指尖購物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指尖購物有限公司 臺北市北投區 電機類 電動按摩器具 進口 10000 網路

8 109/01/10 按摩槍 方程式單車行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方程式單車行 臺北市松山區 電機類 電動按摩器具 進口 25000 網路

9 109/01/13 榨汁機 可承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可承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 電機類 榨汁機 進口 10000 實體

10 109/01/15 主機+螢幕
B1、B2、

B3
臉書網頁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極佳電通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 電子類 其他監視器 進口 200000 網路

11 109/01/15 【科技小黑】電鍋 HF-919TS
臉書用戶「曼尼家電

Money」網頁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葳波創意社 高雄市三民區 電機類

電鍋(包括炒鍋，燉

鍋及電碗)
進口 200000 網路

12 109/01/16
觸控超薄可攜式外接

螢幕

ZP15-T

Plus

PChome Online24h 購

物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小婷電腦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 電子類

電腦顯示器(已無號

列)
進口 26000 網路

13 109/01/20
聲寶美式大勾管不鏽

鋼鵝頸龍頭

金伶企業社(水易購淨

水網一心店)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堤雅實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區 機械類 飲水用水龍頭 進口 15000 實體

14 109/01/30
【小尋】12吋液晶手

寫板(彩色版)
momo購物網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伊瑪格科技有限公司 桃園市中壢區 化工類 掌上型遊樂器 進口 10000 網路

15 109/01/31 環保布尿布 樂購蝦皮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灝誠婦嬰用品企業社 臺北市中山區 化工類 嬰幼兒服裝 進口 43000 網路

16 109/02/03 迴力車鑰匙圈 創世紀文具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瑞時尚精品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17 109/02/03 USB2.0高速集線器
AHB-

002LAN
建晨商行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威立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 電子類 其他資訊產品 進口 31000 實體

18 109/02/03 畫板玩具 昇洋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昇洋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2000 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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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09/02/05 飛利浦智睿台燈二代 9290012681
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

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原豊科技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 電機類

一般室內照明用燈具

及配件
進口 10000 網路

20 109/02/06 挖土機包屁衣 杏林婦嬰藥局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貝多芬服裝社 臺北市萬華區 化工類 嬰幼兒服裝 產製 10000 實體

21 109/02/06
Hello Kitty 歡樂聖

誕零食包(附玩具貼

寶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愛買復興分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國億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區 化工類 兒童用貼紙 進口 10000 實體

22 109/02/06 嬰兒圍兜及肚圍 天后藝品店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隆成製衣帽有限公司 彰化縣彰化市 化工類 嬰幼兒服裝 產製 10000 實體

23 109/02/06 肌肉筋膜按摩槍 樂天市場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皇勤科技行 新北市汐止區 電機類 電動按摩器具 進口 14000 網路

24 109/02/06 筋膜按摩槍
永利國際有限公司

www.ifreed.com.tw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永利國際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屯區 電機類 電動按摩器具 進口 12000 網路

25 109/02/07 按摩床墊
BE-

A00019-01
momo購物網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元和興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 電機類 電動按摩器具 進口 10000 網路

26 109/02/07 環保布尿布
誠品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信義第一分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睿嘉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 化工類 嬰幼兒服裝 進口 20000 實體

27 109/02/07 USB充電器 蝦皮購物網站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壹米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 電子類 交換式電源供應器 進口 10000 網路

28 109/02/07 卡拉OK伴唱機 momo購物網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上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寶山鄉 電子類 數位卡拉OK機 產製 200000 網路

29 109/02/07
馬卡龍快充頭、3孔

USB充電器
AR-QC-03

蝦皮購物網站之刀鋒商

城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刀鋒科技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 電子類 電源轉接器 進口 10000 網路

30 109/02/10
行車紀錄器/汽車啟動

電源
SJ-9000 Yahoo奇摩拍賣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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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109/02/10 (童)妙妙髮圈 26279
寶雅國際有限公司台中

美村南分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當代商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肚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32 109/02/11 魔術方塊鑰匙圈
金石堂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台南分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捷龍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龜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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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109/02/13
印花雙面色紙

15x15cm-100入

料號：PP-

24050

寶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歸仁分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珠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雲林縣虎尾鎮 化工類

其他玩具(圖案印

章、毽子、跳繩、彈

珠、陀螺、紙笛、

產製 12000 實體

34 109/02/14 鋁圈 奕金購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奕金購有限公司 桃園市蘆竹區 機械類 輕合金盤型輪圈 進口 200000 實體

35 109/02/14 零食造型黏土玩具組 由申甲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由申甲有限公司 桃園市中壢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36 109/02/15
OKTV雲端系統點歌機

∕卡拉OK伴唱機
KDVD-300 MOMO購物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金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西區 電子類 數位卡拉OK機 進口 200000 網路

37 109/02/15
一般室內照明用燈具

及配件
虹曜照明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明星燈飾行 臺北市內湖區 電機類

一般室內照明用燈具

及配件
進口 23000 實體

38 109/02/15
變裝系列獨角豬絨毛

吊飾
H9238-24C

家飾主義生活館台中復

興店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青琦實業有限公司 桃園市桃園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39 109/02/17 兒童用高腳椅
米寶貝孕媽咪嬰兒用品

店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米寶貝孕媽咪嬰兒用品店 臺中市北屯區 化工類 兒童用高腳椅 進口 10000 實體

第 2 頁，共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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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109/02/17 智能筋膜槍
樂天市場網站麥兜小屋

賣場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匯美貿易商行 新北市土城區 電機類 電動按摩器具 進口 10000 網路

41 109/02/18 兒童平衡車 B601 momo購物網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安恆美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 化工類 兒童自行車 產製 39000 網路

42 109/02/18 和果子橡皮擦

林百貨(2樓老松商行櫃

位；臺南市中西區忠義

路2段63號)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老松商號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 化工類 塑膠擦 進口 10000 實體

43 109/02/21
無線充電 筋膜舒緩肌

肉按摩槍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美利信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正區 電機類 電動按摩器具 進口 10000 網路

44 109/02/24 可愛行充 參希未來配件店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參希未來配件店 花蓮縣花蓮市 電子類 行動電源 進口 10000 實體

45 109/02/26 水晶珠 富璟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明晟企業社 新北市蘆洲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46 109/02/27
行車視野輔助系統(含

螢幕及主機)
BH-E8880 鼎紳科技實業有限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鼎紳科技實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土城區 電子類 其他監視器 產製 220000 實體

47 109/02/27 液晶小黑板 生活市集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藍星數位科技企業社 台中市西屯區 電子類 其他資訊產品 進口 22000 網路

48 109/03/02 按摩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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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實體

49 109/03/02 花漾森林雙面色紙 寶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力韋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永康區 化工類 玩具 產製 10000 實體

50 109/03/03 塑膠錢幣(含罐子) 滿祥品企業有限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少年玩具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峽區 化工類 玩具 產製 10000 實體

51 109/03/03 變現箱存錢筒
商硯股份有限公司公益

分公司(九乘九文具)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藝林生活國際有限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 化工類 玩具 產製 10000 實體

52 109/03/04 DIY木製模型
石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科博館店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心研舍文化創藝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峽區 化工類 玩具 產製 12000 實體

53 109/03/04 擺飾(玩偶)狗造型
Tiara Story 中壢SOGO

店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哈其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同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8000 實體

54 109/03/06 行動電源 台北京站轉運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旅電科技有限公司 新北市永和區 電子類 行動電源 進口 11000 實體

55 109/03/06 紗布小毛巾及小方巾 國姓驛站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台灣有機棉創新科技有限公

司
臺中市南屯區 化工類 毛巾 產製 10000 實體

56 109/03/09 嬰幼兒服裝
麗兒采家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門市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閱德科技有限公司 新北市五股區 化工類 嬰幼兒服裝 產製 10000 實體

57 109/03/09

瓦斯軟管(材質：塑

膠)5尺100條、10尺50

條

726

元瑞五金商行有限公

司、旭擎日用五金百貨

行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裕盛衛浴軟管有限公司 彰化縣和美鎮 機械類 燃氣用塑膠軟管 產製 17000 實體

58 109/03/09 行車記錄器 臉書網站賣家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議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 電子類 其他監視器 產製 200000 網路

59 109/03/09 藍牙喇叭 MH-2025
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愛購物企業社 臺北市大同區 電子類 揚聲器(內含擴大機) 進口 50000 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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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109/03/12 層板燈 晨光光電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宮前實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蘆洲區 電機類
一般室內照明用燈具

及配件
進口 13000 實體

61 109/03/16 輕合金盤型輪圈 AS-517
財來發汽車百貨有限公

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展鈦行 桃園市平鎮區 機械類 輕合金盤型輪圈 進口 10000 實體

62 109/03/16
4.8A調整型雙孔雙USB

插座
PZ-710 隆冠百貨有限公司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艾爾金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小港區 電子類 電源轉接器 產製 74000 實體

63 109/03/17 行動電源 皇家巴黎養生館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祥臻行 新北市五股區 電子類 行動電源 進口 21000 實體

64 109/03/17 木製小貨

財團法人石材暨資源產

業研究發展中心之後山

山後故事館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木樂館文創企業有限公司 花蓮縣吉安鄉 化工類 玩具 產製 10000 實體

65 109/03/18 行動電源 EZ-6001 萊爾富便利商店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聯振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正區 電子類 行動電源 進口 200000 實體

66 109/03/20 印花雙面色紙 寶雅生活館高雄五甲店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珠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雲林縣虎尾鎮 化工類 玩具 產製 10000 實體

67 109/03/20 樂高積木創意筆記本 GOMAJI購物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皇勤科技行 新北市汐止區 化工類 建構玩具 進口 10000 網路

68 109/03/20 太陽眼鏡 VIC
台灣吉而好股份有限公

司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永明光學有限公司 臺南市永康區 化工類 太陽眼鏡 產製 10000 實體

69 109/03/23 兒童雨衣 思夢樂精武東路分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思夢樂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桃園區 化工類 兒童雨衣 進口 12000 實體

70 109/03/23 SY蕾絲貓耳髮圈-6
寶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愛買復興分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陞諺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南港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71 109/03/26 10英吋液晶小黑板 PChome 24h購物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好德實業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 電子類 其他資訊產品 進口 10000 網路

72 109/03/26 懶得鳥你貼紙 禾豐商貿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茂鈜有限公司 臺南市北區 化工類 玩具 產製 10000 實體

73 109/03/26 布尿布及內芯 蝦皮購物網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灃億國際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 化工類 內衣 進口 23000 網路

74 109/03/27 2合1行動畫站 玠積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兒同館國際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200000 實體

75 109/04/01 BOARDING PASS 倫特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倫特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 化工類 感熱紙 進口 51000 實體

76 109/04/01 布尿布、尿墊
蝦皮拍賣網站、亞立國

際企業社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亞立國際企業社 臺中市西區 化工類 嬰幼兒服裝 進口 200000 網路

77 109/04/01 爐具 CS-G05 露天拍賣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索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 機械類 登山爐 進口 10000 網路

78 109/04/07 多款太陽眼鏡 格子趣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翌揚國際有限公司 臺北市士林區 化工類 太陽眼鏡 進口 10000 實體

79 109/04/07
聖誕BB夾-亮片麋鹿2

入

寶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愛買復興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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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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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109/04/08
布尿布及尿墊

(AppleCheeks)
蓁鋐企業商行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蓁鋐企業商行 高雄市左營區 化工類 嬰幼兒服裝 進口 11000 實體

81 109/04/09 彩色小動物公仔 浩奇實業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浩奇實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 機械類 手推嬰幼兒車 進口 220000 實體

82 109/04/09
倍思GaN迷你快充旅行

充電器
BS-S915 BASEUS.TW網站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未重行申請登錄。
騰緯國際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 電機類 插頭及插座 進口 51000 網路

83 109/04/10 THERMAL PAPER 三璟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三璟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土城區 化工類 感熱紙 進口 56000 實體

84 109/04/13 無線電動按摩槌 SB-001

momo購物網（品牌名

稱：Smart bearing智

慧魔力）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惠儀國際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 電機類 個人用電保暖器具 進口 10000 網路

85 109/04/14 馬卡龍3.1A快充頭
馬卡龍

3.1A快充
蝦皮購物網站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宏吉商行 臺中市西屯區 電子類 電源轉接器 進口 10000 網路

86 109/04/14 多孔USB充電器 PAC501A
富秝商行(大盤大百貨

連銷大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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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源轉接器 進口 40000 實體

87 109/04/14 電動按摩槍 PChome購物中心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澤瀚實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 電機類 電動按摩器具 進口 10000 網路

88 109/04/17 色紙(雙面模造)
笑笑笑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立威企業社 臺南市仁德區 化工類 玩具 產製 10000 實體

89 109/04/17 音箱 PChome24h購物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小婷電腦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 電子類 音響擴大機組 進口 10000 網路

90 109/04/17
行動電源

USB充電器

12800mAh

WP-U51
愛買新竹店–TOP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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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盛企業社 新竹市 電子類 電源轉接器 進口 10000 實體

91 109/04/20 小兔手壓風扇 CHL1142 弘大五金百貨路竹店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名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2000 實體

92 109/04/21 車用USB充 S-09A 艾斯盾數碼配件館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艾斯盾數碼配件館 新竹縣湖口鄉 電子類 電源轉接器 進口 10000 實體

93 109/04/21
一孔+雙USB車充座

(3in1 car charger)
祐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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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特有限公司 臺中市外埔區 電子類 電源轉接器 進口 10000 實體

94 109/04/22 建築用防火門 南加州社區
未於限期內回收改正未符合檢

驗規定之商品。
廣勒企業社 新北市五股區 機械類 防火門 產製 100000 實體

95 109/04/24 新生兒寶寶襪
丁昌股份有限公司(丁

丁藥局)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斯傑利企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區 化工類 嬰幼兒服裝 產製 10000 實體

96 109/04/28 紫色內衣 326022 感內在服飾精品店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上街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 化工類 內衣 進口 11000 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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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109/04/28 內衣
BRA0510C0

70B
牛牛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牛牛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 化工類 內衣 進口 36000 實體

98 109/04/29 嬰兒圍兜 C00000006 童馨童裝竹北店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童馨開發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 化工類 嬰幼兒服裝 產製 10000 實體

99 109/04/29
充電器(Bases GaN

65W);型號:BS-C915
BS-C915 蝦皮拍賣網站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藍點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 電子類 電源轉接器 進口 25000 網路

100 109/04/29 布尿布 蝦皮拍賣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裕容有限公司 桃園市桃園區 化工類 嬰幼兒服裝 進口 44000 網路

101 109/04/30 彈珠台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北港

分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上萌實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肚區 化工類 玩具 產製 10000 實體

102 109/05/05 童巾、毛巾及方巾 百分百文具百貨行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英恆達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 化工類 毛巾 進口 10000 實體

103 109/05/06 三角純棉雙層口水巾 愛兒悅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愛兒悅有限公司 新竹市東大路 化工類 嬰幼兒服裝 進口 10000 實體

104 109/05/06 小米米家液晶小黑板 XMXHB01WC GOSHOP及奇摩購物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宙勝數位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30000 網路

105 109/05/06 車用USB充 V811 艾斯盾數碼配件館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和儀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桃園市桃園區 電子類 電源轉接器 進口 10000 實體

106 109/05/06 卡片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台北

南港分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世雅育樂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107 109/05/06 曲棍球直排輪 川諧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川諧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正區 機械類 輪式溜冰鞋、滑溜板 進口 200000 實體

108 109/05/08 USB充電器
QC3.0

3port
新關企業社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新關企業社 新竹縣關西鎮 電子類 電源轉接器 進口 10000 實體

109 109/05/08 塑膠玩具戒指 五金王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正盟電業社 新竹縣竹北市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110 109/05/08
中壓瓦斯管(高級白鐵

絲瓦斯軟管)
華岳商行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益全工業社 彰化縣鹿港鎮 化工類 瓦斯軟管(硫化橡膠管)產製 10000 實體

111 109/05/11 拋棄式打火機 NR-82 實在五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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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109/05/11 無線充電盤 無 透思國際有限公司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尚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信義區 電子類 其他資訊產品 產製 240000 實體

113 109/05/12 行車紀錄器主機 DVR1024 歐喜樂國際實業社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歐喜樂國際實業社 花蓮縣吉安鄉 電子類 錄放影機(磁帶式) 產製 200000 實體

114 109/05/12 耐燃壁紙 無 立法委員國會辦公室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皇冠璧紙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 化工類 防焰耐燃壁紙 產製 10000 實體

115 109/05/13 USB三口數顯充電器 CH-504 Jystore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透思國際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 電機類 插頭及插座 進口 10000 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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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109/05/14 車用點煙器擴充座 QCU-4U7A 世貿行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群業國際有限公司 新北市蘆洲區 電子類 電源轉接器 進口 10000 實體

117 109/05/15
智慧藍芽音樂太陽眼

鏡
MUSIG X-L

遠傳電信苗栗公館加盟

門市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福閣實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 化工類 太陽眼鏡 進口 200000 實體

118 109/05/15
行車視野輔助系統(螢

幕、錄影主機)

屏東縣林邊鄉公所清潔

隊等公務單位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宏義科技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 電子類 數位攝影機 產製 220000 實體

119 109/05/15
巧益大麥克風棒棒糖

玩具(不含棒棒糖)
好朋友有限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凱岳貿易有限公司 新北市泰山區 化工類 玩具 產製 10000 實體

120 109/05/15 AVGAS 100LL
AVGAS

100LL
上禾興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上禾興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 化工類 石油類 進口 200000 實體

121 109/05/18 玩具滑板車 DGN5-1 樂購蝦皮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先達通訊精選手機館 新竹市林森路 化工類 騎乘玩具 進口 10000 網路

122 109/05/18 行動電源盒 MBC-201 和欣商行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昶興電子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 電子類 行動電源 進口 93000 實體

123 109/05/18
多媒體擴大機(真空

管)
AV-814

(Friday)遠時數位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鼎鋒國際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里區 電子類 音響擴大機組 產製 24000 網路

124 109/05/19 美髮電器工具 無
晴美髮品美容美髮材料

工具行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晴美髮舖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 電機類 電梳 進口 10000 實體

125 109/05/19 多功能舒緩枕
CPD-

GM8131

寶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大雅分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鴻杰科技有限公司 新北市土城區 電機類 電動按摩器具 進口 60000 實體

126 109/05/21
車用安卓主機(多媒體

播放器)
無

杰銳汽車影音多媒體有

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杰銳汽車影音多媒體有限公

司
桃園市八德區 電子類 揚聲器(內含擴大機) 進口 10000 實體

127 109/05/22 USB集線器 U3H04FG
三井資訊(股)公司英才

分公司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明恒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文山區 電子類 其他輸出入單元 進口 23000 實體

128 109/05/22 空氣炸鍋 AF708 PChome 24h購物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七速國際數字有限公司 新北市八里區 電機類 電烘烤爐 進口 200000 網路

129 109/05/22 機車行車紀錄器
VVG-

MDE08FH
彰化縣警察局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馥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彰化市 電子類 數位攝影機 產製 200000 實體

130 109/05/25 車用導航安卓機
R16A60S07

D2
蝦皮拍賣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友殿科技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 電子類 音響擴大機組 進口 10000 網路

131 109/05/26 逗趣恐龍鎖圈
石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科博館店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華順唐企業社 高雄市三民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132 109/05/28 鋼纜 易鋒機械工程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易鋒機械工程有限公司 桃園市觀音區 機械類 鋼製索及纜 進口 200000 實體

133 109/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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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用電保暖器具 進口 10000 網路

134 109/06/01 毛小孩LOVE’s摺紙 M91461-22 薪穎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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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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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

網路

135 109/06/01 動力延長線 TM-01
晉茂機械五金有限公司

復興店門市部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騰茂企業社 新北市新莊區 電機類

電源線組(裝有插接

器)
產製 10000 實體

136 109/06/02 玩具總動員拼圖玩具
橙家餐飲企業社(橙家

新日本料理餐廳)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橙家餐飲企業社 新竹縣竹北市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137 109/06/03 鬆餅機

Sakura三

色輕食華

夫鬆餅三

明治機

松果購物網站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浩哲企業社 桃園市蘆竹區 電機類 電熱夾式烤盤 產製 10000 網路

138 109/06/03 透明工作護目鏡 5932 一加一商行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汶澄貿易有限公司 新北市泰山區 化工類
遮光防護具、防護眼

鏡
進口 11000 實體

139 109/06/03 花漾絮語創意摺紙 151452-2 新天堂文具有限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永丰宜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 化工類 玩具 產製 35000 實體

140 109/06/08
高級單槍廚房立式龍

頭
2922123 豐郡生活館有限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聯佑興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 機械類 飲水用水龍頭 產製 20000 實體

141 109/06/08 腊光色紙 品源文具行、尚讚商行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華瑋文具紙品有限公司 臺南市永康區 化工類 玩具 產製 10000 實體

142 109/06/08
手易坊單槍廚房立式

龍頭

振宇五金股份有限公司

蘆洲長榮分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聯佑興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 機械類 飲水用水龍頭 產製 10000 實體

143 109/06/09 角落小夥伴單色色紙 SGMA-0602
101文具天堂桃園店(鈺

文堂文具有限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大菱事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 化工類 玩具 產製 16000 實體

144 109/06/10 多媒體音箱 B-77 PChome 24h購物 未重行申請登錄。 昱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 電子類 揚聲器(內含擴大機) 進口 83000 網路

145 109/06/10
粉紅豬小妹晶鑽口紅

橡擦
PGER39-2 景翔企業有限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禾誠國際有限公司 臺南市安南區 化工類 塑膠擦 產製 10000 實體

146 109/06/10 行李箱 輕鬆購五金百貨生活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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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箱 進口 10000 實體

147 109/06/10 彈珠檯鑰匙圈吊飾 特別有趣有限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嶺軒企業社 彰化縣員林鎮 化工類 玩具 產製 10000 實體

148 109/06/10 電刻筆 290-01 港富五金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益恆貿易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正區 機械類 其他電動手工具 進口 200000 實體

149 109/06/10 綜合擴大機
GM KTV-

800

聯合智網股份有限公司

（UDN 買東西購物中

心）

未重行申請登錄。 鈺龍電子有限公司 臺中市潭子區 電子類 音響擴大機組 產製 10000 網路

第 8 頁，共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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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109/06/12 玩色紙 JW-47A
翔恩有限公司鱟堂營業

所(金玉堂崇德店)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九達生活禮品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仁德區 化工類 玩具 產製 10000 實體

151 109/06/12 深層震動按摩槍 HG-320 PChome購物中心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宇順國際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屯區 電機類 電動按摩器具 進口 10000 網路

152 109/06/12 可可餅內含之貼紙 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勵拓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 化工類 兒童用貼紙 進口 10000 實體

153 109/06/15
色紙等22項商品（詳

如處分書）
金義堂有限公司等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豆點紙品有限公司 臺南市北區 化工類 玩具 產製 10000 實體

154 109/06/15 綠色內衣 朵麗絲內衣高雄文橫店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朵麗絲日式內衣店 臺南市中西區 化工類 內衣 進口 24000 實體

155 109/06/15 水龍頭 H-4060 好師傅企業社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三葉企業社 彰化縣鹿港鎮 機械類 飲水用水龍頭 產製 10000 實體

156 109/06/16 室內燈具 星旺百貨有限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睿安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 電機類

一般室內照明用燈具

及配件
產製 10000 實體

157 109/06/16

深層震動電動筋膜槍

震動按摩槍 兩色任

選;藍色

PChome購物中心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牧謀國際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 電機類 電動按摩器具 進口 23000 網路

158 109/06/20 豆豆動物雙面色紙 DK-6587

守盛企業社、翰璟圖書

文具有限公司、101文

具-金華店、笑笑笑國

際股份有限公司台中三

民分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達課精品有限公司 臺南市永康區 化工類 玩具 產製 10000 實體

159 109/06/22 吉兒熊雙面色紙
G85005、

G85011
守盛企業社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南冠文具實業有限公司 臺南市歸仁區 化工類 玩具 產製 10000 實體

160 109/06/22 USB點煙開關插座 WF-046 鴻億生活館有限公司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立新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 電子類 電源轉接器 進口 10000 實體

161 109/06/22 3號中童枕、棉枕頭 一九九九百貨有限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虹豐寢具開發有限公司 臺中市霧峰區 化工類 寢具 產製 21000 實體

162 109/06/22 KT_色紙(45th) KT-212203
一零九文具有限公司等

地點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瑭穎塑膠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市中西區 化工類 玩具 產製 10000 實體

163 109/06/22 防護眼鏡 MOMO富邦購物網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鼎堅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佳里區 化工類

遮光防護具、防護眼

鏡
產製 10000 網路

164 109/06/22 打火機 無
台灣文創發展股份有限

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詠撰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岡山區 機械類 拋棄式打火機 進口 10000 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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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109/06/22 兒童雨衣 8588246 台灣迪卡儂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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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雨衣 進口 81000 實體

166 109/06/22
Jump Monster HYL-

6000 啟動電源

HYL-5204-

12V/HYL-

6004-12V

新焦點麗車坊股份有限

公司花蓮營業所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萊恩凱特國際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 電子類 行動電源 進口 10000 實體

167 109/06/23 摺紙 A 267-1 翰璟圖書文具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藝專手藝行 臺南市新營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8000 實體

168 109/06/30 映泰主機板 H310MHP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PCHOME)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映泰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 電子類

個人電腦主機板或內

插卡
進口 21000 網路

169 109/06/30 充電器

KEX-

DLCP22、

SC-AD05、

EDS-

USB89、

SC-AD04

大利多國際貿易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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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斷電式電源供應器 進口 10000 實體

170 109/06/30 色紙 DPCF-502

弘名行國際文化有限公

司、翰陞文化有限公

司、金玉堂文具批發廣

場仁德店、弘民國際文

具有限公司、宏毅文具

圖書社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南寶興文具有限公司 臺南市仁德區 化工類 玩具 產製 10000 實體

171 109/07/01 藍芽喇叭 M177 機皇企業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機皇企業有限公司 花蓮縣花蓮市 電子類 揚聲器(內含擴大機) 進口 10000 實體

172 109/07/07 螢光色紙 LW-A1638 守盛企業社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力韋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永康區 化工類 玩具 產製 10000 實體

173 109/07/07 單槍廚房壁式龍頭 手易坊IA6 晉茂機械五金有限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聯佑興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 機械類 飲水用水龍頭 產製 12000 實體

174 109/07/07
遮光防護具、防護眼

鏡

寶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分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向日葵眼鏡實業社 屏東縣潮州鎮 化工類

遮光防護具、防護眼

鏡
產製 10000 實體

175 109/07/09 幸福花園香水摺紙

晶品鑫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嘴笑鼻文具批發廣

場)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花季紙品有限公司 臺南市永康區 化工類 玩具 產製 10000 實體

176 109/07/09 監視器 NILL 蝦皮拍賣網站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泰格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 電子類

影像監視器(映像

管)(已無號列)
進口 30000 網路

177 109/07/16

多款立體造型磁鐵(熊

本熊、貓熊、貓頭

鷹、招財貓等)

特別有趣有限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詠泰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臺北市松山區 化工類 玩具 產製 10000 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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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109/07/16 原想文創摺紙(小)

笑笑笑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 台中三民分公司（

光南大批發）；笑笑笑

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中

三民分公司（光南大批

發）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優奇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南區 化工類 玩具 產製 10000 實體

179 109/07/16 高級腊光摺紙 5042 大象文具行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岱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永康區 化工類 玩具 產製 10000 實體

180 109/07/17
胖爪減壓筆/兔子減壓

筆
3056865

金玉堂文具股份有限公

司彰化中正分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花季紙品有限公司 臺南市永康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1000 實體

181 109/07/22 行動電源/耳機/USB線 無 禮果設計工作室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禮果設計工作室 基隆市七堵區 電子類 行動電源 進口 10000 實體

182 109/07/23 高級廚房單槍水龍頭 榛好商行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宏紳五金百貨批發商行 臺中市大里區 機械類 飲水用水龍頭 產製 10000 實體

183 109/07/23 摺紙 金義堂有限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青青有限公司 臺南市歸仁區 化工類 玩具 產製 10000 實體

184 109/07/24
紙樹開花-神奇櫻花香

味版

藍淵圖書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賽恩斯國際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安區 化工類 玩具 產製 12000 實體

185 109/07/28 網路雲端監視器 YP08 蝦皮拍賣網站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訊億貿易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安區 電子類 數位攝影機 進口 15000 實體

186 109/07/28 POLYDRON 拼圖
元禮國際貿易股份有限

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元禮國際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安區 化工類 建構玩具 進口 200000 實體

187 109/07/30 兒童用黏土玩具 成堡國際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成堡國際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 化工類 兒童用黏土 進口 10000 實體

188 109/07/30 臘光色紙
商硯股份有限公司公益

分公司(九乘九文具)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西源文具紙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社區 化工類 玩具 產製 26000 實體

189 109/07/30 彩色厚紙 278
弘民國際文具有限公司

等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萬國文品企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區 化工類 玩具 產製 10000 實體

190 109/07/31 減壓萌鼠筆
商硯股份有限公司公益

分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昇洋文具禮品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9000 實體

191 109/08/03 黑框太陽眼鏡
544257、

14-147C1
日亞精品服飾有限公司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日亞精品服飾有限公司 新竹縣新竹市 化工類 太陽眼鏡 進口 13000 實體

192 109/08/03 飛盤 明倫書坊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上圃實業社 台南市安南區 化工類 玩具 產製 10000 實體

193 109/08/03 手寫板 無 PChome線上購物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朗慶生活開發有限公司 臺南市南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2000 網路

194 109/08/03 高級白鐵絲瓦斯軟管 35539 輕鬆購五金百貨生活館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勝順五金有限公司 彰化縣花壇鄉

機械

類；化

工類

燃氣用塑膠軟管 產製 13000 實體

195 109/08/06 魔獸系列行動電源
MM-

10000PD
勝業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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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勝業通訊 新竹縣新竹市 電子類 行動電源 進口 10000 實體

196 109/08/06 沐浴球-動物(森林浴) 甲友文具行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秋月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桃園市中壢區 化工類 人形玩具 進口 60000 實體

197 109/08/07
高級單槍廚房壁式龍

頭

豐昇生活館有限公司

(小北百貨)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永悅企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 機械類 飲水用水龍頭 產製 30000 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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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109/08/11

15款 年度最新款潮流

時尚智能男女通用偏

光太陽眼鏡 71652標

檢局D74321

無 蝦皮拍賣網站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双手企業行 高雄市鳳山區 化工類 太陽眼鏡 進口 10000 網路

199 109/08/12
MIX一體機點唱機18.5

吋
18.5吋 世貿一館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哈曼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同區 電子類 電唱機 進口 15000 實體

200 109/08/13 鍛造鋁圈 TX-501
億旺來汽車百貨有限公

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世創企業有限公司 嘉義縣鹿草鄉 機械類 輕合金盤型輪圈 產製 20000 實體

201 109/08/13 標籤機
D11/B21/B

3S
蝦皮拍賣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燦陽科技 臺中市大里區 電子類 影複(印)機 進口 10000 網路

202 109/08/13 安全鞋 長統安全 宏久科技有限公司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宏久科技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 化工類 勞工用安全鞋 進口 18000 網路

203 109/08/13 筆記型電腦 XMA1901- 米客邦俱樂部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伊瑪格科技有限公司 臺北市信義區 電子類 筆記型電腦(含PDA) 進口 37000 實體

204 109/08/13 教學用色紙 廣益五金大賣場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巨匠文具紙品有限公司 嘉義縣中埔鄉 化工類 玩具 產製 31000 實體

205 109/08/17 認識紙鈔 JD-T-59
一零一企業有限公司中

華營業所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進大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安南區 化工類 玩具 產製 10000 實體

206 109/08/18 車載安卓機 INSTA-P等 奇摩拍賣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音仕達影音有限公司 新北市土城區 電子類

收放音機(含併裝有

錄、放音器具者或車

用)

進口 37000 網路

207 109/08/19 輕便雨衣－外套式
佳瑪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蘆洲店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翔楹有限公司 高雄市楠梓區 化工類 兒童雨衣 進口 11000 實體

208 109/08/19 三孔插(車充) JA-0656
家家買生活百貨有限公

司平鎮分公司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家家買生活百貨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 電子類 電源轉接器 進口 11000 實體

209 109/08/20 小風車夾
苗栗舊山線文化產業協

會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祺峰休閒事業有限公司 苗栗縣三義鄉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7000 實體

210 109/08/21 重低音藍芽喇叭
格式化商行(格子趣中

壢中平店)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巧禮創意坊 臺北市中正區

電子

類；化

工類；

電機類

揚聲器(內含擴大機) 進口 10000 實體

211 109/08/21 行動電源 M21 騰緯國際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騰緯國際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 電子類 行動電源 進口 32000 實體

212 109/08/24 太陽眼鏡 蝦皮拍賣網站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路克希爾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 化工類 太陽眼鏡 進口 10000 網路

213 109/08/24 超MINI快充智能車充 VCHXXU 展睿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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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源轉接器 進口 13000 實體

214 109/08/25 4PORT USB HUB JG-HUB209 合家樂商行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耐嘉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新竹市 電子類 其他輸出入單元 進口 58000 實體

215 109/08/26 無痕哺乳胸圍
麗兒采家股份有限公司

大里門市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麗兒采家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 化工類 內衣 進口 10000 實體

216 109/08/26 趣味小恐龍地墊
特力屋股份有限公司鳳

山分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宏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投縣南投市 化工類 玩具 產製 10000 實體

217 109/08/26 混凝土模板用合板
松榮國際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先行放行商品未符合檢驗規定

即逕行運出貨物儲存地點。
松榮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 化工類 合板 進口 275000 實體

218 109/08/28 10元腊光色紙-呵比獅 10-012 新天堂文具有限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立威企業社 臺南市仁德區 化工類 玩具 產製 18000 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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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109/08/31 小火車拼圖玩具 湘林特產行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聖莎琳國際有限公司 嘉義縣中埔鄉 化工類 玩具 產製 10000 實體

220 109/09/01 AC CABLE
黑色三插

電源線組
中磊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中磊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南港區 電機類

電源線組(裝有插接

器)
進口 200000 實體

221 109/09/01 白白日記公仔 05&06
映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Fandora誠品站前店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玩具加乘國際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正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63000 實體

222 109/09/01 15cm單色腊光紙
w10-

001~034
新天堂文具有限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萬隆達有限公司 臺南市仁德區 化工類 玩具 產製 24000 實體

223 109/09/02 迷你夾燈 特利商行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海慶企業社 臺南市永康區 電機類 水族箱用燈具 進口 10000 實體

224 109/09/02
具汽車充電器功能之

藍牙mp3播放器

立家屋五金百貨企業

社、勝詮有限公司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帝航企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 電子類 揚聲器(內含擴大機) 進口 10000 實體

225 109/09/02 輪圈 鑫辰全球貿易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鑫辰全球貿易有限公司 臺南市東區 機械類 輕合金盤型輪圈 進口 81000 實體

226 109/09/02 吸頂燈 參合興行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幸富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 電機類

一般室內照明用燈具

及配件
產製 23000 實體

227 109/09/08 磁力棒積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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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富貿易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同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網路

228 109/09/09 智慧摺疊乾衣機 FDP-SM 米克邦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伊瑪格科技有限公司 臺北市信義區 電機類 乾衣機 進口 49000 網路

229 109/09/09 防火門
單扇鋼製

防火門

上田金屬工業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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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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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00 實體

230 109/09/10 LED燈泡 ST64 蝦皮拍賣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喬雅企業社 臺北市松山區 電機類 (LED)燈泡 進口 22000 網路

231 109/09/11 防火門
鋼製防火

門
慶盟企業有限公司

與原驗證登錄商品不符，應重

行申請登錄而未重行申請。
慶盟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五股區 機械類 防火門 產製 33000 實體

232 109/09/15 岩綿裝飾吸音板 梓松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梓松有限公司 臺北市信義區 化工類 木質地板 進口 200000 實體

233 109/09/15 軌道燈 優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宮前實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蘆洲區 電機類

熱陰極螢光燈桌上檯

燈
產製 250000 實體

234 109/09/16 充電延長線 光南大批發員林中山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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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源線組(裝有插接 進口 10000 實體

235 109/09/18
KIRA KIRA麵包超人手

壓扇
卓陳玉梅精品百貨行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卓陳玉梅精品百貨行 新北市三重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236 109/09/21 超強無碟機 蝦皮拍賣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易而發國際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 電子類

收放音機(含併裝有

錄、放音器具者或車

用)

進口 10000 網路

237 109/09/21 LED投射燈杯
OBLM083/8

40/ME38
立得屋五金商店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威泰照明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 電機類 (LED)燈泡 進口 10000 實體

238 109/09/21 廚房用水龍頭 好師傅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兆豐銅材金屬有限公司 彰化縣鹿港鎮 機械類 飲水用水龍頭 產製 10000 實體

239 109/09/28 積木 聖祐積木洋行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聖祐洋行 臺南市新營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240 109/09/28 寢具 SA-003
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

公司柳營奇美門市部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亞護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大林鎮 化工類 寢具 產製 10000 實體

241 109/09/28 鵝頸龍頭 SL-C061等 德忻企業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德忻企業有限公司 屏東縣麟洛鄉 機械類 飲水用水龍頭 進口 200000 實體

242 109/09/29 安全鞋
S525(PB-

SRC-A-E)
佑勝科技有限公司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佑勝科技有限公司 桃園市中壢區 化工類 勞工用安全鞋 進口 10000 網路

243 109/09/29 掃地機器人 LDS M7
浦桑尼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浦桑尼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中壢區 電機類 吸塵器(不含充電式) 進口 14000 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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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109/09/29 超急速充電器 PAC250A 好鄰居五金百貨行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無敵王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新北市深坑區 電子類 電源轉接器 進口 10000 實體

245 109/09/29 整髮器 整髮器 蝦皮購物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特惠數位生活有限公司 彰化縣社頭鄉 電機類 電梳 進口 10000 網路

246 109/09/29 機車輪胎 阿德機車行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諾頓企業社 彰化縣員林鎮 化工類 機車輪胎 產製 20000 實體

247 109/09/29 行動電源 SuperMini 蝦皮購物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竣玳通訊行 高雄市大寮區 電子類 行動電源 進口 22000 網路

248 109/10/05
一般室內照明用燈具

及配件

QM-

DY790S-1

QM-

DY790M-1

熙桀室內設計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熙桀室內設計有限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 電機類
一般室內照明用燈具

及配件
進口 10000 實體

249 109/10/05
BONTOY紅點設計美學

行李箱

BT1803、

BT1802、

BT1902、

BT1903

台灣樂貝特有限公司
先行放行商品未符合檢驗規定

即逕行運出貨物儲存地點。
台灣樂貝特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200000 實體

250 109/10/07 公仔 小皮球公仔店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小皮球公仔店 臺南市北區 化工類 人形玩具 進口 20000 實體

251 109/10/08
兒童模擬蒸籠點心玩

具
啟豐利企業有限公司

先行放行商品未符合檢驗規定

即逕行運出貨物儲存地點。
啟豐利企業有限公司 苗栗縣頭份市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252 109/10/08
Fujitek無線智慧型刮

痧按摩棒
FT-MA500 蝦皮購物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富士重工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土城區 電機類 電動按摩器具 進口 220000 網路

253 109/10/12 打價寶(隨身標籤機) D11 蝦皮購物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達群科技有限公司 桃園市桃園區 電子類 印表機 進口 10000 網路

254 109/10/13
可水洗彩色筆(水洗+

印章)

(CB-150、

24色；CB-

70、12色)

德芳書局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立湖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2000 實體

255 109/10/15
翻翻有聲書（奇妙的

夜晚）」

遠東百貨(股)公司花蓮

和平分公司(誠品書店)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閣林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200000 實體

256 109/10/15

REFRIGERATOR (168公

升) MITSUBISHI MR-

P17E-S

MR-P17E-S 彰漢榮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彰漢榮有限公司 臺南市中西區 電機類 家用電冰箱 進口 10000 實體

257 109/10/15 車充 CX-25 小雅五金行(小雅百貨)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宸欣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五股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258 109/10/23 拼裝積木 607055 桃園市龍潭觀光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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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109/10/23 攜帶式卡式爐 露天拍賣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廣源企業行 基隆市中山區 機械類 家用燃氣台爐及卡式 進口 10000 網路

260 109/10/23 標籤機 D-11 蝦皮購物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銳錡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 電子類 印表機 進口 10000 網路

261 109/10/26 熱感應貼紙 蝦皮購物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達群科技有限公司 桃園市桃園區 化工類 感熱紙 進口 250000 網路

262 109/10/27
USB LED 3C照明燈附

充電器
CA-L2-17 好鄰居五金百貨行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天然水族器材有限公司 臺南市東區 電機類

檯.桌.床邊或落地之

燈具
產製 16000 實體

263 109/10/29 枕頭
檜意森活村股份有限公

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彩奇傢俱行 臺南市學甲區 化工類 寢具 產製 10000 實體

264 109/10/29 氣炸鍋 AF606 昶天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昶天有限公司 臺南市安南區 電機類 氣炸鍋 進口 49000 實體

265 109/10/29 超大撲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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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庭實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金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266 109/10/30 玩具(玩趣寶盒) 蒙特梭利教育發展學會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士雅文化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安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220000 實體

267 109/11/06 小米行動電源3
PLM13ZM及

PLM18ZM
蝦皮購物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刀鋒科技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 電子類 行動電源 進口 14000 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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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 109/11/06 PURE檜木積木 TL-101-1
檜意森活村股份有限公

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廣昇木材有限公司 桃園市龍潭區 化工類 玩具 產製 10000 實體

269 109/11/06 安全錘車充 YC322 鉦曜五金商行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庭萱五金百貨行 新竹縣關西鎮 電子類 電源轉接器 進口 10000 實體

270 109/11/06 標籤機 D11 樂購蝦皮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銳錡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 電子類 印表機 進口 10000 網路

271 109/11/10 電源供應器 光桀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光桀有限公司 新北市五股區 電機類 漏電斷路器 進口 200000 實體

272 109/11/12 高級瓦斯管 金利五金行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裕昌五金工廠 彰化縣鹿港鎮 機械類 燃氣用金屬可撓性管 產製 10000 實體

273 109/11/12 HELLO KITTY玩具 愛幸福文創設計手作館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愛幸福文創設計出版社 新北市板橋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274 109/11/16 恐龍紓壓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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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鋼筆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鹽埕區 化工類

其他玩具(圖案印

章、毽子、跳繩、彈

珠、陀螺、紙笛、

進口 93000 實體

275 109/11/16 標籤機 蝦皮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基因庫科技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 電子類 印表機 進口 200000 網路

276 109/11/18 一般太陽眼鏡 9321 統一超商南彎門市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展興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臺南市永康區 化工類 太陽眼鏡 產製 10000 實體

277 109/11/19 馬卡龍造型筆記本組 852357 生活工場鳳山青年店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生活工場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2000 實體

278 109/11/20 氣炸鍋 AF708 PChome 24h購物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愛網購貿易商行 新北市板橋區 電機類 氣炸鍋 進口 200000 網路

279 109/11/24 玩具(填充布偶)
麗兒采家股份有限公司

烏日門市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洋誠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屯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280 109/11/25 行動電源 IS-P317 MOMO購物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豫興科技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 電子類 不斷電式電源供應器 進口 15000 網路

281 109/11/26 液晶手寫板 6.5吋 生活市集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萬國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鶯歌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網路

282 109/11/27 防火門
元帥金屬工業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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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帥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鶯歌區 機械類 防火門 產製 200000 實體

283 109/12/01
iPower AIR無線行動

電源
IP80 樂購蝦皮有限公司

與原驗證登錄商品不符，應重

行申請登錄而未重行申請。
耀運國際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 電子類 行動電源 進口 10000 網路

284 109/12/02
KAKAO FRIENDS玩偶鑰

匙圈Neo
s8343500 九乘九文具專家新竹店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欣美勝文具有限公司 臺北市信義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200000 實體

285 109/12/03 護目鏡
豐晨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中原分公司(小三美日)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永晉昇有限公司 臺南市安南區 化工類 乘車用眼睛防護具 產製 10000 實體

286 109/12/03 電動機(馬達)
江岱電機行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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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109/12/03 揚聲器(內含擴大機) EDS-C704 環光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與原驗證登錄商品不符，應重

行申請登錄而未重行申請。先

行放行商品未符合檢驗規定即

逕行運出貨物儲存地點。

環光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新北市泰山區 電子類 揚聲器(內含擴大機) 進口 19000 實體

288 109/12/03
職業衛生防護用橡膠

手套

10Y1532A

9M

松瑞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南科分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松瑞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苗栗縣竹南鎮 化工類 勞工用防護手套 進口 200000 實體

289 109/12/04 AC ADAPTER急速充電

Hello

kitty&mom

in&pochac

co

卓陳玉梅精品百貨行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卓陳玉梅精品百貨行 新北市三重區 電子類 行動電源 進口 23000 實體

290 109/12/07 小公主穿禮服玩具 臺灣卡樂活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台灣卡樂活 臺南市中西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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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 109/12/08 電動機(馬達)

1HP三相4

極臥式E級

電動機

泰瑋電機有限公司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泰瑋電機有限公司 臺中市潭子區 電機類 電動機(馬達) 產製 16000 實體

292 109/12/09 木質板立體拼圖玩具 特力屋彰化分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承業美學有限公司 新竹縣北埔鄉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8000 實體

293 109/12/09 烘手機
F-101~F-

110
杰利安科技有限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杰利安科技有限公司 臺南市永康區 電機類 烘手機 產製 200000 實體

294 109/12/09 枕套 加賀寢飾精品店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凱豐寢具有限公司 桃園市中壢區 化工類 寢具 產製 10000 實體

295 109/12/10 好寶寶貼紙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烏日分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好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松山區 化工類 兒童用貼紙 產製 10000 實體

296 109/12/14 運動款MP3隨身聽 A35 yahoo奇摩購物中心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達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 電子類 其他資訊產品 進口 10000 網路

297 109/12/14 MP3隨身聽錄音筆 RV-19 PChome 24h購物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捷得企業社 新北市樹林區 電子類 其他資訊產品 進口 14000 網路

298 109/12/14
3M安全防撞地墊(6片

入)
特力屋新竹分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台灣明尼蘇達礦業製造股份

有限公司
臺北市南港區 化工類 玩具 產製 200000 實體

299 109/12/16 電動機(馬達) 億昌電機五金行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緻達電機有限公司 臺中市神岡區 電機類 電動機(馬達) 產製 10000 實體

300 109/12/16 兒童眼鏡(芝麻街) 101文具天堂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竣達國際有限公司 臺南市東區 化工類 玩具 產製 26000 實體

301 109/12/18 USB充電器 PO-C02

笑笑笑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許昌分公司(光南大

批發)

與原驗證登錄商品不符，應重

行申請登錄而未重行申請。
明震國際有限公司 臺南市永康區 電子類 電源轉接器 進口 125000 實體

302 109/12/18
小米二合一移動電源

及充電器
CBQ01ZM 蝦皮購物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雷克斯技研有限公司 桃園市蘆竹區 電子類 行動電源 進口 10000 網路

303 109/12/18 隨身多功能應急燈 EDS-G720 正六百貨五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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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機類 (LED)燈泡 進口 64000 實體

304 109/12/21 電源供應器

C-P56金

/CYSN05-

050100-

UL-U

樂購蝦皮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陞億國際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 電子類 電源轉接器 進口 200000 網路

305 109/12/22
咱們裸熊-可愛矽膠U

盤(胖達)32G隨身碟
新光三越高雄左營店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香港商創優行國際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
臺北市萬華區 電子類 其他儲存單元 進口 10000 實體

306 109/12/22 防護眼鏡 特力屋彰化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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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109/12/22 充電器 OMNIA Pro
三創生活館及亞果公司

直營門市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亞果元素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安區 電子類 電源轉接器 進口 200000 實體

308 109/12/22 穩穩走手杖傘
雨傘王有限公司基隆二

店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雨傘王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 機械類 可調式金屬手杖 進口 200000 實體

309 109/12/23
低壓三相鼠籠型感應

電動機
AEEF 永昱電機企業社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富田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神岡區 電機類 電動機(馬達) 產製 10000 實體

310 109/12/25 電源供應器 PAC501-A 久大文具連鎖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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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電式變流器 進口 49000 實體

311 109/12/25 高清行車記錄儀 MB-3001 晁偉貿易有限公司
與原驗證登錄商品不符，應重

行申請登錄而未重行申請。
晁偉貿易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 電子類 其他資訊產品 進口 10000 實體

312 109/12/25 LED鰭片球泡
W-Q55W

60D
平價燈飾企業社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平價燈飾企業社 桃園市大園區 電機類 (LED)燈泡 進口 10000 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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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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109/12/28 行動電源 PB3018ZM 蝦皮拍賣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丟丟生活數位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 電子類 行動電源 進口 10000 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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