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抽驗日期
檢體名稱

(包裝產品有效日期)
抽驗地點 來源廠商及地址 查核結果

1 108/07/04
冷凍草蝦仁

(有效日期2020/4/16 )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台北東興分

公司/臺北市信義區東興路

39、41、43號1樓及45號B1、

B2

中棟實業有限公司/嘉義縣民

雄鄉中正路28號
符合規定

2 108/07/04
冷凍草蝦仁

(有效日期2021/5/23 )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台北東興分

公司/臺北市信義區東興路

39、41、43號1樓及45號B1、

B2

澤美國際開發有限公司/臺中

市北屯區文心路4段83號19樓

306室

符合規定

3 108/07/04
產銷履歷白蝦仁

(有效日期2020/11/13 )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台北東興分

公司/臺北市信義區東興路

39、41、43號1樓及45號B1、

B2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學甲廠

/臺南市學甲區光華里筏子頭

21之6號

符合規定

4 108/07/04
鮮凍白蝦仁

(有效日期2021/4/25 )

遠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忠孝分

公司(愛買量販店)/臺北市信

義區忠孝東路5段297號地下1-

3層

高洪有限公司/臺北市萬華區

萬大路493巷12弄9號
符合規定

5 108/07/03
台江草本蝦仁

(有效日期2020/6/4)

台灣樂菲股份有限公司仁愛分

公司(樂菲有機超市仁愛店)/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4段418號

1樓及B1

台江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臺南

市安平區淵西里安中路4段265

號

符合規定

6 108/07/03
健康鮮蝦仁

(有效日期2020/5/16 )

台灣樂菲股份有限公司仁愛分

公司(樂菲有機超市仁愛店)/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4段418號

1樓及B1

康福得寶國際健康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

路3段35號3樓

符合規定

7 108/07/03
鮮凍百蝦仁

(有效日期2021/4/15 )

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通化分

公司/臺北市大安區延吉街250

號B1

高洪有限公司/臺北市萬華區

萬大路493巷12弄9號
符合規定

8 108/07/03
喜琵鷥/無膨發白蝦仁

(有效日期2020/5/5 )

健康食彩股份有限公司信義安

和分公司/臺北市大安區信義

路4段265巷22號1樓

蝦覓世界有限公司/嘉義縣義

竹鄉新店村275號附16
符合規定

9 108/07/03
生凍蝦仁 61/70

(有效日期2021/2/20)

安心巧廚股份有限公司-大成

安心購-士林中正門市部/臺北

市士林區中正路205號1樓

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永

康二廠/臺南市永康區蔦松里

蔦松二街12號

符合規定

10 108/07/03
頂級蝦仁(大)

(有效日期2019/12/5 )

國際機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天

母營業所(江醫師零污染舖子

士林中山店)/臺北市士林區中

山北路6段210號1樓

國際機能食品有限公司/臺北

市士林區大南路361號5樓之2
符合規定

11 108/07/03
冷凍海水生態蝦仁

(有效日期2019/11/18 )

永豐餘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士東

分公司(Green&Safe)/臺北市

士林區中山北路6段425之1號

永豐餘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臺

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2段51號8

樓

符合規定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108年度生鮮蝦仁抽驗符合規定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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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08/07/03
嚴選白蝦仁

(有效日期2020/2/20 )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台

北市第五六三分公司(全家便

利商店天強店)/臺北市士林區

中山北路6段238號1樓

天和鮮物股份有限公司/臺北

市信義區忠孝東路5段689號8

樓

符合規定

13 108/07/03
蝦仁

(有效日期2020/5/17 )

三商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士林分

公司(拿坡里披薩)/臺北市士

林區文林路430號1樓

北都冷凍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223號
符合規定

14 108/07/03 冷凍大白蝦仁(調理)

瓦城泰統股份有限公司天母分

公司(瓦城泰國料理)/臺北市

北投區天母西路111號、111號

2樓

御宏貿易有限公司/新北市中

和區建二路155號
符合規定

15 108/07/03 白蝦仁16/20(割背)

葡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大葉

高島屋新葡苑)/臺北市士林區

忠誠路2段55號12樓

上菁有限公司/新北市中和區

中山路2段327巷11弄8號
符合規定

16 108/07/03 蝦仁
七二七海鮮餐廳/臺北市內湖

區成功路2段322號

聖元冷凍有限公司/新北市三

重區重新路2段128巷16號1樓
符合規定

17 108/07/03 蝦仁

七海餐飲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七海酒樓)/臺北市內湖區成

功路4段166號2樓

豐聯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萬華區長沙街2段91號6

樓之6

符合規定

18 108/07/03 蝦仁
錦祥餐飲有限公司/臺北市內

湖區成功路4段188號2樓

利冠食品有限公司/新北市三

重區力行路1段168號2樓
符合規定

19 108/07/02 冷凍白蝦仁
環南市場甲棟96號攤/臺北市

萬華區環河南路2段245號

昊鼎水產有限公司/臺北市南

港區向陽路162巷109號9樓
符合規定

20 108/07/02 調裡冷凍蝦仁
明儒商行/臺北市萬華區萬大

路493巷12弄21號

翔億冷凍水產有限公司/高雄

市前鎮區佛中路64號4樓
符合規定

21 108/07/02 草蝦仁
永益海鮮行/臺北市萬華區萬

大路493巷12弄2號(海產街)

益彬實業有限公司/高雄市前

鎮區三多三路153號10樓之10
符合規定

22 108/07/02 冷凍白蝦仁
環南市場丁棟1179攤/臺北市

萬華區環河南路2段245號

森海貿易有限公司/高雄市苓

雅區英明路122號14樓之4
符合規定

23 108/07/02
調理冷凍蝦仁

(有效日期2020/10/9 )

馥裕商旅股份有限公司萬大分

公司(台北凱達大飯店)/臺北

市萬華區艋舺大道167號6樓

鮪勝水產有限公司/臺中市西

屯區福上巷251弄54號10樓
符合規定

24 108/07/02

冷凍原味剖背鳳尾蝦(無膨

發)

(有效日期2021/5/1)

裕坤冷凍海產食品商行/臺北

市中山區民族東路410巷25號

海揚貿易股份有限公司/新北

市新莊區新北大道3段5號16樓

之5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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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108/07/02 冷凍白蝦仁
李春銘(無市招)/臺北市中山

區民族東路410巷6號

吉洋冷凍食品有限公司/高雄

市前鎮區漁港中一路2號2樓
符合規定

26 108/07/02 蝦仁
和錫海產商行(阿鴻海產)/臺

北市中山區民族東路410巷8號

蝦拚水產市集/臺北市萬華區

富民路145巷12號
符合規定

27 108/07/02 白蝦仁
三軍軍官俱樂部/臺北市中正

區延平南路142號

升翊冷凍食品有限公司/高雄

市前鎮區國光路46號7樓
符合規定

28 108/07/02 調理蝦仁#2510
中興海產行/臺北市萬華區萬

大路493巷12弄14號1樓

中興海產行/臺北市萬華區萬

大路493巷12弄14號1樓
符合規定

29 108/07/02 冷凍蝦仁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軍人之友社

附設餐廳(台北國軍英雄館軍

友餐廳)/臺北市中正區長沙街

1段20號

翔億冷凍水產有限公司/高雄

市前鎮區佛中路64號4樓
符合規定


