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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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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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收改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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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收改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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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收改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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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收改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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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避案無回

收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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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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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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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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收改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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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C

F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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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ivePro2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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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收改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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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QA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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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收改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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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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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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收改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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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收改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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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收改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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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收改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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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收改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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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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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收改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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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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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回收改正辦

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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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收改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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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收改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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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收改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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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收改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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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收改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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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收改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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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收改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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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收改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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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收改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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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收改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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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收改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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