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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0/01/04 行動電源 superMini 樂購蝦皮拍賣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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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動電源 進口 15000 網路

2 110/01/04 手工具 SDC-51E
統榮鋼鐵企業社股份有

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統榮鋼鐵企業社股份有限公

司
臺南市永康區 機械類 千斤頂(含車用) 進口 27000 實體

3 110/01/04
頸掛式插卡藍牙磁吸

運動耳機
IS-VK99 MOMO摩天商城購物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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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錄放音機 進口 10000 網路

4 110/01/06 耳罩式藍牙耳機 A6 EHS東森購物網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鴻嘉源通訊科技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 電子類 錄放音機 進口 10000 網路

5 110/01/06 不斷電式電源供應器 TOP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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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斷電式電源供應器 進口 10000 實體

6 110/01/06 USB 電源供應器 USB-01

墊腳石圖書廣場(許昌

店)及光南大批發(台北

永和店)

與原驗證登錄商品不符，應重

行申請登錄而未重行申請。
坪天下有限公司 高雄市仁武區 電子類 電源轉接器 進口 33000 實體

7 110/01/07 錄影主機
KMH-

0428EUK

玩美主義系統科技有限

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聯順聯網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南港區 電子類

碟式錄放影機(DVD、

VCD)
產製 220000 實體

8 110/01/07 迷你MP3錄音筆 U3
momo購物網及Udn買東

西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盈佳資訊社 彰化縣和美鎮 電子類 其他資訊產品 進口 10000 網路

9 110/01/07 集線器 OTG150 全誠五金百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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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 實體

10 110/01/07 商用台式平爐

HIPT-

H35、

HIPT-

H50、

HIPC-

興龍機電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興龍機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 電機類 電磁爐 產製 11000 網路

11 110/01/07 膠囊壁燈 OD-WL10D
寶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中壢內壢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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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110/01/11 吸頂燈 平價燈飾企業社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亞流仕企業社 臺南市南區 電機類
一般室內照明用燈具

及配件
進口 10000 實體

13 110/01/11 筋膜槍 KH-320 三個小公主商行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宏吉商行 臺中市西屯區 電機類 電動按摩器具 進口 12000 實體

14 110/01/13 活動太陽眼鏡 大雪山聯盟商行門市部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南路鷹工作室 臺中市大肚區 化工類 太陽眼鏡 進口 10000 實體

15 110/01/13 角落生物印章玩具組
樂恩仕國際有限公司-

中山分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樂恩仕國際有限公司 臺北市士林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39000 實體

16 110/01/14 音響 XTEQ12 海威科技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海威科技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 電子類 揚聲器(內含擴大機) 進口 200000 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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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10/01/14 行車紀錄器 id221 晟邦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晟邦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 電子類 數位攝影機 產製 76000 實體

18 110/01/14 行動電源 PLM11ZM 蝦皮拍賣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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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動電源 進口 10000 網路

19 110/01/14 行動電源 PB-1601 PChome線上購物網站
與原驗證登錄商品不符，應重

行申請登錄而未重行申請。
俐冠有限公司 桃園市桃園區 電子類 行動電源 進口 50000 網路

20 110/01/15 木頭積木等 瑀宸國際有限公司
先行放行商品未符合檢驗規定

即逕行運出貨物儲存地點。
瑀宸國際有限公司 臺中市沙鹿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21 110/01/15 電磁爐 DB-3500C 新泰餐飲設備有限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沅星科技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肚區 電機類 電磁爐 產製 13000 實體

22 110/01/18 行動電源 W1057 樂芙配件行
與原驗證登錄商品不符，應重

行申請登錄而未重行申請。
畇頡科技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同區 電子類 行動電源 進口 50000 實體

23 110/01/18 室內用燈具 勝宏五金行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台灣德利五金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里區 電機類

檯.桌.床邊或落地之

燈具
產製 16000 實體

24 110/01/18 充電器 RP-U37
耐思霸商行、大賞企業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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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比亞科技有限公司 桃園市桃園區 電子類 電源轉接器 進口 10000 實體

25 110/01/19 行動電源 PLM10ZM 蝦皮購物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迅商企業社 新北市三峽區 電子類 行動電源 進口 10000 網路

26 110/01/19 LED節能燈泡
B7A-

SD60PC5C
壕鑫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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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110/01/19 遊戲帳篷 無 蝦皮拍賣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微米企業社 臺中市西屯區 化工類 兒童遊戲帳棚 進口 10000 網路

28 110/01/22 車用USB點菸器擴充座 DPA347 萬松百貨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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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源轉接器 進口 200000 實體

29 110/01/25 車載充電器
KEX-

DLCA04

勝立生活百貨館、康軒

企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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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110/01/25 行動電源
三合一-Q1

行動電源
momo購物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愛巿集行銷有限公司 新北市土城區 電子類 不斷電式電源供應器 進口 19000 網路

31 110/01/26 大折餐桌 永昇五金百貨大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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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實體

32 110/01/26 金甲長AC+USB供電器 PAC501-A

德利豐實業有限公司、

今華電子有限公司及順

發電腦股份有限公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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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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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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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110/01/26 小小兵豬存錢筒

臺東縣成功鎮三仙台遊

客中心之成功鎮農會設

櫃攤位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嚴選童裝 臺東縣成功鎮 化工類 塑膠存錢筒 進口 10000 實體

34 110/01/27 二次鋰電池組
EB-

BN910BBT
蝦皮拍賣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自嵐而買配件館 新北市新莊區 電子類 鋰離子蓄電池 進口 10000 網路

35 110/01/27 摺疊藍牙耳機麥克風
JAZZ-

BT973
Friday購物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廣鼎國際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 電子類 錄放音機 進口 200000 網路

36 110/01/28
卡威CARWAYUSB點菸開

關插座
WF-072 鴻振生活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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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小港區 電子類 交換式電源供應器 進口 10000 實體

37 110/01/28 橡皮擦 多儷飾品行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多儷飾品行 苗栗縣頭份鎮 化工類 塑膠擦 進口 10000 實體

38 110/01/28
S87無線摺疊頭戴式耳

機
E-EPA173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台北

板橋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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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類 錄放音機 進口 10000 實體

39 110/01/28
雙頻無線IP分享器

WIFI路由器
AC7 1200M 蝦皮拍賣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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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資訊產品 進口 12000 網路

40 110/02/01 折合桌 東暉五金有限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玠峰有限公司 彰化縣鹿港鎮 機械類 折疊桌椅 產製 10000 實體

41 110/02/01 插卡磁吸藍芽耳麥 PH-BT300
光南大批發連鎖店(許

昌店)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尚之宇有限公司 臺北市士林區 電子類 錄放音機 進口 10000 實體

42 110/02/01 離子夾 ST-789 麥格子淡水二店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野集小舖 新北市淡水區 電機類 電梳 進口 24000 實體

43 110/02/01 赤馬動力鋰電池
KG-311-

26A
拉比電動車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亞康企業社 臺南市安定區 電子類 鋰蓄電池 產製 28000 實體

44 110/02/01

可攜式雷射指示器(專

供天文觀星教學研究

用之可攜式雷射指示

器除外)

NO.3100 翰璟圖書文具有限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金徠福行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 電子類

可攜式雷射指示器

(專供天文觀星教學

研究用之可攜式雷射

指示器除外)

產製 27000 實體

45 110/02/02 筋膜按摩槍 18650 YAHOO購物中心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輝葉企業有限公司 臺北市松山區 電機類 電動按摩器具 進口 10000 網路

46 110/02/02 車用充電器 TC-012 手機殼虎尾店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手機殼虎尾店 雲林縣虎尾鎮 電子類 電源轉接器 進口 10000 實體

47 110/02/03 合板桌 嶼湘企業有限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錕銘傢俱行 高雄市仁武區 機械類 折疊桌椅 產製 10000 實體

48 110/02/17
插卡式立體聲藍芽耳

機
BU-05 yahoo奇摩購物中心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寶德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桃園區 電子類 錄放音機 進口 26000 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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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110/02/17 魚缸專用加熱器 JT-100
寶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中壢內壢分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杰力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樹林區 電機類 魚缸加溫器 產製 45000 實體

50 110/02/17 行動電源
MCK-

15000A
愛麗卡司企業社

與原驗證登錄商品不符，應重

行申請登錄而未重行申請。
麥守基國際科技有限公司 宜蘭縣羅東鎮 電子類 行動電源 產製 10000 實體

51 110/02/17 折合桌 JL-376
佳聯盛企業有限公司、

鴻瑋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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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110/02/17 白鐵(碳烤)桌 儩玖百貨有限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誌祥有限公司 屏東縣屏東市 機械類 折疊桌椅 產製 14000 實體

53 110/02/17 纖維桌3尺方
大發九九五金百貨賣場

等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東盛貿易有限公司 屏東縣竹田鄉 機械類 折疊桌椅 產製 19000 實體

54 110/02/17
愛迪生50mW綠光鐳射

筆
EDS-G651

九禾堂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環光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新北市泰山區 電子類

可攜式雷射指示器

(專供天文觀星教學

研究用之可攜式雷射

指示器除外)

進口 14000 實體

55 110/02/17 自黏性熱感應紙 D11 達群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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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000 實體

56 110/02/18 頭戴式無線耳機 BH-W66 樂購蝦皮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韓氏企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烏日區 電子類 錄放音機 進口 10000 網路

57 110/02/19 電煮鍋 F-188 MOMO購物網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喬森斯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土城區 電機類 電灶 進口 10000 網路

58 110/02/19
Rechargeable hair

clipper (電剪髮器)
KM-605

湯姆熊歡樂世界屏東太

平洋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上立企業社 臺北市士林區 電機類

電剪髮器(不含充電

式)
進口 10000 實體

59 110/02/19 折合桌 儩玖百貨有限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永發傢俱行 臺南市安南區 機械類 折疊桌椅 產製 10000 實體

60 110/02/23 按摩槍 K7 SUPER家居旗艦店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廣源企業行 基隆市中山區 電機類 電動按摩器具 進口 50000 網路

61 110/02/23 藍牙K歌麥克風 WS-858
湯姆熊歡樂世界屏東中

正店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上立企業社 臺北市士林區 電子類 揚聲器(內含擴大機) 進口 10000 實體

62 110/02/23 插卡式MP3播放器
今華電子有限公司台北

分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今華電子有限公司 臺中市中區 電子類 其他資訊產品 進口 10000 實體

63 110/02/24 裝扮玩具眼鏡(麋鹿) 藍和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泰曄企業社 桃園市八德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64 110/02/24 實習玩具紙鈔 隆新實業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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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110/02/24 3孔3座充電延長線 PAC262A 順發3C量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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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機類 插頭及插座 進口 200000 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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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110/02/24 小汽車 發財車款 紙箱王有限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金唐紙品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 化工類 玩具 產製 10000 實體

67 110/02/24 紅外線鐳射筆 LED-600

金天下文具股份有限公

司新竹食品路分公司、

笑笑笑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台東分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耐嘉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經國路 電子類

可攜式雷射指示器

(專供天文觀星教學

研究用之可攜式雷射

指示器除外)

進口 34000 實體

68 110/02/25 紓壓動物筆-白狗
大潤發流通事業(股)公

司中壢分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大潤發流通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臺北市中山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200000 實體

69 110/02/26 固齒器
MOTHER

Teether
成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成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苗栗縣竹南鎮 化工類 固齒器 進口 29000 實體

70 110/02/26 加熱杯墊 JP-NB02 MOMO購物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沛實國際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 電子類 電源轉接器 進口 96000 網路

71 110/03/08 電源線組 樂購蝦皮購物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聯捷資訊社 臺南市東區 電機類
電源線組(裝有插接

器)
進口 10000 網路

72 110/03/08 藍牙耳機麥克風 TCE8910
光南大批發連鎖店(許

昌店)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迪士達電子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 電子類 錄放音機 進口 220000 實體

73 110/03/08 太陽眼鏡(銀框)
3805 51□

22-144C-7
奇美衣服飾精品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帕洛克藝術坊 臺中市太平區 化工類 太陽眼鏡 進口 10000 實體

74 110/03/08
雲米互聯式洗烘一體

機

WD10SA-

G1B
臉書

先行放行商品未符合檢驗規定

即逕行運出貨物儲存地點。
可承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 電機類 洗衣機 進口 117000 網路

75 110/03/08

家用電動食品混合器

(包括果汁機、絞肉

機)

蝦皮購物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全能商業社 彰化縣花壇鄉 電機類

家用電動食品混合器

(包括果汁機、絞肉

機)

進口 14000 網路

76 110/03/09 倍思數顯無線充電器 BSWC-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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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市 電子類 不斷電式電源供應器 進口 10000 實體

77 110/03/10 Mini speaker
湯姆熊歡樂世界屏東太

平洋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皮皮家族禮品有限公司 桃園市中壢區 電子類 揚聲器(內含擴大機) 進口 10000 實體

78 110/03/10 大衛營渡假休閒桌 蕼玖五金百貨大賣場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永發傢俱行 臺南市安南區 機械類 折疊桌椅 產製 10000 實體

79 110/03/11 電源供應器 AQ-05
泰華科技有限公司桃中

店

與原驗證登錄商品不符，應重

行申請登錄而未重行申請。
寶德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桃園區 電子類 電源轉接器 進口 47000 實體

80 110/03/15 液晶手繪板
XMXHBO01W

C
MOMO購物網站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手機旋風有限公司 桃園市蘆竹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24000 網路

81 110/03/16 數位攝影機 先創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先創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 電子類 數位攝影機 進口 200000 實體

82 110/03/16 充電器 WP-U55 展晟通信有限公司等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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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比亞科技有限公司 桃園市桃園區 電子類 靜電式變流器 進口 17000 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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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110/03/16 防火門

尚志資產開發公司土城

中央公園地下停車場、

兒童遊樂場、道路新建

工程

與原驗證登錄商品不符，應重

行申請登錄而未重行申請。
原輪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芝區 機械類 防火門 產製 220000 實體

84 110/03/17 16x6K鋁圈 豪大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豪大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臺南市白河區 機械類 輕合金盤型輪圈 進口 200000 實體

85 110/03/17 數位攝影機 蝦皮購物網站
商品進入市場前未完成檢驗程

序。
東城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新北市土城區 電子類 數位攝影機 進口 60000 網路

86 110/03/22 擦手掛巾 金玉堂文具批發廣場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英恆達貿易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 化工類 毛巾 進口 10000 實體

87 110/03/22 99三合一雷射筆 UL3 鑫恆五金百貨行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頂鶴一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 電子類

可攜式雷射指示器

(專供天文觀星教學

研究用之可攜式雷射

指示器除外)

進口 10000 實體

88 110/03/23 電動咖啡研磨機 600N momo購物網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檸檬樹貿易商行 新北市板橋區 電機類
磨咖啡豆機(不含充

電式)
進口 13000 網路

89 110/03/24 樂高車
高雄漢神本館8樓金石

堂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金士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正區 化工類 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90 110/03/24 DIRECT THERMAL
台灣佐藤自動識別系統

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台灣佐藤自動識別系統股份

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 化工類 感熱紙 進口 200000 實體

91 110/03/24 ABL Socket 310D066 爍暘有限公司 商品輸入前未符合檢驗規定。 爍暘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 電機類 插頭及插座 進口 200000 實體

92 110/03/24 行動電源 PPIMDA 元煬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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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原驗證登錄商品不符，

應重行申請登錄而未重行申

請。

騰緯國際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 電子類 行動電源 進口 300000 實體

93 110/03/25 人形玩具 墊腳石文具批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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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形玩具 進口 10000 實體

94 110/03/25 LED崁燈
新加坡商蝦皮娛樂電商

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商品運出廠場前未符合檢驗規

定。
亞流仕企業社 臺南市南區 電機類

一般室內照明用燈具

及配件
產製 12000 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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